
 
  
 
 

 
 
 
 
 
 
 
 
 
 
 
 
 
 
 

 
 
 
 
  

 
背景 
 
2013年12月13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财税 [2013]106号
（“106号文”），明确从2014年1月1日起，将铁路运输业和邮政业纳入
营改增试点范围。原来预计将会和铁路运输和邮政业同时纳入营改增试
点范围的电信业，此次暂未纳入，据悉电信业营改增可能推迟至2014年
4月1日开始。此外，106号文进一步扩大了某些已纳入试点行业的具体应
税服务范围。 
 
值得重视的是，106号文还针对许多已经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的行业以
及相应业务中存在争议的增值税处理作出了重大改变，特别是国际货物
运输代理业和融资租赁业。此外，106号文也将离岸服务外包等优惠政
策进行延期。 
 
营改增试点开始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一直着力于营改增相关税收
政策的修订和完善。财税[2011]111号文（“111号文”）首次明确了营改
增试点的相关规定。随后，111号文被财税[2013] 37号文（“37号文”）
代替，并宣布自2013年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第一阶段的营改增试
点。短短不到半年时间，37号文就被其升级版106号文所取代。而对于一
些行业的增值税规定几乎在每次新的法规发布后，都有所调整和完善。
营改增法规的更新速度和范围对相关行业的纳税人而言是个挑战。 
 
总体而言，营改增试点新政策的发布呈现出以下的关键性趋势： 
 
1. 当新的行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直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而

不是像营改增初期选择在个别省份先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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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的铁路和邮政业适用的是11%的税率，而不
是6%的低税率。 该税率的设置可能会潜在地影响还没有纳入营改增
的行业，比如电信业、房地产业、建筑业和金融保险业。

3. 多档增值税税率可能带来潜在的问题，例如性质类似的服务适用不
同的增值税税率。这同样会影响企业的进项税抵扣，因为不同类型
的支出适用税率不同，会导致可抵扣进项税额产生差异。

4. 营改增范围越快扩围到所有服务行业，对纳税人越有利。现在仍然
存在需判断某些服务是属于增值税范围，还是依旧属于营业税应税
范围的问题。

本期快讯第一部分将详细论述新纳入营改增范围的行业和服务，第二部
分则分别就106号文对已经纳入营改增试点行业的增值税政策主要变化
进行了阐述。 

第一部分-增值税应税服务范围扩围 

106号文不仅将铁路运输业和邮政业纳入了营改增范围，而且根据前期
试点运行情况，明确了一些具体的服务类型自2014年1月1日后属于增值
税征税范围。这些服务类型往往是营改增第一阶段中，税务机关和纳税
人判定相关服务是否属于营改增范围存疑之处。下表总结了相关的服务
类型和适用税率。 

37号文规定的增值税应税服务范围 税率 
交通运输业服务（不包括铁路运输） 11% 
有形动产租赁 17% 
研发和技术服务 6% 
信息技术服务 6% 
文化创意服务 6% 
物流辅助服务 6% 
鉴证咨询服务 6% 
广播影视服务 6% 
106号文增值税应税服务范围新增行业和服务类型 税率 
新增行业 
铁路运输业 11% 
邮政业 11% 
新增服务类型 
航天运输服务 11% 

技术预测、技术培训服务 6% 
采矿、工程施工后进行的工程勘察勘探服务 6% 
依托计算机信息技术提供的审计管理、税务管理服务 6% 
依托计算机信息技术提供的内部数据分析、内部数据挖掘、内部数据管理 6% 

收派服务 6% 

航空培训服务 6% 

翻译服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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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重点分析新增的重要行业和服务。 

铁路运输业 

铁路运输业在营改增前按照3%的税率缴纳营业税。根据106号文规定，
从2014年1月1日起，铁路运输业将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适用税率为
11%，铁路运输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以抵扣增值进项税。 

征税范围 

根据106号文的规定，铁路运输服务既包括通过铁路运送货物也包括运
送旅客的运输业务活动。 

同时，对于铁路运输相关的辅助服务，如货运客运场站提供的货物打包
整理、铁路线路使用服务、加挂铁路客车服务、铁路行包专列发送服务、
铁路到达和中转服务等业务活动，106号文将其归类为物流辅助服务中
的货运客运场站服务，适用增值税税率为6%。 

将这些铁路运输相关的辅助服务和铁路运输服务区分开，符合营改增按
照服务类型决定适用税率，而非仅仅根据企业所处行业决定税率的原则。
不过，根据营改增前期试点的情况看，相似的服务适用不同的增值税税
率，例如交通运输业（11%）和物流辅助服务（6%），纳税人区分不同
的服务类别可能会遇到困难。 

优惠政策 

• 纳税人根据国家指令无偿提供的铁路运输服务，属于以公益活动为
目的的服务，不征收增值税。

• 青藏铁路公司提供的铁路运输服务免征增值税。
• 根据106号文附件四，境内单位和个人提供的国际运输服务、港澳台

运输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对于水路、公路和航空运输享受增值
税零税率优惠，106号文规定需要服务提供方取得相关的许可证，否
则只能享受免税税收优惠，但是106号文对于铁路运输并没有规定需
要取得相关许可证的描述。因此，会在将来出台进一步的实施细则。

税负影响 

对于典型的铁路运输企业来说，营改增前后的流转税影响如下表所分析： 

主要收入项目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运费收入 3%营业税 11%增值税销项税 
减:  支付其他运输企业的联运费 差额征税，从销售额直接扣除，即按3%扣除营业税 11%增值税进项税 
减 : 支付货车公司的车辆使用费 差额征税，从销售额直接扣除，即按3%扣除营业税 17%增值税进项税 
主要支出项目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原材料、燃料及动力 不得扣除 17%增值税进项税 
人工成本 不得扣除 不得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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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及摊销 不得扣除 购进固定资产可抵扣 
国铁进线费 不得扣除 可能无法扣除 
铁路公安经费 不得扣除 可能无法扣除 
整治整修费 不得扣除 按修理修配或建筑业

服务扣除进项 
办公劳保费 不得扣除 可能不得扣除 

从上表可以看出，营改增后，铁路运输企业可以就购进动力燃料以及增
值税应税服务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但是，铁路运输企业在近两年采购
了大量的固定资产，106号文并未提供过渡政策，允许企业全部或部分
地抵扣营改增试点前采购固定资产相关的增值税进项税。 

由于铁路运费每吨公里单价由国家统一制定。所以营改增后适用11%的
税率所产生的影响，将取决于各铁路运输企业的运费价格变动和相应的
成本费用结构。 

毕马威观察 

• 铁路运输业未被纳入营改增第一阶段试点范围。自2014年1月1日起，
营改增试点扩展到铁路运输业，自此所有形式的交通运输服务全部
进入营改增范围。

• 营改增试点开始之前，购买铁路运输服务的企业如果是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营改增前铁路运费按7%抵扣进项，营改增后铁路运费可按
照11%抵扣。假设铁路运费不变的情况下，企业购买铁路运输服务，
可获得更多的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因而铁路运输的成本也会下
降。

• 同时，106号文尚未解决一些问题的不确定性。例如地方铁路运输企
业的火车在经过原铁道部下属的铁路（如北京铁路局或太原铁路局
铁路）时，需要缴纳的劳务费即国铁进线费，是否可以取得增值税
进项税额进行抵扣？若可以，按什么税率抵扣？另外，根据铁财函
[2011]58号《关于铁路企业承担铁路公安经费的通知》，铁路企业按
照铁路单位营业里程分摊沿线铁路公安经费是否可以进项抵扣？

邮政业 

原营业税下，邮政业适用的税率为3%。106文规定，邮政业服务适用11%
增值税税率。 

营改增后，邮政企业一般纳税人可以就应税服务抵扣进项税额，而且 106
号文对邮政业规定了许多免税政策，营改增后邮政业的流转税税负可能
比营改增前持平甚至下降。 

征税范围 

根据106号文，邮政业特指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其所属邮政企业提供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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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寄递、邮政汇兑、机要通信和邮政代理等邮政基本服务的业务活动，
包括邮政普遍服务、邮政特殊服务和其他邮政服务。 
 

邮政普遍服务 邮政特殊服务 其他邮政服务 
函件、包裹等邮件寄
递，以及邮票发行、
报刊发行和邮政汇兑
等业务活动 

义务兵平常信函、机要
通信、盲人读物和革命
烈士遗物的寄递等业
务活动 

邮册等邮品销售、邮
政代理等业务活动 

 
 
优惠政策 

      
106号文提供的优惠政策基本延续了原来营业税下的优惠政策，包括以下
几类： 
 
1.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其所属邮政企业提供的邮政普遍服务和邮政特

殊服务免征增值税。 
 

2. 自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其所属邮政
企业为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含各级分支机
构）代办速递、物流、国际包裹、快递包裹以及礼仪业务等速递物
流类业务取得的代理收入，以及为金融机构代办金融保险业务取得
的代理收入免征增值税。 

 
3. 境内的单位和个人为出口货物提供的邮政业服务免征增值税。 

 
毕马威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优惠政策中的前两项优惠政策都是属于过渡性而非
长期性税收优惠政策。 
 
关键在于邮政企业有必要区分应税服务和非应税服务。用于非应税项目
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因此将会产生一系列的进项税分摊
问题。另外，需要考虑测算取消免税政策后可能的税务影响，为彻底的
增值税转型做好准备。 
 
快递业 
 
营改增试点开始后，快递业如何缴纳流转税存在不确定性，例如是否属
于交通运输业或者物流服务业而应该缴纳增值税。而财税[2003]16号则规
定，单位和个人从事快递业务按邮电通信业税目征收3%营业税。  
 
106号文明确了对快递业相关的“收派服务”的定义和税率为6%，这将
对快递业的流转税产生影响。此外，提供收派服务的快递企业可以选择
简易征收办法，按照3%征收率计算增值税，但是不能抵扣相应的进项。 
 
征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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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派服务即指接受寄件人委托，在承诺的时限内完成函件和包裹的收件、
分拣、派送服务的业务活动。106号文对于收件、分拣、派送做了详细
规定： 
 
• 收件服务，是指从寄件人收取函件和包裹，并运送到服务提供方 

同城的集散中心的业务活动； 
 

• 分拣服务，是指服务提供方在其集散中心对函件和包裹进行归类、
分发的业务活动； 

 
• 派送服务，是指服务提供方从其集散中心将函件和包裹送达同城的

收件人的业务活动。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函件和包裹在不同城市的集散中心之间的运输服
务并不包括在收派服务的范围内，而是属于106号文的交通运输业范畴。 
 
毕马威观察 
 
营改增第一阶段试点开始后，快递企业在实践中采用了不同的纳税方式，
有的按照11%缴纳增值税（交通运输业）、有的按照6%缴纳增值税（物
流辅助业）、还有的企业按照邮政业缴纳3%营业税。由于快递服务的增
值税处理存在不确定性，106号文对相关规定进行了梳理，但在梳理的
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 
 
快递业企业提供的收派服务和跨省运输服务，分别属于物流辅助业（6%
税率）和交通运输业（11%税率）。然而，106号文根据服务性质对于快
递业服务的细分，却可能造成纳税实务中的困难，即如何区分上述服务
收入，且如何就一笔业务兼有不同税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此外，增
值税法律法规规定，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应税劳务，未分别核算销售
额的，从高适用税率。这一规定如何适用，将影响行业的开票系统和定
价机制。  
 
第二部分－对现行营改增试点方案的修订完善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的间接税税务处理在近两年内经历了数次变化，
106号文的出台又规定了新的增值税处理。 
 
这些变化给国际货物运输服务提供商（如航运公司及航空公司）以及其
下游企业（如在中国的代理商、代表机构、货代以及服务接受方和最终
消费者）带来影响。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我们先简要地介绍相关背景信息： 
 
• 在原营业税体制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适用营业税税率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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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以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给其他单位或者
个人的运输费用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即通常所称的“差额征税”方
法。 

 
• 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期间，原适用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和

物流辅助业在中国多个省市逐步纳入增值税。在增值税体制下，国
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一般纳税人适用增值税税率为6%。在此期间，
差额征税的政策得到延续。 

 
 
• 2013年8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扩展至全国，37号文废除了原有差额

征税的规定，意味着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的提供方需要就其全部
代收代付的金额（例如海运费、港口费及装卸费）计算增值税销项
税额，而不可再就原营业税体制下可扣除的特定费用抵减销售额。
在实际操作中，意味着当境外运输服务提供商要求中国代理商对其
提供的相关服务开具发票时（或要求其在中国的代表机构开具发票
时），国际运输服务增值税免税所带来的税收优惠将不复存在。当
代理商或代表机构对其提供的服务开具发票时，需要就全部金额缴
纳6%增值税。这一做法对整个行业产生了连锁的影响，如导致价格
上涨、选择在境外结算，或更改贸易条款。 

 
恢复差额纳税方法 
 
106号文恢复了自2013年8月1日起被取消的差额纳税方法，意味着试点纳
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
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给国际运输企业的国际运输费用后的余额为销售
额。 
 
106号文进一步明确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的定义，是指接受货物收
货人或其代理人、发货人或其代理人、运输工具所有人、运输工具承租
人或运输工具经营人的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名义，在不
直接提供货物运输服务的情况下，直接为委托人办理货物的国际运输、
从事国际运输的运输工具进出港口、联系安排引航、靠泊、装卸等货物
和船舶代理相关业务手续的业务活动。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费免税 
 
此外，106号文规定了试点纳税人提供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和为大
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之间的货物运输提供的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免
征增值税。 
 
享受上述免税的条件是试点纳税人提供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向委托
方收取的全部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收入，以及向国际运输承运人支付
的国际运输费用，必须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结算。委托方索取发票的，货
物运输代理服务应全额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现金交易不能享受增值税
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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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该政策自2013年8月1日起执行。2013年8月1日至106号文
发布之日前，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将已开具的专用发票追回后即
可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从而防止代理业的销项税额减少，以及与服务接
受方已抵扣进项税之间可能出现的不匹配。 

          
毕马威观察 
 
106号文重新引入差额征税办法有利于解决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面临的
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航运代理、航空代理以及代表处的收益，并
间接影响（以价格上涨的形式）货代以及其他接受国际运输服务方的利
益。毕马威代表业内人士利益，一直积极协助企业与财税部门探讨37号
文给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106号文可追溯适用，对整个行业来讲都是利好消息。但是，文件的具
体实施也可能会受到挑战，包括需要追回已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
有交易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结算，以及可能退回供应链条中多缴纳的增值
税。 
 
虽然106号文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是差额纳税办法在实际操作中仍然
存在两点不确定性： 
 
• 文件要求支付给国际运输企业的国际运输费用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隐含着直接支付给国际运输企业（如航空公司与航运公司）的试点
纳税人才可适用差额办法，但这似乎和106号文对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服务提供方的宽泛定义不符。如果只有直接支付给国际运输企业的
试点纳税人才可适用差额方法，则国际货代行业的税负仍然会增加。 
 

• 如试点纳税人可适用差额纳税方法，则将面临如何开票的难题。如
果按照扣除国际运输费用后的差额开票，可能泄露该行业比较敏感
的商业定价信息。 

 
106号文的出台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了所在国与中
国无国际运输协定的国际运输公司在市场上的不利竞争地位，即如果国
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提供方是向所在国和中国没有运输协定的国际运
输企业提供服务，则仍需按照交通运输业代扣代缴11%增值税，而且由
于其代理服务免征增值税，则无法抵扣相关的进项税。 
 
另外，以下三种类型企业适用不同税务处理的原因让业内人士感到费解，
即提供国际货物运输服务的境内单位（适用零税率）、所在国与中国签
订国际运输协定的国际运输服务提供商（适用免税）、所在国与中国未
签订国际运输协定的国际运输服务提供商（代扣代缴11%增值税）。 
 
融资租赁行业 
 
融资租赁业特别是售后回租业务是在37号文出台后面临严重挑战的另
一个行业，106号文给该行业带来了利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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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为了理解106号文对融资租赁行业的影响，我们有必要简要介绍
相关背景信息： 
 
• 营业税体制下，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13号（13号公告）规定了融

资租赁中的售后回租业务的税务相关事项，即出租方就其收取的利
息收入缴纳营业税。承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不属于增值税或营业
税的征收范围，这项规定反映了售后回租交易的实质为融资行为。 
 

• 自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13号公告在增值税体制下一直有
效。这意味着出租方仅就利息收入缴纳增值税。承租方向出租方出
售资产的行为，不属于增值税征收范围。承租方若为一般纳税人，
可就购入租赁资产所支付的价款抵扣进项税额。 

 
• 从2013年8月1日生效的37号文列举了融资租赁方在计算其增值税应

纳税额时，可从其收入中扣除的支出项目。这些项目中并不包含设
备成本价款，意味着租赁方需要就其利息收入以及设备成本部分缴
纳增值税。这一方式受到质疑的原因在于，其既然不符合售后回租
的法律形式，也不符合其经济实质。 

 
106号文关于融资租赁规定的效力追溯至2013年8月1日，可能回归8月1
日前的做法。根据106号文的规定，出租方在计算其增值税纳税义务时，
可以扣除租赁设备的购买成本，即只需就利息收入缴纳增值税。 
 
此外，106号文件允许的扣除项增加了发行债券利息和其他有形动产融
资租赁服务中发生的车辆购置税。但是，106号文不再允许扣除关税、
进口环节消费税，可能是由于考虑到关税和进口环节消费税属于进口设
备的本金部分。 
 
37号文和106号文所允许扣除项目具体对比如下表所示： 
 

融资租赁方式 

允许扣除项目 

37号文 106号文 

有形动产融资性售后
回租服务 

出租方承担的有形动产的贷款利
息（包括外汇借款和人民币借款
利息）、关税、进口环节消费税、
安装费、保险费 

向承租方收取的有形动产价款本金，
以及对外支付的借款利息（包括外汇
借款和人民币借款利息）、发行债券
利息 

其他有形动产融资租
赁服务 

支付的借款利息（包括外汇借款和人
民币借款利息）、发行债券利息、保
险费、安装费和车辆购置税 

 
此外，106号文还明确了对融资租赁企业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这一要
求和商务部门批准融资租赁企业的最低注册资本一致，具体如下： 
 
• 2013年12月31日前注册资本达到1.7亿元的融资租赁企业，可自2013

年8月1日起适用差额征税的方式计算应税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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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月1日以后注册资本达到1.7亿元的融资租赁企业，从达到该
标准的次月起，按照差额征税的方式计算应税销售额。 

 
106号文规定，融资租赁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
即退政策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根据这一规定，将根据17%的税率对
融资租赁企业征收增值税，同时允许就其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
退。106号文也明确了注册资本应达到1.7亿元的要求。 
 
毕马威观察 
 
106号文允许融资租赁公司从事售后回租业务扣除向承租方收取的有形
动产价款本金，但要求以承租方开具的发票为合法有效凭证。这一要求
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一定困难。由于13号公告仍然有效，要求承租方
开具发票没有法规依据，而且如果承租方是医院等单位，则无法开具发
票。 

 
106号文规定试点纳税人提供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向承租方收取的有
形动产价款本金，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开具普通发票。但由
于向承租方收取的有形动产价款本金部分已作为差额征税抵扣项自增
值税销售额中抵减，若融资租赁企业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如开具适
用税率为17%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则可能会有需就有形动产价款本金按
照17%缴纳增值税的风险。 
 
此外，106号文并未明确2013年8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如果106号文与
37号文有效期重叠时，企业已经按照37号文执行的纳税申报如何处理。
因此，以下两方面存在不确定性： 
 
• 2013年12月31日前注册资本达到1.7亿元的融资租赁企业，2013年8月

1日至今已按照37号文已进行的申报是否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 2013年12月31日前注册资本未达到1.7亿元的融资租赁企业，在2013
年12月31日前是否可以继续按照37号文进行增值税差额征税。 
 

离岸服务外包优惠延期 
 
原营业税下，离岸服务外包享受免税优惠。增值税体系下，免税政策将
于2013年12月31日到期。 106号文将此政策进行了延期至2018年12月31
日。 
 
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是指试点纳税人根据境外单位与其签订的委托合同，
由本企业或其直接转包的企业为境外提供信息技术外包服务（ITO）、
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服务（BPO）或技术性知识流程外包服务（KPO）。
106号文中相关的定义与财税[2010]64号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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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的观察总结 
 
106 号文的发布将受到纳税人的欢迎，因为该文件将铁路运输业，邮政业
和快递业的收派服务纳入了营改增范围。增值税纳税人可以抵扣购买商品、
固定资产和服务所产生的进项税，有利于降低增值税税负，从而享受到营
改增带来的利益。  
 
106 号文调整完善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和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服务的政
策。虽然追溯性调整相关业务的挑战将会随之产生，但是不断完善的政策
改善了企业目前面临的困境，无疑是积极的发展趋势。 

 
毕马威之前曾协助多家交通运输、物流以及融资租赁行业的代表性企业分
别向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反映情况，探讨解决方案。106 号文件出台基
本与企业的主要诉求一致。在 106 号文出台后，这些行业中的企业需要重
新审阅自己业务处理是否可以追溯性适用相关优惠政策，并研究相关的对
策。 
 
对于新纳入营改增范围的铁路、邮政等行业及相关快递业，毕马威建议根
据 106 号文进行业务审阅和梳理，更新升级信息系统，建立增值税发票管
理规程，以应对增值税的实施。毕马威可提供协助贵公司完成营改增转型
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具体范围请参见毕马威增值税改革服务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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