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63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金融商品转让业务有关营业税问题的公告》，对金融商品转让业务的营业税政策
进行了调整。根据该公告，“自 2013 年 12 月 1 日起，纳税人从事金融商品转让
业务，不再按股票、债券、外汇、其他四大类来划分，统一归为“金融商品”，
不同品种金融商品买卖出现的正负差，在同一个纳税期内可以相抵，按盈亏相抵
后的余额为营业额计算缴纳营业税。相抵后仍出现负差的，可结转下一个纳税期
相抵，但在年末时仍出现负差的，不得转入下一个会计年度。” 

总体来说，63 号公告提出的营业税政策的调整对企业是利好的。但是，由于该公
告规定的生效日期是 2013 年 12 月 1 日，会给实际操作上带来一些问题。 

旧政策下的影响 

此前，中国金融商品转让业务的营业税处理一直是按照 2002 年颁布的国税发
[2002]9 号文的规定执行：“企业的金融商品被划分为股票、债券、外汇、其他四
大类别。同一大类不同品种金融商品买卖业务出现的正负差，可在同一个纳税期
内按盈亏互抵后的余额为营业额计算缴纳营业税；四大类之间不得轧抵，要分别
计算缴纳营业税。同一大类下同一个纳税期内相抵后仍出现负差的，可结转下一
个纳税期相抵。年末时仍出现负差的，不得转入下一个会计年度”。同时，根据
财税[2003]16 号规定，“企业按照上述规定计算的不同纳税期的正差和负差，在
同一会计年度末可按年度汇总的方式计算缴纳，如果汇总计算应缴的营业税税额
小于本年已缴纳的营业税税额，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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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政策在当时很好地解决了金融商品交易盈亏互抵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金融商品交易的发展。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创新程度的不断提
高，将品类繁杂的金融商品归入的四类越来越不符合实际的经济业务实质以及金
融创新的发展趋势。在此情况下，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纳税人的切实需求。 

毕马威观察 

总体来说，该营业税政策的调整对企业来讲是利好的。 

大部分企业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要是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即投资于衍生金
融产品交易主要是为了规避企业现有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外汇）的汇
率风险和利率风险。在旧的政策下，属于同一投资组合的金融衍生产品与基础金
融产品被人为地划分在不同的类别下，分别计算盈亏进行纳税，增加了企业的税
负。这与金融产品的投资初衷相背离，也不利于金融创新的发展。 

从征管角度来看，由于原分类方法的复杂性以及实践操作中的不确定性，导致不
同地区的税务机关分类认定的不一致，造成同一企业设立于不同地区的分支机构
之间营业税处理方法的不一致。这大大增加了企业和税务机关的管理成本。 

因此，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市场发展情况相应调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
问题，提高了税收管理的效率。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该公告规定的生效日期是 2013 年 12 月 1 日，这会给实际操
作带来一些问题。在现行的营业税体制下，金融保险业纳税人需要按季度申报缴
纳营业税。这意味着原则上来讲金融保险业纳税人在进行本年度第四季度的营业
税申报时，需要将纳税期间分为 10-11 月以及 12 月两个不同的纳税期间，适用不
同的营业税政策。同时，金融保险业纳税人在进行 2013 年度汇总营业税时也需要
将全年分成两个期间，分别汇总计算并相应办理退税。然而，实践操作中企业可
能还需要与主管税务机关进一步沟通明确： 

• 企业进行本年第四季度申报时是否需要相应准备两份不同的申报表 

• 税务机关是否会对纳税申报表进行相应更新，企业如何适用 

• 2013 年度汇总纳税时，税务机关是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分别汇总 1-11 月份以
及 12 月份的应缴/退税额，分别办理退税；或者税务机关是否可以在本年
度采取宽松的处理方法，即允许将两个期间的盈亏互抵 

• 如果税务机关采取宽松的政策，那么如何实现两种不同政策下的衔接：即
企业是否能将 12 月份的整体盈亏用来充抵前 11 个月份的某类盈亏，或者
企业依然需要将 12 月份的盈亏按照原四分类进行区分以便与前 11 个月份
的相应盈亏进行相应汇总 

我们建议企业除了就上述问题与税务机关沟通以外，还可以从现在开始按原四分
类政策归集企业本年 1-11 月份的相关金融商品转让的纳税情况，以便在随后应对
该政策调整时掌握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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