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国务院 2013 年 4 月 10 日宣布，目前仅在中国部分省市实施的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以下简称“营改增”）试点项目将于 2013 年 8 月 1 日扩展至全国范围。 

试点范围的扩大意味着在全国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推行增值税试点
改革第一阶段的完成。国务院还宣布将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播映、发行等
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此外国务院还表示会择机将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行业
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 

2013 年 3 月 24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在北京演讲时，曾这样形容中
国增值税改革的重要意义： 

“中国也正在推行以先进的增值税取代营业税的改革以优化其税收体制。这
一改革十分重要，因为目前中国的流转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 60%以上，这
远远高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的相关比例。此外，由于一部分税收在企业
之间重复征收，可以说这部分税收被扭曲了。尽管这一改革可能会在初期造
成税收收入的损失，但在全中国范围推行这一改革无疑将提高税收效率。” 

这与国务院所预期的 2013年增值税改革将减轻企业税负约 1200亿元人民币的
信息一致。 

毕马威观察 

扩展至其他省市 

营改增试点目前在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以及
广东实施。 

中国增值税试点改革将于 2013 年 8 月 1 日扩展至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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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的决定明确了营改增试点项目第一阶段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在实践
层面，这一决定可能会对重庆、成都、青岛、昆明等城市产生更大影响，因
为这些城市拥有可观的或新兴的服务产业，其信息技术产业、研发中心、国
际贸易等产业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增值税改革在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推广可能深受业界欢迎，尤其受到跨国公
司和其他大型企业的欢迎。从 2012 年 1 月 1 日上海开始试行增值税改革，到
2013 年 8 月 1 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增值税改革的期间，同一种服务在一
些地区适用增值税而在另一些地区适用营业税，这一复杂性造成了一些困惑
和不确定性。营改增试点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即将实现，使得原有试点
地区服务提供商的一些竞争优势将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公平的竞争
环境。 

对于很多设立在上述城市和省份的大中型服务企业而言，若其年销售额超过
500 万人民币，将被要求注册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一方面，这些企业需就所
提供的服务缴纳销项税额，另一方面，他们将可以就向其他增值税纳税人购
买的货物、固定资产和服务进行进项税抵扣。小规模纳税人也将从中受益，
他们的税负将从营业税的 5%降低至增值税的 3%，这一改变必将深受欢迎。 

根据财税[2011]131 号文，提供营改增试点服务的企业可以就特定出口服务申
请增值税零税率或免税。相比之前出口服务通常征收 5%的营业税，这一政策
更让企业受益。同样，当海外服务供应商向中国大陆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
业提供服务，后者负有代扣代缴义务。然而，由于购买这些服务而发生的增
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从而抵消了对增值税成本的实际影响。我们期待适
用于全国的实施细则的出台，以便更加有效地适用上述增值税优惠政策，特
别是关于出口服务方面。 

营改增试点项目扩大范围的其他主要受益者将是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和
货物进口商。此前，他们对试点服务，如交通运输服务、咨询服务和信息技
术服务的购买，通常会发生永久的营业税成本。而现在，他们则有可能申请
增值税进项税抵扣。这正是中国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以增值税取代营业税的意
图，即减少供应链中的重复征税。在已经严重偏向制造业，同时又大力促进
更有效和更具竞争力的服务业的国家，这种有益的变化将会是广受欢迎的进
步之举。最后，试点范围的扩大可能会促进中国东北地区服务业的发展，而
该地区是传统意义上制造业占据主要地位的地区。 

扩大 “现代服务业”范围 

国务院亦指出，扩大营改增试点项目中“现代服务业”范围，将广播影视作
品的制作、播映、发行等（以下简称“新类别服务”）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 

根据财税[2011]111 号文的规定，我们预期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新类别服务
的增值税税率将为６%。我们期待国家税务总局于近期出台文件对此进行明
确。 

扩大至其他行业 

国务院表示，下一步将被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的行业是邮电通信服务业以及
铁路运输服务业。目前，营改增试点项目扩围至上述行业的具体时间尚未公
布，然而，我们预期行业扩展将在 2013 年下半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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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相较现有的 3%的营业税税率，通信业的增值税税率将为 11%。同样，
我们预期关于通信业增值税税率的规定将于近期公布。 
 
此次营改增试点项目扩展行业范围之后，尚未被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的主要
行业包括建筑及房地产业、金融保险服务业以及娱乐业。根据国际经验，对
这些行业推行增值税对政策制定者们而言将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更多信息 

在之前的“中国税务快讯”中，我们对营改增试点项目在上海的实施情况作
了详细的说明。根据财税[2011]110、111 号文以及财税[2012]71 号文的规定，
在 2013 年 8 月 1 日之后施行增值税改革的省市将适用与上海相同的规定。进
一步的分析请参见“中国税务快讯 - 第四十期，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关于企业在面对增值税改革时应当考虑的具体措施，请参见“中国税务快讯 - 
第十六期，二零一二年七月”。 
 
了解毕马威在增值税改革实施过程中提供的具体服务，请参见“增值税
改革服务”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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