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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快讯
第十七期 二零一六年六月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财税[2016]68号文规定了
对再保险服务的增值税处
理，该文件自2016年5月1
日起生效。

背景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6月21日联合发布了财税[2016]68号文
（“68号文”），明确了再保险服务的增值税政策，填补了现阶段再保
险行业的法规空白。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内将有一系列的增值税法规发
布，就目前营改增政策尚不明确的部分给予政策指导。68号文自2016年
5月1日起生效，因此，再保险公司和初保公司应在即将到来的第一次增
值税申报（申报截止日期为2016年6月27日）中考虑该文件带来的影响。

在此之前，营改增文件财税[2016]36号文（“36号文”）并未涉及再保
险服务的相关增值税处理。当时，毕马威曾指出就再保险服务而言，存
在以下两种可行的增值税处理方式：

1. 再保险服务的增值税处理应与初保服务一致。该做法与国际上再保
险服务的增值税处理基本一致；

2. 若初保属于增值税应税服务，则相应的再保险服务应免征增值税。
该做法与之前的营业税处理方法一致，目的是确保营业税不会被重
复征收。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68号文采用了第一种处理方式，即再保险服务的增
值税处理与初保服务一致。该方式与毕马威于2013年提供给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保监会＂）的
建议亦相同。

税法新规明确再保险服务的增值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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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保险服务的增值税处理方式与初保一致

68号文规定再保险服务实行与原保险服务一致的增值税政策。这意味着，
一般的增值税应税保险服务的再保险，也将征收6%的增值税；同样地，
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等免征增值税保险服务的再保险将免征增值税。

目前，下列保险服务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因此，其相应的再保险服务
也将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

• 一年期及以上的人寿保险

• 一年期及以上的健康保险

• 一年期及以上的养老年金保险

• 出口货物保险

• 出口信用保险

• 农牧保险

对境外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服务

68号文规定，境内保险公司向境外保险公司提供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再
保险服务，免征增值税。然而，68号文并没有明确再保险公司是否必须
进行出口服务免税备案。根据现行对其他出口服务的免税规定，我们预
期对外提供的再保险服务同样需要进行备案方可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

接受境外提供的再保险服务

在实务操作中，更常见的是中国境内保险公司将风险转嫁于位于中国境
外的再保险公司。虽然68号文没有对该情况进行具体说明，但是参照36
号文的原理，即境内保险公司对于境外再保险公司就其应税保险服务提
供的再保险服务，应代扣代缴相应的增值税。 一般而言，境内保险公司
完成代扣代缴手续后，可就扣缴的增值税额进行进项税抵扣，因此该增
值税处理并没有对双方的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假设相关增值税由境内保
险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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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和操作层面将面临的问题

68号文尚未就下列实操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 对于同时对应多个原保险合同的再保险合同，如果部分原保险合同免
税、部分应税，则该再保险服务将不适用增值税免征政策。从68号文
的字面理解，再保险公司应就免税和应税的原保险合同分别订立再保
险合同，否则该再保险合同将不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单纯将保险费
在不同类型的保单之间加以区分似乎并不足以符合免税政策的规定。
谨慎起见，保险公司需要分别订立再保险合同。这意味着企业需要慎
重考虑如何起草和签订再保险合同，而且需要对现有的再保险合同进
行相应的审阅。

• 目前中国居民从香港保险公司购买保险，然后香港保险公司将其保单
再保险给中国境内保险公司的情况相当普遍，但此安排有可能不适用
增值税免征政策。在这种交易安排下，由于承保风险涵盖投保人在中
国大陆的（全部或部分）活动，该再保险服务很难被视作完全在中国
境外消费。

• 同样地，如果初保不在中国增值税应税范围（例如，服务提供方和接
收方均在中国境外）, 那么中国再保险公司对此类初保提供的再保险服
务是否可以适用免税政策是不确定的。因为从技术角度而言，初保并
非免征增值税，而是不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

• 68号文对于摊回分保费用的增值税处理未作讨论。一种观点是摊回分
保费用可能被视为是一项独立的交易，从而需要适用6%的增值税。另
一种观点是摊回分保费用不应作为独立的交易缴纳增值税，这与原营
业税下国税发[2002]9号文的观点一致。在文件尚未明确摊回分保费用
增值税处理的情况下，初保公司可能需要就此问题征求主管税务机关
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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