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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税 总局 告家税 总局 告家税 总局 告家税 总局 告 该口古详该口古详该口古详该口古详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47474747 解读之解读之解读之解读之 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免免免免 税税税税 

物劳 出 的物劳 出 的物劳 出 的物劳 出 的  

 

该口古详 年 8 7 日 按照 院进一 扩大交通 输业和部分现代服 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要求 据 部 家税 总

局 于在全 开展交通 输业和部分现代服 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 策的通知 税 该口古详 详7 规定 家税 总局

制发了 家税 总局 于发 可 用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 免 税管理办法 暂行 己的 告 家税 总局 告 该口古详 年第 47

以 简称 47 告 47 告 对服 易出 用 免 税 围 免 税办法 税率 免 税 算

免 税申报 免 税资格认定 用零税率等做了 细规定  

服 易出 免 税作 营改增的新生 物 物劳 出 免 税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区别 便于各相 企业便于各相 企业便于各相 企业便于各相 企业 尤尤尤尤

是对于既 物劳 出 又 服 易出 的企业是对于既 物劳 出 又 服 易出 的企业是对于既 物劳 出 又 服 易出 的企业是对于既 物劳 出 又 服 易出 的企业 及时及时及时及时 准确掌握相 策准确掌握相 策准确掌握相 策准确掌握相 策 规避因 策 化带来的 能风险规避因 策 化带来的 能风险规避因 策 化带来的 能风险规避因 策 化带来的 能风险 中翰 深圳思中翰 深圳思中翰 深圳思中翰 深圳思

特 税咨询顾问服 机构特对特 税咨询顾问服 机构特对特 税咨询顾问服 机构特对特 税咨询顾问服 机构特对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免免免免 税 物劳 出税 物劳 出税 物劳 出税 物劳 出 比对分析如 表比对分析如 表比对分析如 表比对分析如 表  

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劳务出口退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劳务出口退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劳务出口退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劳务出口退 免免免免 税比对分析表税比对分析表税比对分析表税比对分析表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     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零税率零税率零税率零税率

用用用用

围围围围    

体体体体    

出 企业或 他单位出 企业或 他单位出 企业或 他单位出 企业或 他单位     境内单位境内单位境内单位境内单位 个人个人个人个人     用零税率的 体均 增值税一般用零税率的 体均 增值税一般用零税率的 体均 增值税一般用零税率的 体均 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纳税人纳税人纳税人 但服但服但服但服 易出 的 体必易出 的 体必易出 的 体必易出 的 体必

须 备相应的服 资须 备相应的服 资须 备相应的服 资须 备相应的服 资 而 物劳而 物劳而 物劳而 物劳

出 的 体则须 备出 的 体则须 备出 的 体则须 备出 的 体则须 备外 和海外 和海外 和海外 和海

的相 要求的相 要求的相 要求的相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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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     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体体体体    

境外单位或个人境外单位或个人境外单位或个人境外单位或个人     境外单位或个人境外单位或个人境外单位或个人境外单位或个人 中研发服 和设 服 限中研发服 和设 服 限中研发服 和设 服 限中研发服 和设 服 限

于境外单位于境外单位于境外单位于境外单位     

研发研发研发研发 设 服 出 用零税率的设 服 出 用零税率的设 服 出 用零税率的设 服 出 用零税率的

出 对象限于境外单位出 对象限于境外单位出 对象限于境外单位出 对象限于境外单位     

标的标的标的标的

物物物物    

物物物物 家规定 允许 营和限制出 的家规定 允许 营和限制出 的家规定 允许 营和限制出 的家规定 允许 营和限制出 的

物除外物除外物除外物除外 劳劳劳劳 工修理工修理工修理工修理 修配劳修配劳修配劳修配劳     

输服输服输服输服 港澳 输服港澳 输服港澳 输服港澳 输服 研发服研发服研发服研发服

设 服设 服设 服设 服 包括对境内 产提供的设 服包括对境内 产提供的设 服包括对境内 产提供的设 服包括对境内 产提供的设 服

    

物劳 出 用零税率 围大于物劳 出 用零税率 围大于物劳 出 用零税率 围大于物劳 出 用零税率 围大于

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但 排除服 易但 排除服 易但 排除服 易但 排除服 易

出 用零税率 围出 用零税率 围出 用零税率 围出 用零税率 围 来来来来 进一进一进一进一

扩大的 能扩大的 能扩大的 能扩大的 能     

海海海海

特殊特殊特殊特殊

监管监管监管监管

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海 报 进入海 特殊监管区域并销售给海 报 进入海 特殊监管区域并销售给海 报 进入海 特殊监管区域并销售给海 报 进入海 特殊监管区域并销售给

区域内单位或境外单位区域内单位或境外单位区域内单位或境外单位区域内单位或境外单位 个人的 物个人的 物个人的 物个人的 物 视视视视

出出出出     

包括海 特殊监管区域包括海 特殊监管区域包括海 特殊监管区域包括海 特殊监管区域 向海 特殊监管区向海 特殊监管区向海 特殊监管区向海 特殊监管区

域及场所内单位提供研发服域及场所内单位提供研发服域及场所内单位提供研发服域及场所内单位提供研发服 设 服 实设 服 实设 服 实设 服 实

行增值税行增值税行增值税行增值税 免免免免 税办法税办法税办法税办法 应按规定征收增值应按规定征收增值应按规定征收增值应按规定征收增值

税税税税     

服 易出 通常没 实物形态服 易出 通常没 实物形态服 易出 通常没 实物形态服 易出 通常没 实物形态

没 海 税则没 海 税则没 海 税则没 海 税则 海 暂无法监管海 暂无法监管海 暂无法监管海 暂无法监管

向海 特殊监管区域提供向海 特殊监管区域提供向海 特殊监管区域提供向海 特殊监管区域提供零税率零税率零税率零税率应应应应

税服税服税服税服 视 出视 出视 出视 出     

免免免免

税税税税办法办法办法办法    

免抵免抵免抵免抵

税税税税

办法办法办法办法    

生产企业出 自产 物和生产企业出 自产 物和生产企业出 自产 物和生产企业出 自产 物和视 自产 物视 自产 物视 自产 物视 自产 物及对及对及对及对

外提供 工修理修配劳外提供 工修理修配劳外提供 工修理修配劳外提供 工修理修配劳 以及列 生产企以及列 生产企以及列 生产企以及列 生产企

业出 非自产 物业出 非自产 物业出 非自产 物业出 非自产 物 免征增值税免征增值税免征增值税免征增值税 相应的进相应的进相应的进相应的进

项税额抵 应纳增值税额项税额抵 应纳增值税额项税额抵 应纳增值税额项税额抵 应纳增值税额 包括 用增值包括 用增值包括 用增值包括 用增值

税 征税 征税 征税 征 先征 策的应纳增值税先征 策的应纳增值税先征 策的应纳增值税先征 策的应纳增值税

额额额额 抵 完的部分 以抵 完的部分 以抵 完的部分 以抵 完的部分 以     

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提供零税率应税服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提供零税率应税服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提供零税率应税服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提供零税率应税服

如果属于 用增值税一般 税方法的如果属于 用增值税一般 税方法的如果属于 用增值税一般 税方法的如果属于 用增值税一般 税方法的 免征增免征增免征增免征增

值税值税值税值税 相应的进项税额抵 应纳增值税额相应的进项税额抵 应纳增值税额相应的进项税额抵 应纳增值税额相应的进项税额抵 应纳增值税额

包括 用增值税 征包括 用增值税 征包括 用增值税 征包括 用增值税 征 先征 策的应先征 策的应先征 策的应先征 策的应

纳增值税额纳增值税额纳增值税额纳增值税额 抵 完的部分 以抵 完的部分 以抵 完的部分 以抵 完的部分 以     

免抵免抵免抵免抵 税税税税的含义基 一的含义基 一的含义基 一的含义基 一 但服但服但服但服

易出易出易出易出 没没没没 视 自产和视 自产和视 自产和视 自产和视 出视 出视 出视 出

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     

免免免免

税办税办税办税办

法法法法    

外 企业或 他单位出 物劳外 企业或 他单位出 物劳外 企业或 他单位出 物劳外 企业或 他单位出 物劳 免征增免征增免征增免征增

值税值税值税值税 相应的进项税额 以相应的进项税额 以相应的进项税额 以相应的进项税额 以     

外 企业兼营的零税率应税服外 企业兼营的零税率应税服外 企业兼营的零税率应税服外 企业兼营的零税率应税服 免征增值税免征增值税免征增值税免征增值税

对应的外购应税服 的进项税额 以对应的外购应税服 的进项税额 以对应的外购应税服 的进项税额 以对应的外购应税服 的进项税额 以     

免免免免 税税税税的含义基 一的含义基 一的含义基 一的含义基 一     

出出出出

税率税率税率税率        

除 部和 家税 总局 据 院决定而除 部和 家税 总局 据 院决定而除 部和 家税 总局 据 院决定而除 部和 家税 总局 据 院决定而

明确的增值税出 税率外明确的增值税出 税率外明确的增值税出 税率外明确的增值税出 税率外 出 物的出 物的出 物的出 物的

税率 用税率税率 用税率税率 用税率税率 用税率     

零税率应税服 的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 的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 的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 的增值税 税率 在境内提税率 在境内提税率 在境内提税率 在境内提

供对应服 用的增值税税率供对应服 用的增值税税率供对应服 用的增值税税率供对应服 用的增值税税率     

服 易出 没 征 税率差服 易出 没 征 税率差服 易出 没 征 税率差服 易出 没 征 税率差 也也也也

就就就就没没没没 当期 得免征和抵当期 得免征和抵当期 得免征和抵当期 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扣税额扣税额扣税额

及 抵 额及 抵 额及 抵 额及 抵 额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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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     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免免免免

税的税的税的税的

税依据税依据税依据税依据    

免抵免抵免抵免抵

税税税税

办法办法办法办法    

古.古.古.古.生产企业出 物生产企业出 物生产企业出 物生产企业出 物劳劳劳劳 进料 工复出进料 工复出进料 工复出进料 工复出

物除外物除外物除外物除外 增值税增值税增值税增值税 免免免免 税的 税依据税的 税依据税的 税依据税的 税依据

出 物劳 的实 离岸出 物劳 的实 离岸出 物劳 的实 离岸出 物劳 的实 离岸 F适BF适BF适BF适B     

该.该.该.该.生产企业进料 工复出 物增值税生产企业进料 工复出 物增值税生产企业进料 工复出 物增值税生产企业进料 工复出 物增值税

免免免免 税的 税依据税的 税依据税的 税依据税的 税依据 按出 物的离岸按出 物的离岸按出 物的离岸按出 物的离岸

F适BF适BF适BF适B 扣除出 物所含的海 保税进 料扣除出 物所含的海 保税进 料扣除出 物所含的海 保税进 料扣除出 物所含的海 保税进 料

的金额 确定的金额 确定的金额 确定的金额 确定     

详详详详....生产企业 内购进无进项税额 提进生产企业 内购进无进项税额 提进生产企业 内购进无进项税额 提进生产企业 内购进无进项税额 提进

项税额的免税原材料 工 出 的 物的项税额的免税原材料 工 出 的 物的项税额的免税原材料 工 出 的 物的项税额的免税原材料 工 出 的 物的

税依据税依据税依据税依据 按出 物的离岸按出 物的离岸按出 物的离岸按出 物的离岸 F适BF适BF适BF适B 扣除出扣除出扣除出扣除出

物所含的 内购进免税原材料的金额物所含的 内购进免税原材料的金额物所含的 内购进免税原材料的金额物所含的 内购进免税原材料的金额

确定确定确定确定     

实行免抵 税办法的零税率应税服 免抵 税实行免抵 税办法的零税率应税服 免抵 税实行免抵 税办法的零税率应税服 免抵 税实行免抵 税办法的零税率应税服 免抵 税

税依据税依据税依据税依据 提供零税率应税服 得的全部提供零税率应税服 得的全部提供零税率应税服 得的全部提供零税率应税服 得的全部

款款款款     

服 易出 免抵 税的服 易出 免抵 税的服 易出 免抵 税的服 易出 免抵 税的 税依据税依据税依据税依据

没 海 离岸 的概念没 海 离岸 的概念没 海 离岸 的概念没 海 离岸 的概念 因 服因 服因 服因 服

易出 向境外单位收 的易出 向境外单位收 的易出 向境外单位收 的易出 向境外单位收 的

假如假如假如假如 以参 免抵以参 免抵以参 免抵以参 免抵

税 算税 算税 算税 算 而目前的 物劳 出而目前的 物劳 出而目前的 物劳 出而目前的 物劳 出

向境外单位收 的向境外单位收 的向境外单位收 的向境外单位收 的 使使使使

得 票得 票得 票得 票 也 允许作 进项也 允许作 进项也 允许作 进项也 允许作 进项

税额 算税额 算税额 算税额 算 们估 对于 一问们估 对于 一问们估 对于 一问们估 对于 一问

题存在 议题存在 议题存在 议题存在 议 预 家税 总局会预 家税 总局会预 家税 总局会预 家税 总局会

作进一 明确作进一 明确作进一 明确作进一 明确     

免免免免

税办税办税办税办

法法法法    

古.古.古.古.外 企业出 物外 企业出 物外 企业出 物外 企业出 物 委托 工修理修配委托 工修理修配委托 工修理修配委托 工修理修配

物除外物除外物除外物除外 增值税增值税增值税增值税 免免免免 税的 税依据税的 税依据税的 税依据税的 税依据

购进出 物的增值税 用发票注明的金额购进出 物的增值税 用发票注明的金额购进出 物的增值税 用发票注明的金额购进出 物的增值税 用发票注明的金额

或海 进 增值税 用缴款书注明的完税或海 进 增值税 用缴款书注明的完税或海 进 增值税 用缴款书注明的完税或海 进 增值税 用缴款书注明的完税

格格格格     

该.该.该.该.外 企业出 委托 工修理修配 物增值外 企业出 委托 工修理修配 物增值外 企业出 委托 工修理修配 物增值外 企业出 委托 工修理修配 物增值

税税税税 免免免免 税的 税依据税的 税依据税的 税依据税的 税依据 工修理工修理工修理工修理修配修配修配修配

用增值税 用发票注明的金额用增值税 用发票注明的金额用增值税 用发票注明的金额用增值税 用发票注明的金额     

古.古.古.古. 境内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出 零税率应税服境内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出 零税率应税服境内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出 零税率应税服境内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出 零税率应税服

的的的的 得提供方开 的增值税 用发票得提供方开 的增值税 用发票得提供方开 的增值税 用发票得提供方开 的增值税 用发票

注明的金额注明的金额注明的金额注明的金额     

该.该.该.该. 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出 零税率应税服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出 零税率应税服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出 零税率应税服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出 零税率应税服

的的的的 得的解缴税款的中 人民共和 税得的解缴税款的中 人民共和 税得的解缴税款的中 人民共和 税得的解缴税款的中 人民共和 税

收缴款凭证 注明的金额收缴款凭证 注明的金额收缴款凭证 注明的金额收缴款凭证 注明的金额     

外 企业免 税的 税依据在服外 企业免 税的 税依据在服外 企业免 税的 税依据在服外 企业免 税的 税依据在服

易项 物劳 出 项 是一易项 物劳 出 项 是一易项 物劳 出 项 是一易项 物劳 出 项 是一

的的的的 所 的是所 的是所 的是所 的是 服 易项服 易项服 易项服 易项

境外购进零税率应税服 的 税境外购进零税率应税服 的 税境外购进零税率应税服 的 税境外购进零税率应税服 的 税

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税收缴款凭证税收缴款凭证税收缴款凭证税收缴款凭证 注明的注明的注明的注明的

金额金额金额金额 而 物劳 出 项而 物劳 出 项而 物劳 出 项而 物劳 出 项 海海海海

进 增值税 用缴款书进 增值税 用缴款书进 增值税 用缴款书进 增值税 用缴款书 注明注明注明注明

的的的的金额金额金额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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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     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免免免免

税 算税 算税 算税 算    

免抵免抵免抵免抵

税税税税

算算算算    

古.古.古.古.当期应纳税额的当期应纳税额的当期应纳税额的当期应纳税额的 算算算算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销项税额 当期进项当期进项当期进项当期进项

税额税额税额税额 当期 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 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 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 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当期 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 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 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 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出 物离当期出 物离当期出 物离当期出 物离

岸岸岸岸 贸贸贸贸外汇人民 折合率外汇人民 折合率外汇人民 折合率外汇人民 折合率贸贸贸贸 出 物 用出 物 用出 物 用出 物 用

税率税率税率税率 出 物 税率出 物 税率出 物 税率出 物 税率 当期 得免征和当期 得免征和当期 得免征和当期 得免征和

抵扣税额抵 额抵扣税额抵 额抵扣税额抵 额抵扣税额抵 额    

当期 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 额当期 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 额当期 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 额当期 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 额＝＝＝＝当期免税当期免税当期免税当期免税

购进原材料 格购进原材料 格购进原材料 格购进原材料 格贸贸贸贸 出 物 用税率出 物 用税率出 物 用税率出 物 用税率 出出出出

物 税率物 税率物 税率物 税率     

该.该.该.该.当期免抵 税额的 算当期免抵 税额的 算当期免抵 税额的 算当期免抵 税额的 算    

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出 物离岸当期出 物离岸当期出 物离岸当期出 物离岸 贸贸贸贸外外外外

汇人民 折合率汇人民 折合率汇人民 折合率汇人民 折合率贸贸贸贸出 物 税率出 物 税率出 物 税率出 物 税率 当期免当期免当期免当期免

抵 税额抵 额抵 税额抵 额抵 税额抵 额抵 税额抵 额    

当期免抵 税额抵 额当期免抵 税额抵 额当期免抵 税额抵 额当期免抵 税额抵 额＝＝＝＝当期免税购进原材当期免税购进原材当期免税购进原材当期免税购进原材

料 格料 格料 格料 格贸贸贸贸出 物 税率出 物 税率出 物 税率出 物 税率    

详.详.详.详.当期应 税额和免抵税额的 算当期应 税额和免抵税额的 算当期应 税额和免抵税额的 算当期应 税额和免抵税额的 算    

古古古古 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

则则则则    

当期应 税额当期应 税额当期应 税额当期应 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    

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 当期应当期应当期应当期应

税额税额税额税额    

该该该该 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己己己己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

则则则则    

当期应 税额当期应 税额当期应 税额当期应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    

古.古.古.古.当期免抵 税额的 算当期免抵 税额的 算当期免抵 税额的 算当期免抵 税额的 算     

当期零税率应税服 免抵 税额当期零税率应税服 免抵 税额当期零税率应税服 免抵 税额当期零税率应税服 免抵 税额＝＝＝＝当期零税率当期零税率当期零税率当期零税率

应税服 免抵 税 税依据应税服 免抵 税 税依据应税服 免抵 税 税依据应税服 免抵 税 税依据贸贸贸贸外汇人民 折合外汇人民 折合外汇人民 折合外汇人民 折合

率率率率贸贸贸贸零税率应税服 增值税 税率零税率应税服 增值税 税率零税率应税服 增值税 税率零税率应税服 增值税 税率    

该.该.该.该.当期应 税额和当期免抵税额的 算当期应 税额和当期免抵税额的 算当期应 税额和当期免抵税额的 算当期应 税额和当期免抵税额的 算     

古古古古 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时当期免抵 税额时当期免抵 税额时当期免抵 税额时    

当期应 税额当期应 税额当期应 税额当期应 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    

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 当期应 税当期应 税当期应 税当期应 税

额额额额    

该该该该 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己己己己当期免抵 税额时当期免抵 税额时当期免抵 税额时当期免抵 税额时    

当期应 税额当期应 税额当期应 税额当期应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    

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税额＝＝＝＝口口口口    

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当期期 留抵税额 当期当期当期当期 增值税纳税申增值税纳税申增值税纳税申增值税纳税申

报表报表报表报表 的的的的 期 留抵税额期 留抵税额期 留抵税额期 留抵税额     

于 存在征 税率差于 存在征 税率差于 存在征 税率差于 存在征 税率差 服 易服 易服 易服 易

出出出出 免抵 税 算 物劳 出免抵 税 算 物劳 出免抵 税 算 物劳 出免抵 税 算 物劳 出

免抵 税 算的最大区别在于免抵 税 算的最大区别在于免抵 税 算的最大区别在于免抵 税 算的最大区别在于没没没没

当期 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 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 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 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及及及及

抵 额项目抵 额项目抵 额项目抵 额项目 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免抵 税 算也免抵 税 算也免抵 税 算也免抵 税 算也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 当期免抵当期免抵当期免抵当期免抵

税额抵 额税额抵 额税额抵 额税额抵 额 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 但现实中但现实中但现实中但现实中

存在免税购进应税服存在免税购进应税服存在免税购进应税服存在免税购进应税服 或 物或 物或 物或 物用于用于用于用于

零税率应税服 的 能零税率应税服 的 能零税率应税服 的 能零税率应税服 的 能 所 的所 的所 的所 的

是相 购进 物是相 购进 物是相 购进 物是相 购进 物 服 并 直接构服 并 直接构服 并 直接构服 并 直接构

出 服 的组 部分出 服 的组 部分出 服 的组 部分出 服 的组 部分 或者说无或者说无或者说无或者说无

法分辨法分辨法分辨法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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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     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税额＝＝＝＝口口口口    

当期期 留抵税额 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当期期 留抵税额 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当期期 留抵税额 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当期期 留抵税额 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中中中中 期 留抵税额期 留抵税额期 留抵税额期 留抵税额     

4.4.4.4.当期免税购进原材料 格包括当期 内购当期免税购进原材料 格包括当期 内购当期免税购进原材料 格包括当期 内购当期免税购进原材料 格包括当期 内购

进的无进项税额 提进项税额的免税原进的无进项税额 提进项税额的免税原进的无进项税额 提进项税额的免税原进的无进项税额 提进项税额的免税原

材料的 格和当期进料 工保税进 料 的材料的 格和当期进料 工保税进 料 的材料的 格和当期进料 工保税进 料 的材料的 格和当期进料 工保税进 料 的

格格格格 中当期进料 工保税进 料 的中当期进料 工保税进 料 的中当期进料 工保税进 料 的中当期进料 工保税进 料 的

格 组 税 格格 组 税 格格 组 税 格格 组 税 格     

当期进料 工保税进 料 的组 税 格当期进料 工保税进 料 的组 税 格当期进料 工保税进 料 的组 税 格当期进料 工保税进 料 的组 税 格

＝＝＝＝当期进 料 到岸 格当期进 料 到岸 格当期进 料 到岸 格当期进 料 到岸 格 海 实海 实海 实海 实征 税征 税征 税征 税

海 实征消 税海 实征消 税海 实征消 税海 实征消 税    

免免免免

税税税税

算算算算    

古.古.古.古.外 企业出 委托 工修理修配 物以外外 企业出 委托 工修理修配 物以外外 企业出 委托 工修理修配 物以外外 企业出 委托 工修理修配 物以外

的 物的 物的 物的 物     

增值税应 税额增值税应 税额增值税应 税额增值税应 税额＝＝＝＝增值税增值税增值税增值税 免免免免 税 税依税 税依税 税依税 税依

据据据据贸贸贸贸出 物 税率出 物 税率出 物 税率出 物 税率    

该.该.该.该.外 企业出 委托 工修理修配 物外 企业出 委托 工修理修配 物外 企业出 委托 工修理修配 物外 企业出 委托 工修理修配 物     

出 委托 工修理修配 物的增值税应出 委托 工修理修配 物的增值税应出 委托 工修理修配 物的增值税应出 委托 工修理修配 物的增值税应 税税税税

额额额额＝＝＝＝委托 工修理修配的增值税委托 工修理修配的增值税委托 工修理修配的增值税委托 工修理修配的增值税 免免免免 税税税税

税依据税依据税依据税依据贸贸贸贸出 物 税率出 物 税率出 物 税率出 物 税率    

零税率应税服 应 税额零税率应税服 应 税额零税率应税服 应 税额零税率应税服 应 税额台台台台外 企业兼营的零外 企业兼营的零外 企业兼营的零外 企业兼营的零

税率应税服 免 税 税依据税率应税服 免 税 税依据税率应税服 免 税 税依据税率应税服 免 税 税依据贸贸贸贸零税率应税服零税率应税服零税率应税服零税率应税服

增值税 税率增值税 税率增值税 税率增值税 税率    

免 税办法 的服 易出免 税办法 的服 易出免 税办法 的服 易出免 税办法 的服 易出

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 算方法基 一算方法基 一算方法基 一算方法基 一

所 的是所 的是所 的是所 的是 委托 工修理修配委托 工修理修配委托 工修理修配委托 工修理修配

物出 的 税率物出 的 税率物出 的 税率物出 的 税率 出 物的 税出 物的 税出 物的 税出 物的 税

率率率率     

用免税 策的用免税 策的用免税 策的用免税 策的

围围围围    

古.古.古.古.出 企业或 他单位出 列规定的出 企业或 他单位出 列规定的出 企业或 他单位出 列规定的出 企业或 他单位出 列规定的

物物物物 用免税 策用免税 策用免税 策用免税 策     

古古古古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出 的 物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出 的 物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出 的 物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出 的 物     

该该该该 避孕药品和用避孕药品和用避孕药品和用避孕药品和用 旧 书旧 书旧 书旧 书     

详详详详 软 产品软 产品软 产品软 产品 体 围是指海 税则体 围是指海 税则体 围是指海 税则体 围是指海 税则

前四位前四位前四位前四位 98口详98口详98口详98口详 的 物的 物的 物的 物     

古.古.古.古.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矿产资源在境外的工程勘察勘探服矿产资源在境外的工程勘察勘探服矿产资源在境外的工程勘察勘探服矿产资源在境外的工程勘察勘探服     

该.该.该.该.会议展览地点在境外的会议展览服会议展览地点在境外的会议展览服会议展览地点在境外的会议展览服会议展览地点在境外的会议展览服     

详.详.详.详.存储地点在境外的仓储服存储地点在境外的仓储服存储地点在境外的仓储服存储地点在境外的仓储服     

4.4.4.4.标的物在境外使用的 形 产租赁服标的物在境外使用的 形 产租赁服标的物在境外使用的 形 产租赁服标的物在境外使用的 形 产租赁服     

5.5.5.5.在境外提供的广播影视节目在境外提供的广播影视节目在境外提供的广播影视节目在境外提供的广播影视节目((((作品作品作品作品))))的发行的发行的发行的发行

播映服播映服播映服播映服     

古.古.古.古.服 易出 用免税 策的服服 易出 用免税 策的服服 易出 用免税 策的服服 易出 用免税 策的服

围围围围 通常 实 消 地在境内通常 实 消 地在境内通常 实 消 地在境内通常 实 消 地在境内     

该.该.该.该.对于小规模纳税人出 零税率应对于小规模纳税人出 零税率应对于小规模纳税人出 零税率应对于小规模纳税人出 零税率应

税服 是否 用免税 策税服 是否 用免税 策税服 是否 用免税 策税服 是否 用免税 策 待待待待

家税 总局进一 明确家税 总局进一 明确家税 总局进一 明确家税 总局进一 明确     

详.详.详.详.对于对于对于对于 补齐增值税补齐增值税补齐增值税补齐增值税 免免免免 税凭税凭税凭税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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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     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4444 含黄金含黄金含黄金含黄金 铂金 分的 物铂金 分的 物铂金 分的 物铂金 分的 物 钻石及 饰钻石及 饰钻石及 饰钻石及 饰

品品品品 体 围见体 围见体 围见体 围见 7777     

5555 家 划内出 的卷烟家 划内出 的卷烟家 划内出 的卷烟家 划内出 的卷烟 体 围见体 围见体 围见体 围见

8888     

6666 使用 的设备使用 的设备使用 的设备使用 的设备 体 围是指购进体 围是指购进体 围是指购进体 围是指购进

时 得增值税 用发票时 得增值税 用发票时 得增值税 用发票时 得增值税 用发票 海 进 增值税海 进 增值税海 进 增值税海 进 增值税

用缴款书但 他相 单证齐全的 使用用缴款书但 他相 单证齐全的 使用用缴款书但 他相 单证齐全的 使用用缴款书但 他相 单证齐全的 使用

的设备的设备的设备的设备     

7777 非出 企业委托出 的 物非出 企业委托出 的 物非出 企业委托出 的 物非出 企业委托出 的 物     

8888 非列 生产企业出 的非视 自产非列 生产企业出 的非视 自产非列 生产企业出 的非视 自产非列 生产企业出 的非视 自产

物物物物     

9999 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后后后后农产品的 体农产品的 体农产品的 体农产品的 体

围按照围按照围按照围按照 农业产品征税 围注释农业产品征税 围注释农业产品征税 围注释农业产品征税 围注释 税税税税

后古995成5该后古995成5该后古995成5该后古995成5该 的规定执行的规定执行的规定执行的规定执行成成成成     

古口古口古口古口 油画油画油画油画 花生果仁花生果仁花生果仁花生果仁 黑大豆等 部和黑大豆等 部和黑大豆等 部和黑大豆等 部和

家税 总局规定的出 免税的 物家税 总局规定的出 免税的 物家税 总局规定的出 免税的 物家税 总局规定的出 免税的 物     

古古古古古古古古 外 企业 得普通发票外 企业 得普通发票外 企业 得普通发票外 企业 得普通发票 废旧物资收废旧物资收废旧物资收废旧物资收

购凭证购凭证购凭证购凭证 农产品收购发票农产品收购发票农产品收购发票农产品收购发票 府非税收入票府非税收入票府非税收入票府非税收入票

据的 物据的 物据的 物据的 物     

古该古该古该古该 来料 工复出 的 物来料 工复出 的 物来料 工复出 的 物来料 工复出 的 物     

古详古详古详古详 特殊区域内的企业出 的特殊区域内特殊区域内的企业出 的特殊区域内特殊区域内的企业出 的特殊区域内特殊区域内的企业出 的特殊区域内

的 物的 物的 物的 物     

古4古4古4古4 以人民 现金作 结算方式的边境地以人民 现金作 结算方式的边境地以人民 现金作 结算方式的边境地以人民 现金作 结算方式的边境地

区出 企业 所在省区出 企业 所在省区出 企业 所在省区出 企业 所在省 自治区自治区自治区自治区 的边境 岸的边境 岸的边境 岸的边境 岸

出 到接壤 家的一般 易和边境小额 易出 到接壤 家的一般 易和边境小额 易出 到接壤 家的一般 易和边境小额 易出 到接壤 家的一般 易和边境小额 易

6.6.6.6. 得相 资 的 输服得相 资 的 输服得相 资 的 输服得相 资 的 输服     

7.7.7.7. 得相 资 的港澳 输服得相 资 的港澳 输服得相 资 的港澳 输服得相 资 的港澳 输服     

8.8.8.8.向向向向境外单位境外单位境外单位境外单位提供的 列应税服提供的 列应税服提供的 列应税服提供的 列应税服     

(古)(古)(古)(古) 术转让服术转让服术转让服术转让服 术咨询服术咨询服术咨询服术咨询服 合 能源管合 能源管合 能源管合 能源管

理服理服理服理服 软 服软 服软 服软 服 电路设 及测试服电路设 及测试服电路设 及测试服电路设 及测试服 信信信信

息系统服息系统服息系统服息系统服 业 流程管理服业 流程管理服业 流程管理服业 流程管理服 商标著作权商标著作权商标著作权商标著作权

转让服转让服转让服转让服 知识产权服知识产权服知识产权服知识产权服 物流 服物流 服物流 服物流 服 仓仓仓仓

储服 除外储服 除外储服 除外储服 除外 认证服认证服认证服认证服 鉴证服鉴证服鉴证服鉴证服 咨询服咨询服咨询服咨询服

广播影视节目广播影视节目广播影视节目广播影视节目((((作品作品作品作品))))制作服制作服制作服制作服 期租服期租服期租服期租服

程租服程租服程租服程租服 租服租服租服租服 但 包括但 包括但 包括但 包括 合 标的物合 标的物合 标的物合 标的物

在境内的合 能源管理服在境内的合 能源管理服在境内的合 能源管理服在境内的合 能源管理服 对境内 物或对境内 物或对境内 物或对境内 物或

产的认证服产的认证服产的认证服产的认证服 鉴证服 和咨询服鉴证服 和咨询服鉴证服 和咨询服鉴证服 和咨询服     

(该)(该)(该)(该)广告投 地在境外的广告服广告投 地在境外的广告服广告投 地在境外的广告服广告投 地在境外的广告服     

证的出 物劳证的出 物劳证的出 物劳证的出 物劳 用免税 策用免税 策用免税 策用免税 策

而对于服 易出 则直接 用征而对于服 易出 则直接 用征而对于服 易出 则直接 用征而对于服 易出 则直接 用征

税 策税 策税 策税 策     

4.4.4.4.部分 用免税 策的服 易出部分 用免税 策的服 易出部分 用免税 策的服 易出部分 用免税 策的服 易出

接 服 方必须是境外单位接 服 方必须是境外单位接 服 方必须是境外单位接 服 方必须是境外单位 如如如如

第第第第 8888 项列示项列示项列示项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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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     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出 物出 物出 物出 物     

古5古5古5古5 以旅游购物 易方式报 出 的 物以旅游购物 易方式报 出 的 物以旅游购物 易方式报 出 的 物以旅游购物 易方式报 出 的 物     

该.该.该.该.出 企业或 他单位视 出 的 列 物出 企业或 他单位视 出 的 列 物出 企业或 他单位视 出 的 列 物出 企业或 他单位视 出 的 列 物

劳劳劳劳     

古古古古 家批准设立的免税店销售的免税 物家批准设立的免税店销售的免税 物家批准设立的免税店销售的免税 物家批准设立的免税店销售的免税 物

后后后后包括进 免税 物和 实现包括进 免税 物和 实现包括进 免税 物和 实现包括进 免税 物和 实现 免免免免 税的税的税的税的

物物物物成成成成     

该该该该 特殊区域内的企业 境外的单位特殊区域内的企业 境外的单位特殊区域内的企业 境外的单位特殊区域内的企业 境外的单位或个人或个人或个人或个人

提供 工修理修配劳提供 工修理修配劳提供 工修理修配劳提供 工修理修配劳     

详详详详 一特殊区域一特殊区域一特殊区域一特殊区域 特殊区域内的企业特殊区域内的企业特殊区域内的企业特殊区域内的企业

之间销售特殊区域内的 物之间销售特殊区域内的 物之间销售特殊区域内的 物之间销售特殊区域内的 物     

详.详.详.详.出 企业或 他单位 按规定申报或 补出 企业或 他单位 按规定申报或 补出 企业或 他单位 按规定申报或 补出 企业或 他单位 按规定申报或 补

齐增值税齐增值税齐增值税齐增值税 免免免免 税凭证的出 物劳税凭证的出 物劳税凭证的出 物劳税凭证的出 物劳

体是指体是指体是指体是指     

古古古古 在 家税 总局规定的期限内申报增在 家税 总局规定的期限内申报增在 家税 总局规定的期限内申报增在 家税 总局规定的期限内申报增

值税值税值税值税 免免免免 税的出 物劳税的出 物劳税的出 物劳税的出 物劳     

该该该该 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开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开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开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开 代理出代理出代理出代理出

物证明物证明物证明物证明 的出 物劳的出 物劳的出 物劳的出 物劳     

详详详详 申报增值税申报增值税申报增值税申报增值税 免免免免 税税税税 在 家在 家在 家在 家

税 总局规定的期限内向税 机 补齐增值税 总局规定的期限内向税 机 补齐增值税 总局规定的期限内向税 机 补齐增值税 总局规定的期限内向税 机 补齐增值

税税税税 免免免免 税凭证的出 物劳税凭证的出 物劳税凭证的出 物劳税凭证的出 物劳     

对于 用增值税免税 策的出 物劳对于 用增值税免税 策的出 物劳对于 用增值税免税 策的出 物劳对于 用增值税免税 策的出 物劳

出 企业或 他单位 以依照现行增值税出 企业或 他单位 以依照现行增值税出 企业或 他单位 以依照现行增值税出 企业或 他单位 以依照现行增值税

规定 免税规定 免税规定 免税规定 免税 并依照规定缴纳增值税并依照规定缴纳增值税并依照规定缴纳增值税并依照规定缴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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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     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用征税 策用征税 策用征税 策用征税 策

围围围围    

用增值税征税 策的出 物劳用增值税征税 策的出 物劳用增值税征税 策的出 物劳用增值税征税 策的出 物劳 是指是指是指是指     

古.古.古.古.出 企业出 或视 出 部和 家税出 企业出 或视 出 部和 家税出 企业出 或视 出 部和 家税出 企业出 或视 出 部和 家税

总局 据 院决定明确的 消出总局 据 院决定明确的 消出总局 据 院决定明确的 消出总局 据 院决定明确的 消出

免免免免 税的 物税的 物税的 物税的 物后后后后 包括来料 工复出包括来料 工复出包括来料 工复出包括来料 工复出

物物物物 中标机电产品中标机电产品中标机电产品中标机电产品 列 原材料列 原材料列 原材料列 原材料 输入特殊输入特殊输入特殊输入特殊

区域的水电气区域的水电气区域的水电气区域的水电气 海洋工程结构物海洋工程结构物海洋工程结构物海洋工程结构物成成成成     

该.该.该.该.出 企业或 他单位销售给特殊区域内的出 企业或 他单位销售给特殊区域内的出 企业或 他单位销售给特殊区域内的出 企业或 他单位销售给特殊区域内的

生活消 用品和交通 输工生活消 用品和交通 输工生活消 用品和交通 输工生活消 用品和交通 输工     

详.详.详.详.出 企业或 他单位因骗 出 税被税出 企业或 他单位因骗 出 税被税出 企业或 他单位因骗 出 税被税出 企业或 他单位因骗 出 税被税

机 停 办理增值税机 停 办理增值税机 停 办理增值税机 停 办理增值税 免免免免 税期间出税期间出税期间出税期间出

的 物的 物的 物的 物     

4.4.4.4.出 企业或 他单位提出 企业或 他单位提出 企业或 他单位提出 企业或 他单位提供虚假备案单证的供虚假备案单证的供虚假备案单证的供虚假备案单证的

物物物物     

5.5.5.5.出 企业或 他单位增值税出 企业或 他单位增值税出 企业或 他单位增值税出 企业或 他单位增值税 免免免免 税凭税凭税凭税凭

证 伪造或内容 实的 物证 伪造或内容 实的 物证 伪造或内容 实的 物证 伪造或内容 实的 物     

6.6.6.6.出 企业或 他单位 在 家税 总局规出 企业或 他单位 在 家税 总局规出 企业或 他单位 在 家税 总局规出 企业或 他单位 在 家税 总局规

定期限内申报免税 销以及 管税 机定期限内申报免税 销以及 管税 机定期限内申报免税 销以及 管税 机定期限内申报免税 销以及 管税 机

免税 销的出 卷烟免税 销的出 卷烟免税 销的出 卷烟免税 销的出 卷烟     

7.7.7.7.出 企业或 他单位 以 情形之一的出 企业或 他单位 以 情形之一的出 企业或 他单位 以 情形之一的出 企业或 他单位 以 情形之一的

出 物劳出 物劳出 物劳出 物劳     

古古古古 将空白的出 物报 单将空白的出 物报 单将空白的出 物报 单将空白的出 物报 单 出 收汇出 收汇出 收汇出 收汇

销单等销单等销单等销单等 免免免免 税凭证交 除签 委托合税凭证交 除签 委托合税凭证交 除签 委托合税凭证交 除签 委托合

的 代的 代的 代的 代 报 行报 行报 行报 行 或 境外进 方指定或 境外进 方指定或 境外进 方指定或 境外进 方指定

的 代的 代的 代的 代 提供合 约定或者 他相 证提供合 约定或者 他相 证提供合 约定或者 他相 证提供合 约定或者 他相 证

明明明明 以外的 他单位或个人使用的以外的 他单位或个人使用的以外的 他单位或个人使用的以外的 他单位或个人使用的     

古.古.古.古.逾期 收齐 凭证申报逾期 收齐 凭证申报逾期 收齐 凭证申报逾期 收齐 凭证申报 免免免免 税的税的税的税的

管税 机 理管税 机 理管税 机 理管税 机 理 免免免免 税申报税申报税申报税申报 零税率零税率零税率零税率

应税服 提供者应缴纳增值税应税服 提供者应缴纳增值税应税服 提供者应缴纳增值税应税服 提供者应缴纳增值税     

该.该.该.该.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在税 机 停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在税 机 停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在税 机 停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在税 机 停

办理出 税期间发生零税率应税服办理出 税期间发生零税率应税服办理出 税期间发生零税率应税服办理出 税期间发生零税率应税服 得得得得

申报申报申报申报 免免免免 税税税税 应按规定征收增值税应按规定征收增值税应按规定征收增值税应按规定征收增值税     

详.详.详.详.如果 用零税率如果 用零税率如果 用零税率如果 用零税率 选择免税或按规定选择免税或按规定选择免税或按规定选择免税或按规定

缴纳增值税缴纳增值税缴纳增值税缴纳增值税     

服 易出 用征税 策 物服 易出 用征税 策 物服 易出 用征税 策 物服 易出 用征税 策 物

劳 出 最大的区别在于劳 出 最大的区别在于劳 出 最大的区别在于劳 出 最大的区别在于 逾期逾期逾期逾期

收齐 凭证申报收齐 凭证申报收齐 凭证申报收齐 凭证申报 免免免免 税的税的税的税的

直接 用征税 策直接 用征税 策直接 用征税 策直接 用征税 策 而在 物劳而在 物劳而在 物劳而在 物劳

出 项出 项出 项出 项 首先是 用免税 策首先是 用免税 策首先是 用免税 策首先是 用免税 策

若纳税人 按规定申报免税通常则若纳税人 按规定申报免税通常则若纳税人 按规定申报免税通常则若纳税人 按规定申报免税通常则

用征税 策用征税 策用征税 策用征税 策 但在服 易出但在服 易出但在服 易出但在服 易出

项项项项 按规定申报免税的按规定申报免税的按规定申报免税的按规定申报免税的 是否是否是否是否

直接 用征税 策直接 用征税 策直接 用征税 策直接 用征税 策 47474747 告告告告

和 税和 税和 税和 税后该口古详成详7后该口古详成详7后该口古详成详7后该口古详成详7 文对 均 做明文对 均 做明文对 均 做明文对 均 做明

确确确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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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     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该该该该 以自营 义出以自营 义出以自营 义出以自营 义出 出 业 实 是出 业 实 是出 业 实 是出 业 实 是

企业及 投资的企业以外的企业及 投资的企业以外的企业及 投资的企业以外的企业及 投资的企业以外的单位或个人单位或个人单位或个人单位或个人

借 出 企业 义操作完 的借 出 企业 义操作完 的借 出 企业 义操作完 的借 出 企业 义操作完 的     

详详详详 以自营 义出以自营 义出以自营 义出以自营 义出 出 的 一批 物出 的 一批 物出 的 一批 物出 的 一批 物

既签 购 合既签 购 合既签 购 合既签 购 合 又签 代理出 合又签 代理出 合又签 代理出 合又签 代理出 合 或或或或

议议议议 的的的的     

4444 出 物在海 验出 物在海 验出 物在海 验出 物在海 验 自 或委托自 或委托自 或委托自 或委托

代 人对 笔 物的海 提单或 他 输代 人对 笔 物的海 提单或 他 输代 人对 笔 物的海 提单或 他 输代 人对 笔 物的海 提单或 他 输

单据等 的品单据等 的品单据等 的品单据等 的品 规格等进行修改规格等进行修改规格等进行修改规格等进行修改 造 出造 出造 出造 出

物报 单 海 提单或 他 输单据物报 单 海 提单或 他 输单据物报 单 海 提单或 他 输单据物报 单 海 提单或 他 输单据

内容 符的内容 符的内容 符的内容 符的     

5555 以自营 义出以自营 义出以自营 义出以自营 义出 但 担出 物的但 担出 物的但 担出 物的但 担出 物的

收款或 税风险之一的收款或 税风险之一的收款或 税风险之一的收款或 税风险之一的 出 物出 物出 物出 物

发生 问题 担购买方的索赔 任发生 问题 担购买方的索赔 任发生 问题 担购买方的索赔 任发生 问题 担购买方的索赔 任 合合合合

中 约定 任 担者除外中 约定 任 担者除外中 约定 任 担者除外中 约定 任 担者除外 担担担担

按期收款导 能 销的 任按期收款导 能 销的 任按期收款导 能 销的 任按期收款导 能 销的 任 合 中合 中合 中合 中

约定收款 任 担者除约定收款 任 担者除约定收款 任 担者除约定收款 任 担者除外外外外 担因申报担因申报担因申报担因申报

出出出出 免免免免 税的资料税的资料税的资料税的资料 单证等出现问题造单证等出现问题造单证等出现问题造单证等出现问题造

税 任的税 任的税 任的税 任的     

6666 实 参 出 营活实 参 出 营活实 参 出 营活实 参 出 营活 接 并接 并接 并接 并

中间人介绍的 他出 业中间人介绍的 他出 业中间人介绍的 他出 业中间人介绍的 他出 业 但 以自营但 以自营但 以自营但 以自营

义出 的义出 的义出 的义出 的     

否 用零否 用零否 用零否 用零

税率税率税率税率    

出 企业或 他单位 以依照现行增值税出 企业或 他单位 以依照现行增值税出 企业或 他单位 以依照现行增值税出 企业或 他单位 以依照现行增值税

规定 免税规定 免税规定 免税规定 免税 并依照规定缴纳增值税并依照规定缴纳增值税并依照规定缴纳增值税并依照规定缴纳增值税     

如果 用零税率如果 用零税率如果 用零税率如果 用零税率 选择免税或按规定缴纳选择免税或按规定缴纳选择免税或按规定缴纳选择免税或按规定缴纳

增值税增值税增值税增值税     

理论 讲理论 讲理论 讲理论 讲 物劳 出 也物劳 出 也物劳 出 也物劳 出 也

用零税率用零税率用零税率用零税率 但 直接 果是但 直接 果是但 直接 果是但 直接 果是

用免税 策用免税 策用免税 策用免税 策后后后后如 在规定的期限内如 在规定的期限内如 在规定的期限内如 在规定的期限内



                                          中国本土最专 的财税咨询培训机构，为企 破解每一道财税难题 

深圳 思 特企业管理咨询 限  地址 深圳 福 区振 路金 礼都大厦 B 4B-D 

Tel 0755-82810831 82810900  Fax 0755-82810832  http//:www.cntransferpricing.com/ 

共 16 页第 10 页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     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申报申报申报申报 免免免免 税税税税 成成成成 次才 能是次才 能是次才 能是次才 能是

征税 策征税 策征税 策征税 策 而在服 易出 项而在服 易出 项而在服 易出 项而在服 易出 项

纳税人 直接 用零税率纳税人 直接 用零税率纳税人 直接 用零税率纳税人 直接 用零税率

选择 用免税或征税 策选择 用免税或征税 策选择 用免税或征税 策选择 用免税或征税 策     

免免免免 税申报税申报税申报税申报

期限期限期限期限    

出 并按会 规定做销售的 物出 并按会 规定做销售的 物出 并按会 规定做销售的 物出 并按会 规定做销售的 物 须在做销须在做销须在做销须在做销

售的次 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售的次 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售的次 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售的次 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 应自出应自出应自出应自出

并按会 规定做销售的次 起 次年并按会 规定做销售的次 起 次年并按会 规定做销售的次 起 次年并按会 规定做销售的次 起 次年4444 详口详口详口详口

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 收齐 凭收齐 凭收齐 凭收齐 凭

证证证证 向 管税 机 办理出 物劳向 管税 机 办理出 物劳向 管税 机 办理出 物劳向 管税 机 办理出 物劳

免免免免 税申报税申报税申报税申报 免免免免 税申报 得超 次税申报 得超 次税申报 得超 次税申报 得超 次

年年年年4444 详口详口详口详口日前最 一个增值税纳税申报期截日前最 一个增值税纳税申报期截日前最 一个增值税纳税申报期截日前最 一个增值税纳税申报期截

之日之日之日之日     

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在提供零税率应税服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在提供零税率应税服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在提供零税率应税服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在提供零税率应税服

并在 作销售收入次并在 作销售收入次并在 作销售收入次并在 作销售收入次 按季按季按季按季 进行增进行增进行增进行增

值税纳税申报的 次季值税纳税申报的 次季值税纳税申报的 次季值税纳税申报的 次季 的增值税纳税申报的增值税纳税申报的增值税纳税申报的增值税纳税申报

期内期内期内期内 向 管税 机 办理增值税纳税和向 管税 机 办理增值税纳税和向 管税 机 办理增值税纳税和向 管税 机 办理增值税纳税和

免免免免 税相 申报税相 申报税相 申报税相 申报     

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应于收入次 起 次年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应于收入次 起 次年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应于收入次 起 次年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应于收入次 起 次年

4444 详口详口详口详口 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收齐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收齐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收齐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收齐

凭证凭证凭证凭证 向 管税 机 如实申报向 管税 机 如实申报向 管税 机 如实申报向 管税 机 如实申报 免免免免 税税税税     

规定基 一规定基 一规定基 一规定基 一     



                                          中国本土最专 的财税咨询培训机构，为企 破解每一道财税难题 

深圳 思 特企业管理咨询 限  地址 深圳 福 区振 路金 礼都大厦 B 4B-D 

Tel 0755-82810831 82810900  Fax 0755-82810832  http//:www.cntransferpricing.com/ 

共 16 页第 11 页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     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免免免免 税税税税

申报资料申报资料申报资料申报资料    

免免免免

抵抵抵抵

税税税税

办办办办

法法法法    

古.古.古.古.企业向 管税 机 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企业向 管税 机 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企业向 管税 机 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企业向 管税 机 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

时时时时 除按纳税申报的规定提供 资料外除按纳税申报的规定提供 资料外除按纳税申报的规定提供 资料外除按纳税申报的规定提供 资料外

应提供 列资料应提供 列资料应提供 列资料应提供 列资料     

古古古古 管税 机 确认的 期管税 机 确认的 期管税 机 确认的 期管税 机 确认的 期 免抵 税申免抵 税申免抵 税申免抵 税申

报汇总表报汇总表报汇总表报汇总表     

该该该该 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 他资料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 他资料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 他资料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 他资料     

该.该.该.该.企业向 管税 机 办理增值税免抵 税企业向 管税 机 办理增值税免抵 税企业向 管税 机 办理增值税免抵 税企业向 管税 机 办理增值税免抵 税

申报申报申报申报 应提供 列凭证资料应提供 列凭证资料应提供 列凭证资料应提供 列凭证资料     

古古古古 免抵 税申报汇总表免抵 税申报汇总表免抵 税申报汇总表免抵 税申报汇总表 及 表及 表及 表及 表     

该该该该 免抵 税申报资料情况表免抵 税申报资料情况表免抵 税申报资料情况表免抵 税申报资料情况表     

详详详详 生产企业出 物免抵 税申报明细生产企业出 物免抵 税申报明细生产企业出 物免抵 税申报明细生产企业出 物免抵 税申报明细

表表表表     

4444 出 物出 物出 物出 物 免免免免 税 式申报电子数据税 式申报电子数据税 式申报电子数据税 式申报电子数据     

5555 列原始凭证列原始凭证列原始凭证列原始凭证     

出 物报 单出 物报 单出 物报 单出 物报 单 出 税 用出 税 用出 税 用出 税 用 以以以以

作特别说明的均 联作特别说明的均 联作特别说明的均 联作特别说明的均 联 保税区内的出保税区内的出保税区内的出保税区内的出

企业 提供中 人民共和 海 保税区出境企业 提供中 人民共和 海 保税区出境企业 提供中 人民共和 海 保税区出境企业 提供中 人民共和 海 保税区出境

物备案清单物备案清单物备案清单物备案清单 简称出境 物备案清单简称出境 物备案清单简称出境 物备案清单简称出境 物备案清单

    

出 发票出 发票出 发票出 发票     

委托出 的 物委托出 的 物委托出 的 物委托出 的 物 应提供 托方 管税应提供 托方 管税应提供 托方 管税应提供 托方 管税

机 签发的代理出 物证明机 签发的代理出 物证明机 签发的代理出 物证明机 签发的代理出 物证明 以及代理以及代理以及代理以及代理

出 议复印出 议复印出 议复印出 议复印     

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 他资料他资料他资料他资料     

详.详.详.详.生产企业出 的视 自产 物以及列 生生产企业出 的视 自产 物以及列 生生产企业出 的视 自产 物以及列 生生产企业出 的视 自产 物以及列 生

一一一一 提供 输提供 输提供 输提供 输 港澳 输的零税率应港澳 输的零税率应港澳 输的零税率应港澳 输的零税率应

税服 提供者办理增值税免抵 税申报时税服 提供者办理增值税免抵 税申报时税服 提供者办理增值税免抵 税申报时税服 提供者办理增值税免抵 税申报时 应应应应

提供 列凭证资料提供 列凭证资料提供 列凭证资料提供 列凭证资料     

古.古.古.古. 免抵 税申报汇总表免抵 税申报汇总表免抵 税申报汇总表免抵 税申报汇总表 及 表及 表及 表及 表     

该.该.该.该. 零税率应税服零税率应税服零税率应税服零税率应税服 输输输输////港澳 输港澳 输港澳 输港澳 输

免抵 税申报明细表免抵 税申报明细表免抵 税申报明细表免抵 税申报明细表     

详.详.详.详.当期当期当期当期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4.4.4.4.免抵 税 式申报电子数据免抵 税 式申报电子数据免抵 税 式申报电子数据免抵 税 式申报电子数据     

5.5.5.5. 列原始凭证列原始凭证列原始凭证列原始凭证     

古古古古 零税率应税服 的载零税率应税服 的载零税率应税服 的载零税率应税服 的载 载 舱单载 舱单载 舱单载 舱单 或或或或

他能够反映收入原始构 的单据凭证或 管他能够反映收入原始构 的单据凭证或 管他能够反映收入原始构 的单据凭证或 管他能够反映收入原始构 的单据凭证或 管

税 机 认 的电子数据税 机 认 的电子数据税 机 认 的电子数据税 机 认 的电子数据     

该该该该 提供零税率应税服 的发票提供零税率应税服 的发票提供零税率应税服 的发票提供零税率应税服 的发票     

详详详详 如属于期租如属于期租如属于期租如属于期租 程租或 租方式的 租方的程租或 租方式的 租方的程租或 租方式的 租方的程租或 租方式的 租方的

要提供期租要提供期租要提供期租要提供期租 程租和 租的合 或 议复印程租和 租的合 或 议复印程租和 租的合 或 议复印程租和 租的合 或 议复印

    

4444 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 他凭证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 他凭证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 他凭证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 他凭证     

述第述第述第述第 古古古古 该该该该 项原始凭证项原始凭证项原始凭证项原始凭证 管税管税管税管税

机 批准机 批准机 批准机 批准 留存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备查留存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备查留存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备查留存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备查     

对外提供研发对外提供研发对外提供研发对外提供研发 设 服 的零税率应税设 服 的零税率应税设 服 的零税率应税设 服 的零税率应税

服 提供者办理增值税免抵 税服 提供者办理增值税免抵 税服 提供者办理增值税免抵 税服 提供者办理增值税免抵 税申报时申报时申报时申报时 应提应提应提应提

供 列凭证资料供 列凭证资料供 列凭证资料供 列凭证资料     

古.古.古.古. 免抵 税申报汇总表免抵 税申报汇总表免抵 税申报汇总表免抵 税申报汇总表 及 表及 表及 表及 表     

该.该.该.该. 零税率应税服零税率应税服零税率应税服零税率应税服 研发服研发服研发服研发服 ////设 服设 服设 服设 服 免免免免

抵 税申报明细表抵 税申报明细表抵 税申报明细表抵 税申报明细表     

免抵 税模式免抵 税模式免抵 税模式免抵 税模式     

古.古.古.古.服 易出 对增值税纳税申服 易出 对增值税纳税申服 易出 对增值税纳税申服 易出 对增值税纳税申

报做出相 规定报做出相 规定报做出相 规定报做出相 规定 而而而而 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

要求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时报要求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时报要求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时报要求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时报

管税 机 确认的 期管税 机 确认的 期管税 机 确认的 期管税 机 确认的 期 免抵 税免抵 税免抵 税免抵 税

申报汇总表申报汇总表申报汇总表申报汇总表     

该.该.该.该.服 易出 要求在免抵 税申服 易出 要求在免抵 税申服 易出 要求在免抵 税申服 易出 要求在免抵 税申

报时 时报 当期报时 时报 当期报时 时报 当期报时 时报 当期 增值税纳税申增值税纳税申增值税纳税申增值税纳税申

报表报表报表报表 而 物劳 出 做规定而 物劳 出 做规定而 物劳 出 做规定而 物劳 出 做规定     

详.详.详.详.原始凭证各 侧重原始凭证各 侧重原始凭证各 侧重原始凭证各 侧重 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

要求提交报 单要求提交报 单要求提交报 单要求提交报 单 而服 易出而服 易出而服 易出而服 易出

无须也 能提供无须也 能提供无须也 能提供无须也 能提供 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要求提供出 合 或 议要求提供出 合 或 议要求提供出 合 或 议要求提供出 合 或 议 研发研发研发研发

和设 服 出 须提供和设 服 出 须提供和设 服 出 须提供和设 服 出 须提供 术出术出术出术出

合 登记证书合 登记证书合 登记证书合 登记证书 复印复印复印复印 而 物而 物而 物而 物

劳 出 无须提供劳 出 无须提供劳 出 无须提供劳 出 无须提供合 或 议合 或 议合 或 议合 或 议 服服服服

易出 尤 是研发和设 服易出 尤 是研发和设 服易出 尤 是研发和设 服易出 尤 是研发和设 服

出 要求出 要求出 要求出 要求提供收款凭证提供收款凭证提供收款凭证提供收款凭证 种收款种收款种收款种收款

凭证要求只能是合 签 方凭证要求只能是合 签 方凭证要求只能是合 签 方凭证要求只能是合 签 方 似似似似

于只能一对一收款于只能一对一收款于只能一对一收款于只能一对一收款 而 能 第而 能 第而 能 第而 能 第

方代收代付方代收代付方代收代付方代收代付 种收款凭证资料的种收款凭证资料的种收款凭证资料的种收款凭证资料的

要求类似于 物劳 出 项 的收要求类似于 物劳 出 项 的收要求类似于 物劳 出 项 的收要求类似于 物劳 出 项 的收

汇资料汇资料汇资料汇资料 但通常 物劳 出 提供但通常 物劳 出 提供但通常 物劳 出 提供但通常 物劳 出 提供

出 收汇资料 用于 家税 总局出 收汇资料 用于 家税 总局出 收汇资料 用于 家税 总局出 收汇资料 用于 家税 总局

告告告告 该口古详该口古详该口古详该口古详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详口详口详口详口 中中中中规定规定规定规定的的的的 古古古古古古古古 类类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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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     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产企业出 的非自产 物产企业出 的非自产 物产企业出 的非自产 物产企业出 的非自产 物 属于消 税应税属于消 税应税属于消 税应税属于消 税应税

消 品消 品消 品消 品 以 简称应税消 品以 简称应税消 品以 简称应税消 品以 简称应税消 品 的的的的 应提应提应提应提

供 列资料供 列资料供 列资料供 列资料     

古古古古 生产企业出 非自产 物消 税 税生产企业出 非自产 物消 税 税生产企业出 非自产 物消 税 税生产企业出 非自产 物消 税 税

申报表申报表申报表申报表     

该该该该 消 税 用缴款书或分割单消 税 用缴款书或分割单消 税 用缴款书或分割单消 税 用缴款书或分割单 海 进海 进海 进海 进

消 税 用缴款书消 税 用缴款书消 税 用缴款书消 税 用缴款书 委托 工收回应税消委托 工收回应税消委托 工收回应税消委托 工收回应税消

品的代扣代收税款凭证原 或复印品的代扣代收税款凭证原 或复印品的代扣代收税款凭证原 或复印品的代扣代收税款凭证原 或复印     

详.详.详.详.当期当期当期当期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4.4.4.4.免抵 税 式申报电子数据免抵 税 式申报电子数据免抵 税 式申报电子数据免抵 税 式申报电子数据     

5.5.5.5. 列原始凭证列原始凭证列原始凭证列原始凭证     

古古古古 零税率应税服 收入相对应的零税率应税服 收入相对应的零税率应税服 收入相对应的零税率应税服 收入相对应的 术出术出术出术出

合 登记证合 登记证合 登记证合 登记证 复印复印复印复印     

该该该该 境外单位签 的研发境外单位签 的研发境外单位签 的研发境外单位签 的研发 设 合设 合设 合设 合     

详详详详 提供零税率应税服 的发票提供零税率应税服 的发票提供零税率应税服 的发票提供零税率应税服 的发票     

4444 向境外单位提供研发服向境外单位提供研发服向境外单位提供研发服向境外单位提供研发服 ////设 服 收设 服 收设 服 收设 服 收

讫营业款明细清单讫营业款明细清单讫营业款明细清单讫营业款明细清单     

5555 签 研发签 研发签 研发签 研发 设 合 的境外单位 得设 合 的境外单位 得设 合 的境外单位 得设 合 的境外单位 得

收入的收款凭证收入的收款凭证收入的收款凭证收入的收款凭证     

6666 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 他凭证他凭证他凭证他凭证     

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服 易出 对收服 易出 对收服 易出 对收服 易出 对收

汇资料的要求比 物劳 出汇资料的要求比 物劳 出汇资料的要求比 物劳 出汇资料的要求比 物劳 出 更更更更

格格格格     

4.4.4.4.服 易出 没 代理出 证明服 易出 没 代理出 证明服 易出 没 代理出 证明服 易出 没 代理出 证明

的相 规定的相 规定的相 规定的相 规定 因因因因 零税率应税服零税率应税服零税率应税服零税率应税服

委托委托委托委托出 模式没 行的空间出 模式没 行的空间出 模式没 行的空间出 模式没 行的空间 只只只只

能 服 提供商直接向外 企业出能 服 提供商直接向外 企业出能 服 提供商直接向外 企业出能 服 提供商直接向外 企业出

售售售售零税率应税零税率应税零税率应税零税率应税服服服服 外 企业外 企业外 企业外 企业

按规定申请按规定申请按规定申请按规定申请 免免免免 税税税税     

5.5.5.5. 物劳 出 要求提供出 发物劳 出 要求提供出 发物劳 出 要求提供出 发物劳 出 要求提供出 发

票票票票 而而而而服 易出 要求 得开服 易出 要求 得开服 易出 要求 得开服 易出 要求 得开

增值税 发票增值税 发票增值税 发票增值税 发票 是否是否是否是否 以开以开以开以开 出出出出

用用用用发票发票发票发票或普通发票或普通发票或普通发票或普通发票 待进一 明待进一 明待进一 明待进一 明

确确确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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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     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免免免免

税税税税

办办办办

法法法法    

古.古.古.古. 外 企业出 税汇总申报表外 企业出 税汇总申报表外 企业出 税汇总申报表外 企业出 税汇总申报表     

该.该.该.该. 外 企业出 税进 明细申报表外 企业出 税进 明细申报表外 企业出 税进 明细申报表外 企业出 税进 明细申报表     

详.详.详.详. 外 企业出 税出 明细申报表外 企业出 税出 明细申报表外 企业出 税出 明细申报表外 企业出 税出 明细申报表     

4.4.4.4.出 物出 物出 物出 物 免免免免 税 式申报电子数据税 式申报电子数据税 式申报电子数据税 式申报电子数据     

5.5.5.5. 列原始凭证列原始凭证列原始凭证列原始凭证    

古古古古 出 物报 单出 物报 单出 物报 单出 物报 单     

该该该该 增值税 用发票增值税 用发票增值税 用发票增值税 用发票 抵扣联抵扣联抵扣联抵扣联 出 税出 税出 税出 税

进 分批申报单进 分批申报单进 分批申报单进 分批申报单 海 进 增值税 用缴款海 进 增值税 用缴款海 进 增值税 用缴款海 进 增值税 用缴款

书书书书 提供海 进 增值税 用缴款书的提供海 进 增值税 用缴款书的提供海 进 增值税 用缴款书的提供海 进 增值税 用缴款书的

需 时提供进 物报 单需 时提供进 物报 单需 时提供进 物报 单需 时提供进 物报 单     

详详详详 委托出 的 物委托出 的 物委托出 的 物委托出 的 物 应提供 托方 管应提供 托方 管应提供 托方 管应提供 托方 管

税税税税 机 签发的代理出 物证明机 签发的代理出 物证明机 签发的代理出 物证明机 签发的代理出 物证明 以及代以及代以及代以及代

理出 议副理出 议副理出 议副理出 议副     

4444 属应税消 品的属应税消 品的属应税消 品的属应税消 品的 应提供消 税 用应提供消 税 用应提供消 税 用应提供消 税 用

缴款书或分割单缴款书或分割单缴款书或分割单缴款书或分割单 海 进 消 税 用缴款海 进 消 税 用缴款海 进 消 税 用缴款海 进 消 税 用缴款

书书书书 提供海 进 消 税 用缴款书的提供海 进 消 税 用缴款书的提供海 进 消 税 用缴款书的提供海 进 消 税 用缴款书的

需 时提供进 物报 单需 时提供进 物报 单需 时提供进 物报 单需 时提供进 物报 单     

5555 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 他资料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 他资料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 他资料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 他资料     

外 企业兼营零税率应税服 的外 企业兼营零税率应税服 的外 企业兼营零税率应税服 的外 企业兼营零税率应税服 的 在办理应税在办理应税在办理应税在办理应税

服 免 税申报时服 免 税申报时服 免 税申报时服 免 税申报时 应提供 列凭证和资料应提供 列凭证和资料应提供 列凭证和资料应提供 列凭证和资料     

古.古.古.古. 外 企业出 税汇总申报表外 企业出 税汇总申报表外 企业出 税汇总申报表外 企业出 税汇总申报表     

该.该.该.该. 外 企业兼营零税率应税服 明细申报外 企业兼营零税率应税服 明细申报外 企业兼营零税率应税服 明细申报外 企业兼营零税率应税服 明细申报

表表表表     

详.详.详.详.填列外购对应的应税服 得增值税 用发填列外购对应的应税服 得增值税 用发填列外购对应的应税服 得增值税 用发填列外购对应的应税服 得增值税 用发

票情况的票情况的票情况的票情况的 外 企业出 税进 明细申报外 企业出 税进 明细申报外 企业出 税进 明细申报外 企业出 税进 明细申报

表表表表     

4.4.4.4.以 原以 原以 原以 原始凭证始凭证始凭证始凭证     

古古古古 境内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应税服 出境内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应税服 出境内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应税服 出境内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应税服 出

的的的的 提供应税服 提供方开 的增值税 用发提供应税服 提供方开 的增值税 用发提供应税服 提供方开 的增值税 用发提供应税服 提供方开 的增值税 用发

票票票票     

该该该该 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应税服 出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应税服 出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应税服 出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应税服 出

的的的的 提供 得的解缴税款的中 人民共和 税提供 得的解缴税款的中 人民共和 税提供 得的解缴税款的中 人民共和 税提供 得的解缴税款的中 人民共和 税

收缴款凭证收缴款凭证收缴款凭证收缴款凭证     

详详详详 提供研发提供研发提供研发提供研发 设 服 的设 服 的设 服 的设 服 的 提供 条第提供 条第提供 条第提供 条第

项第项第项第项第 5555 目所列原始凭证目所列原始凭证目所列原始凭证目所列原始凭证     

免 税模式免 税模式免 税模式免 税模式 服 易出 和服 易出 和服 易出 和服 易出 和

物 易出 均要求提供进项凭证物 易出 均要求提供进项凭证物 易出 均要求提供进项凭证物 易出 均要求提供进项凭证

所 的是所 的是所 的是所 的是     

古.古.古.古.外 企业服 易出 无须提供外 企业服 易出 无须提供外 企业服 易出 无须提供外 企业服 易出 无须提供

出 报 单出 报 单出 报 单出 报 单     

该.该.该.该.外 企业服 易出 研发外 企业服 易出 研发外 企业服 易出 研发外 企业服 易出 研发

服 和设 服 的要求服 和设 服 的要求服 和设 服 的要求服 和设 服 的要求 时报 收时报 收时报 收时报 收

款凭证和合 或 议款凭证和合 或 议款凭证和合 或 议款凭证和合 或 议 及及及及 术出术出术出术出

合 登记证合 登记证合 登记证合 登记证 复印复印复印复印     

详.详.详.详.服 易出 要服 易出 要服 易出 要服 易出 要求提供零税率应求提供零税率应求提供零税率应求提供零税率应

税服 发票税服 发票税服 发票税服 发票 非增值税 用发票非增值税 用发票非增值税 用发票非增值税 用发票

物劳 出 则 对销售发票做出物劳 出 则 对销售发票做出物劳 出 则 对销售发票做出物劳 出 则 对销售发票做出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免免免免 税资格税资格税资格税资格

认定认定认定认定    

一一一一 出 企业应在办理对外 易 营者备出 企业应在办理对外 易 营者备出 企业应在办理对外 易 营者备出 企业应在办理对外 易 营者备

案登记或签 首份委托出 议之日起案登记或签 首份委托出 议之日起案登记或签 首份委托出 议之日起案登记或签 首份委托出 议之日起 详口详口详口详口

日内日内日内日内 填报填报填报填报 出出出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认定申请税资格认定申请税资格认定申请税资格认定申请

表表表表 见见见见 古古古古 提供 列资料到 管税提供 列资料到 管税提供 列资料到 管税提供 列资料到 管税

机 办理出机 办理出机 办理出机 办理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     

古.古.古.古. 盖备案登记 用章的盖备案登记 用章的盖备案登记 用章的盖备案登记 用章的 对外 易 营者对外 易 营者对外 易 营者对外 易 营者

备案登记表备案登记表备案登记表备案登记表 或或或或 中 人民共和 外商投资中 人民共和 外商投资中 人民共和 外商投资中 人民共和 外商投资

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在申报办理零税率应税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在申报办理零税率应税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在申报办理零税率应税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在申报办理零税率应税

服服服服 免免免免 税前税前税前税前 应应应应提供以 资料提供以 资料提供以 资料提供以 资料 向 管向 管向 管向 管

税 机 办理出税 机 办理出税 机 办理出税 机 办理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     

一一一一 通 出通 出通 出通 出 免免免免 税申报系统生 的税申报系统生 的税申报系统生 的税申报系统生 的 出出出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认定申请表税资格认定申请表税资格认定申请表税资格认定申请表 及电子数据及电子数据及电子数据及电子数据

出出出出 免免免免 税申报系统 家税 总局网税申报系统 家税 总局网税申报系统 家税 总局网税申报系统 家税 总局网

站免 载或 管税 机 免 提供站免 载或 管税 机 免 提供站免 载或 管税 机 免 提供站免 载或 管税 机 免 提供     

古.古.古.古.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认税资格认税资格认税资格认

定的要求更高定的要求更高定的要求更高定的要求更高 要求 相应的服要求 相应的服要求 相应的服要求 相应的服

资资资资 如 输资如 输资如 输资如 输资 术出 合术出 合术出 合术出 合

登记等登记等登记等登记等 而 物劳 出 则对而 物劳 出 则对而 物劳 出 则对而 物劳 出 则对

对外 易 营权对外 易 营权对外 易 营权对外 易 营权 海 报 注 登海 报 注 登海 报 注 登海 报 注 登

记做记做记做记做出要求出要求出要求出要求 若兼营服 易和若兼营服 易和若兼营服 易和若兼营服 易和

物劳 出 则须 时 备 述条物劳 出 则须 时 备 述条物劳 出 则须 时 备 述条物劳 出 则须 时 备 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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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     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企业批准证书企业批准证书企业批准证书企业批准证书     

该.该.该.该.中 人民共和 海 进出 物收发 人中 人民共和 海 进出 物收发 人中 人民共和 海 进出 物收发 人中 人民共和 海 进出 物收发 人

报 注 登记证书报 注 登记证书报 注 登记证书报 注 登记证书     

详.详.详.详.银行开户许 证银行开户许 证银行开户许 证银行开户许 证     

4.4.4.4. 办理备案登记发生委托出 业 的生产办理备案登记发生委托出 业 的生产办理备案登记发生委托出 业 的生产办理备案登记发生委托出 业 的生产

企业提供委托代理出 议企业提供委托代理出 议企业提供委托代理出 议企业提供委托代理出 议 需提供第需提供第需提供第需提供第 古古古古

该该该该 项资料项资料项资料项资料     

5.5.5.5. 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 他资料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 他资料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 他资料管税 机 要求提供的 他资料     

他单位应在发生出 物劳 业他单位应在发生出 物劳 业他单位应在发生出 物劳 业他单位应在发生出 物劳 业

之前之前之前之前 填报填报填报填报 出出出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认定申请税资格认定申请税资格认定申请税资格认定申请

表表表表 提供银行开户许 证及 管税 机提供银行开户许 证及 管税 机提供银行开户许 证及 管税 机提供银行开户许 证及 管税 机

要求的 他资料要求的 他资料要求的 他资料要求的 他资料 到 管税 机 办理出到 管税 机 办理出到 管税 机 办理出到 管税 机 办理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     

出 企业和 他单位在出出 企业和 他单位在出出 企业和 他单位在出出 企业和 他单位在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认定之前发生的出 物劳税资格认定之前发生的出 物劳税资格认定之前发生的出 物劳税资格认定之前发生的出 物劳 在办在办在办在办

理出理出理出理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 以在规定以在规定以在规定以在规定

的的的的 免免免免 税申报期内按规定申报增值税税申报期内按规定申报增值税税申报期内按规定申报增值税税申报期内按规定申报增值税

免免免免 税或免税税或免税税或免税税或免税 以及消 税以及消 税以及消 税以及消 税 免免免免 税或税或税或税或

免税免税免税免税     

四四四四 出 企业和 他单位出出 企业和 他单位出出 企业和 他单位出出 企业和 他单位出 免免免免 税税税税

资格认定的内资格认定的内资格认定的内资格认定的内容发生 更的容发生 更的容发生 更的容发生 更的 须自 更之日须自 更之日须自 更之日须自 更之日

起起起起 详口详口详口详口 日内日内日内日内 填报填报填报填报 出出出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

更申请表更申请表更申请表更申请表 见见见见 该该该该 提供相 资料提供相 资料提供相 资料提供相 资料

向 管税 机 申请 更出向 管税 机 申请 更出向 管税 机 申请 更出向 管税 机 申请 更出 免免免免 税资税资税资税资

格认定格认定格认定格认定     

出出出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认定申请表税资格认定申请表税资格认定申请表税资格认定申请表 中的中的中的中的

税开户银行税开户银行税开户银行税开户银行 必须是按规定在办理税 登必须是按规定在办理税 登必须是按规定在办理税 登必须是按规定在办理税 登

记时向 管税 机 报备的银行记时向 管税 机 报备的银行记时向 管税 机 报备的银行记时向 管税 机 报备的银行 之一之一之一之一     

输服 的输服 的输服 的输服 的 提供以 资料的提供以 资料的提供以 资料的提供以 资料的

原 及复印原 及复印原 及复印原 及复印 复印 需注明复印 需注明复印 需注明复印 需注明 原 一原 一原 一原 一

并 盖企业 章并 盖企业 章并 盖企业 章并 盖企业 章     

古.古.古.古. 水路 输的水路 输的水路 输的水路 输的 应提供应提供应提供应提供 船舶船舶船舶船舶

输 营许 证输 营许 证输 营许 证输 营许 证     

该.该.该.该. 航空 输的航空 输的航空 输的航空 输的 应提供 营 围包括应提供 营 围包括应提供 营 围包括应提供 营 围包括

航空 邮 输业航空 邮 输业航空 邮 输业航空 邮 输业 的的的的 共航空共航空共航空共航空

输企业 营许 证输企业 营许 证输企业 营许 证输企业 营许 证     

详.详.详.详. 路 输的路 输的路 输的路 输的 应提供 营 围包括应提供 营 围包括应提供 营 围包括应提供 营 围包括

输输输输 的的的的 道路 输 营许 证道路 输 营许 证道路 输 营许 证道路 输 营许 证 和和和和

汽车 输行车许 证汽车 输行车许 证汽车 输行车许 证汽车 输行车许 证     

港澳 输服 的港澳 输服 的港澳 输服 的港澳 输服 的 提供以 资料提供以 资料提供以 资料提供以 资料

的原 及复印的原 及复印的原 及复印的原 及复印     

古.古.古.古.以 路 输方式提供 香港以 路 输方式提供 香港以 路 输方式提供 香港以 路 输方式提供 香港 澳门的交通澳门的交通澳门的交通澳门的交通

输服 的输服 的输服 的输服 的 应提供应提供应提供应提供 道路 输 营许 证道路 输 营许 证道路 输 营许 证道路 输 营许 证 及及及及

持持持持 道路 输证道路 输证道路 输证道路 输证 的直通港澳 输车 的物权的直通港澳 输车 的物权的直通港澳 输车 的物权的直通港澳 输车 的物权

证明证明证明证明     

该.该.该.该.以水路 输方式提供 交通 输服以水路 输方式提供 交通 输服以水路 输方式提供 交通 输服以水路 输方式提供 交通 输服

的的的的 应提供应提供应提供应提供 海峡 岸间水路 输许 证海峡 岸间水路 输许 证海峡 岸间水路 输许 证海峡 岸间水路 输许 证

及持及持及持及持 海峡 岸间船舶营 证海峡 岸间船舶营 证海峡 岸间船舶营 证海峡 岸间船舶营 证 船舶的物船舶的物船舶的物船舶的物

权证明权证明权证明权证明 以水路 输方式提供 香港以水路 输方式提供 香港以水路 输方式提供 香港以水路 输方式提供 香港 澳门交澳门交澳门交澳门交

通 输服 的通 输服 的通 输服 的通 输服 的 应提供获得港澳线路 营许应提供获得港澳线路 营许应提供获得港澳线路 营许应提供获得港澳线路 营许

    

该.该.该.该.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认税资格认税资格认税资格认

定要求提供办理税 登记时提交的定要求提供办理税 登记时提交的定要求提供办理税 登记时提交的定要求提供办理税 登记时提交的

银行银行银行银行 而 物劳 出 则要求而 物劳 出 则要求而 物劳 出 则要求而 物劳 出 则要求

提交提交提交提交银行开户许 证银行开户许 证银行开户许 证银行开户许 证     

详.详.详.详. 更更更更 免免免免 税办法均须税办法均须税办法均须税办法均须 先清先清先清先清

算 更算 更算 更算 更     

4.4.4.4.出出出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认定之前发税资格认定之前发税资格认定之前发税资格认定之前发

生的出生的出生的出生的出 无论是 物劳 出无论是 物劳 出无论是 物劳 出无论是 物劳 出

是服 易出是服 易出是服 易出是服 易出 在办理出在办理出在办理出在办理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 均 以在规均 以在规均 以在规均 以在规

定的定的定的定的 免免免免 税申报期内按规定申税申报期内按规定申税申报期内按规定申税申报期内按规定申

报增值税报增值税报增值税报增值税 免免免免 税或免税税或免税税或免税税或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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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物劳 出     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服 易出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五五五五 需要注销税 登记的出 企业和 他需要注销税 登记的出 企业和 他需要注销税 登记的出 企业和 他需要注销税 登记的出 企业和 他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应填报应填报应填报应填报 出出出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认定注税资格认定注税资格认定注税资格认定注

销申请表销申请表销申请表销申请表 见见见见 详详详详 向 管税 机向 管税 机向 管税 机向 管税 机

申请注销出申请注销出申请注销出申请注销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税资格税资格税资格 然 按规然 按规然 按规然 按规

定办理税 登记的注销定办理税 登记的注销定办理税 登记的注销定办理税 登记的注销     

出 企业和 他单位在申请注销认定前出 企业和 他单位在申请注销认定前出 企业和 他单位在申请注销认定前出 企业和 他单位在申请注销认定前 应应应应

先结清出先结清出先结清出先结清出 免免免免 税款税款税款税款 注销认定注销认定注销认定注销认定 出出出出

企业和 他单位 得 申报办理出企业和 他单位 得 申报办理出企业和 他单位 得 申报办理出企业和 他单位 得 申报办理出

免免免免 税税税税     

船舶的物权证明船舶的物权证明船舶的物权证明船舶的物权证明     

详.详.详.详.以航空 输方式提供港澳 交通 输服以航空 输方式提供港澳 交通 输服以航空 输方式提供港澳 交通 输服以航空 输方式提供港澳 交通 输服

的的的的 应提供 营 围包括应提供 营 围包括应提供 营 围包括应提供 营 围包括 内内内内 含港含港含港含港

澳澳澳澳 航空 邮 输业航空 邮 输业航空 邮 输业航空 邮 输业 的的的的 共航空 输共航空 输共航空 输共航空 输

企业 营许 证企业 营许 证企业 营许 证企业 营许 证     

四四四四 采用期租采用期租采用期租采用期租 程租和 租方式租赁交通程租和 租方式租赁交通程租和 租方式租赁交通程租和 租方式租赁交通

输工 用于 输服 和港澳 输服 的输工 用于 输服 和港澳 输服 的输工 用于 输服 和港澳 输服 的输工 用于 输服 和港澳 输服 的

租方租方租方租方 需提供期租需提供期租需提供期租需提供期租 程租和 租合 或 议程租和 租合 或 议程租和 租合 或 议程租和 租合 或 议

的原 和复印的原 和复印的原 和复印的原 和复印     

五五五五 对外提供研发对外提供研发对外提供研发对外提供研发 设 服 的应提供设 服 的应提供设 服 的应提供设 服 的应提供

术出 合 登记证术出 合 登记证术出 合 登记证术出 合 登记证 的原 和复印的原 和复印的原 和复印的原 和复印     

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兼营出 物劳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兼营出 物劳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兼营出 物劳零税率应税服 提供者兼营出 物劳

办办办办理 出理 出理 出理 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认定的税资格认定的税资格认定的税资格认定的 除除除除

提供 述资料外提供 述资料外提供 述资料外提供 述资料外 应提供以 资料应提供以 资料应提供以 资料应提供以 资料     

古.古.古.古. 盖备案登记 用章的盖备案登记 用章的盖备案登记 用章的盖备案登记 用章的 对外 易 营者备对外 易 营者备对外 易 营者备对外 易 营者备

案登记表案登记表案登记表案登记表     

该.该.该.该.中 人民共和 海 进出 物收发 人报中 人民共和 海 进出 物收发 人报中 人民共和 海 进出 物收发 人报中 人民共和 海 进出 物收发 人报

注 登记证书原 及复印注 登记证书原 及复印注 登记证书原 及复印注 登记证书原 及复印     

七七七七 办理 出办理 出办理 出办理 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认定的出税资格认定的出税资格认定的出税资格认定的出

企业企业企业企业 兼营零税率应税服 的兼营零税率应税服 的兼营零税率应税服 的兼营零税率应税服 的 应填报应填报应填报应填报 出出出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认定 更申请表税资格认定 更申请表税资格认定 更申请表税资格认定 更申请表 及电子数及电子数及电子数及电子数

据据据据 提供符合 条第提供符合 条第提供符合 条第提供符合 条第 项项项项 第第第第 项项项项

第第第第 四四四四 项项项项 第第第第 五五五五 项要求的资料项要求的资料项要求的资料项要求的资料 向 管向 管向 管向 管

税 机 申请办理出税 机 申请办理出税 机 申请办理出税 机 申请办理出 免免免免 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税资格认定

更更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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