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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范围内将统一征收地方教育费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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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意味着，继 2010 年 12 月外商投资企业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的
免征待遇被取消后（请参见德勤 2010 年 11 月 8 日发表的税务评论 P123/2010），
上述两地企业的税收负担将进一步上升。
地方教育费附加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以下统称“流转税”）
税额计征，其资金专项用于发展地方教育事业，此前仅在部分省市开征。但财政部于
2010 年 11 月发布通知（财综[2010]98 号，以下简称“98 号文”），要求所有地方政
府尽快开征地方教育费附加，征收标准统一为实际缴纳流转税额的 2%。
上海与江苏发布的地方性文件正是对 98 号文政策的响应。据此，上海市和江苏省会
南京市的附加税费总征收率将分别上升至 13%和 12%（详请参阅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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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对位于尚未开征地方教育费附加，或已开征地方教育费附加，但征收率仍低于 2%的
地区的纳税人而言，全国范围内地方教育费附加的统一很可能会给其带来额外的税务
负担。虽然部分地区关于地方教育费附加的征收细则尚未出台（例如北京），但可以
预见 2%地方教育费附加的统一将很快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由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均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流转税为
基础计征，因此缴纳流转税税额较高的纳税人所受到的财务影响将尤为显著。
短期而言，对于受到影响的纳税人，尤其是位于尚未开征地方教育费附加地区的纳税
人，需尽可能防止应在地方教育费附加开征以前确认的收入被迟延开具发票的情形。
长期来看，纳税人应从简化交易环节的角度出发，综合优化税务筹划方案。
如需要更多相关的信息或建议，请联系德勤间接税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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