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
期数 P132/2011 – 2011 年 2 月 21 日

税务评论
作者：
上海
陈振国
合伙人
电话：+86 21 6141 1033
电子邮件：
sitan@deloitte.com.cn
潘明智
经理
电话：+86 21 6141 1225
电子邮件：
apan@deloitte.com.cn
如欲垂询更多信息，请联络：
华北区
北京
吴嘉源
合伙人
电话：+86 10 8520 7501
电子邮件：
kevng@deloitte.com.cn
华东区
上海
蒋颖
合伙人
电话：+86 21 6141 1098
电子邮件：
vivjiang@deloitte.com.cn
华南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
张新华
合伙人
电话：+852 2852 6768
电子邮件：
ryanchang@deloitte.com.hk

中国税务
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优惠政策颁布
2011 年 2 月 9 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11]4 号 ，以下简称“4 号文件”），在财税、投融资、
研发等多个领域为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提供了多项优惠政策。其中，广为关注
的已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的软件增值税优惠政策，经 4 号文件确认将继续实
施；另有多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也将得到延续。
背景概述
国务院曾于 2000 年发布《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
知》（国发[2000]18 号，以下简称“18 号文件”），对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
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 2010 年以前，适用实际税负超过 3%部分即征即退的增值
税优惠措施。该项优惠政策实施十年以来，对国内的软件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但随着政策期限的届满，软件产品的增值税优惠政策是否会继续实施成为
了业界关注的焦点。4 号文件的发布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同时体现了十二
五期间国家将进一步通过优惠政策鼓励软件产业、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政策趋向。
4 号文件要点
继续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 4 号文件的规定，除软件增值税优惠政策将继续实施以外，下列现行的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也将得到延续：
•

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0.8 微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
起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其中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的法
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

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0.25 微米或投资额超过 80 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经认
定后，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 15 年以上的，自获利年
度起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五免五减半”优惠政策（其中第六年至第十年按照 25%的
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

新办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享
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其中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的法定税率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

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符合相关条件的，可比照享受国家规划布
局内重点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即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 10%的税
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值得注意的是，4 号文件提及，可享受上述“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优惠政策的企业，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自获
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并享受至期满为止。这似乎意味着，2017 年是定期减免税的最晚起始年度。截至 2017 年尚未进
入获利年度的企业应如何享受上述优惠政策？或是否会因此丧失享受优惠的资格？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新增的税收优惠政策
在现有优惠政策的基础上，4 号文件新增了下列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

对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从事软件开发与测试，信息系统集成、咨询和运营维护，集成电路设计
等业务，免征营业税，并简化相关程序。

•

对国家批准的集成电路重大项目，因集中采购产生短期内难以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占用资金问题，采取专项措施
予以妥善解决。

•

对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关键专用材料企业以及集成电路专用设备相关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

上述政策的具体办法将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制定。
结语
综上不难发现，作为 18 号文件精神的延续，政府希望通过 4 号文件提供的财税激励措施以期实现十二五规划设定的软
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目标。因此，我们建议相关的企业以及投资者抓住机遇，密切关注并了解后续的具体规定与政策
动向，同时针对自身具体情况制定或调整投资、运营方案，以便及时、充分地享受上述优惠政策。
德勤的专业服务团队将密切关注有关事项的进一步发展，并在第一时间向您反馈我们的研究意见。若您需要任何技术上
的支持或希望对相关内容有更详尽了解，敬请与我们的专业服务人士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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