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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
资源税改革推广至西部地区
国家近日将西部地区的油气开采业纳入资源税改革的试点范围。 2010 年 11 月 24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西部地区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
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财税[2010]112 号，以下简称“112 号文”），在资源税改
革推向全国的进程中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根据 112 号文规定，在西部地区开采原
油、天然气的单位和个人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按照原油、天然气的销售额缴纳
5%的资源税。
2010 年 6 月 1 日起，根据财税[2010]54 号文件（以下简称“54 号文”1 ），国家率先
在新疆地区进行资源税改革试点，将石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
征”模式。时隔半年之后，112 号文的发布使得该项试点推广至西部地区。
112 号文要点
-

适用范围

112 号文适用于在西部地区开采原油、天然气的单位和个人，涉及重庆、四川、贵
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广西、湖北等省级行政区。
值得注意的是，在 112 号文实施之前，对中外合作开采陆上油气的企业不征收资源
税，但这类企业需按超额累进费率计算、缴纳矿区使用费。根据矿区位置和年度油
气产量，其费率自 1%至 12.5%不等。然而，112 号文的实施将上述企业也纳入了资
源税应税范围。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对试点范围内中外合作开采陆上油气的企
业签订的新合同按照 112 号文规定征收资源税，不再缴纳矿区使用费；12 月 1 日前
已签订合同则继续缴纳矿区使用费。
-

应纳税额计算

与 54 号文一致，112 号文明确对原油、天然气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按下列公式计
算应纳税额，其中税率为 5%：
应纳税额 = 销售额 × 税率
-

减征优惠

为了鼓励一些低品位和难采资源的开采，提高资源回采率，112 号文延续了 54 号文
中对稠油、高凝油、高含硫天然气和三次采油按比例减征资源税的优惠措施，并增
加了对低丰度油（气）田的减征优惠。

相关内容请参见 2010 年 6 月 29 日发表的德勤税务评论《新疆先行试点：资源税改革拉开大幕》。

在上述减征优惠下，资源税应纳税额按以下公式计算：
综合减征率＝∑（减税项目销售额×减征幅度×5%）÷总销售额
实际征收率＝5%－综合减征率
应纳税额＝总销售额×实际征收率
112 号文进一步规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所属油气田的综合征收率和实际征收率由财政
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确定，地方油气企业则由资源所在地的省级财政、税务部门确定。
评论与建议
在 54 号文新疆试点的基础上，112 号文将资源税改革推广至西部地区，可以预见下一步试点范围可能很快会拓展至其
他省区。我们建议油气企业及其它可能受资源税改革影响的企业在近期内考虑以下措施：
•

中外合作开采西部地区陆上油气的企业应关注合同的签订日期，以确保对 12 月 1 日前后签订的合同分别按规定，
正确缴纳矿区使用费或资源税。

•

试点改革范围内的油气企业应对可享受资源税优惠待遇的油气项目作单独核算，以防止因核算不清而丧失优惠待
遇。

•

相关企业应在了解 112 号文的基础上，继续密切关注资源税改革的发展动态，以便作出及时有效的应对。

从长期来看，相关企业需考虑未来资源税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的可能性影响，顺应 54 号文和 112 号文中所体现的优
惠导向，着力于改进开采工艺、提高资源的回采率和利用效率，以便充分利用资源税优惠政策，以降低企业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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