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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

国税总局明确资产重组增值税
留抵税额的税务处理

2012 年 12 月 13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增值税留抵税额处
陈佳华
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5 号，以下称“55 号公告”）。根
高级顾问
据 55 号公告规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允许增值税一般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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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annichen@deloitte.com.cn 人将其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结转至其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处继续抵
扣。55 号公告的发布对此前一直未予明确的资产重组增值税留抵税额的处理具有重要
的积极意义，该文件的执行或有助于降低纳税人在资产重组中可能发生的涉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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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按中国现行的增值税一般规则，当期进项税额大于当期销项税额时，超过部分的进项税
额不得退税，而只能结转至下期由该纳税人继续抵扣，故这部分进项税额也被称为留抵
税额。当一般纳税人终止经营活动并办理税务注销时，其尚未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很
可能会成为一项无法收回的损失 。由于企业重组的实施往往会涉及税务注销，因此上
述税务事项尤其受到重组交易实施者的关注。
国家税务总局在 2011 年发布的第 13 号公告（以下称“13 号公告”）明确了在资产重组
过程中，纳税人将全部或部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
的行为，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然而，13 号公告并未提及上述交易中转让方留抵
税额的处理，由此引起了业界的有关讨论，并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观点认为，在该项
交易中，转让方的经营活动实质上已由受让方延续，所以从维持增值税抵扣链条的角度
出发，应允许转让方将对应的未抵扣进项税额结转至受让方继续抵扣（特别是当转让方
随即注销的情形）。在实务操作中，我们了解到这一观点曾经得到某些税务机关的支
持，例如在合并交易中，允许注销的被合并企业将其留抵税额结转至存续企业继续抵
扣。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规依据，这种做法通常只能作为特殊的个案处理，而且仅
见于注销企业和存续企业同属一个市级或省级税务机关管辖的情况。此次 55 号公告的
出台，从政策层面确认了这一做法的合理性。
55 号公告要点
根据 55 号公告的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原纳税人”）将尚未抵扣的进项税
额结转至其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新纳税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项条件：
•

原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将全部资产、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新纳税人。

•

原纳税人按程序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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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序方面，原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应核实原纳税人在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尚未抵扣的
进项税额，填写《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产重组进项留抵税额转移单》（以下称“转移
单”），并将转移单传递给新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新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则应将原纳
税人主管税务机关传递来的转移单与纳税人报送资料核对确认无误后，才能允许新纳税
人继续申报抵扣。这意味着留抵税额的结转必须经过原纳税人、新纳税人双方主管税务
机关的审核。
评述
对于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需要办理注销但仍有留抵税额的纳税人而言，55 号公告有望
为其避免留抵税额无法收回的损失提供更简便而有利的处理方式。在过去的规定下，这
类纳税人可能需要在临近注销前通过有形动产交易来达到产生销项税消化留抵税额的效
果。然而，如果纳税人无法产生足够的销项税额（比如缺乏可供转让的有形动产，或适
用 13 号公告的规定不征收增值税等情形），留抵税额则很可能无法全部收回。55 号公
告实施后，上述纳税人可以通过将留抵税额直接结转至其他纳税人的方式解决这一问
题。
尽管 55 号公告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但对于企业重组交易中的留抵税额处理，仍有一些
不确定之处以及实务问题值得引起纳税人的关注和思考：
1) “资产重组”的定义
55 号公告仅适用于纳税人的“资产重组”行为，但“资产重组”的概念在现行的增值税体系
中尚未得到清晰的定义。13 号公告也只提到了合并、分立、出售、置换等资产重组过
程中出现的交易形式。基于法规的连续性，我们认为 55 号公告中的“资产重组”应该也
会包括合并、分立等形式。但实践中资产重组的具体形式可能较为多样，如果税务机关
不出台进一步的标准对此作出界定，会给实务操作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2) 多个“新纳税人”的处理
在字面意义上，55 号公告并未对新纳税人的数量做出限制。如果原纳税人将全部资
产、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两个及以上新纳税人时，那么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应如何
结转？是否必须按一定比例在新纳税人之间进行分配？这些问题在 55 号公告中并未得
到回答。
3) “营改增”试点对进项税抵扣的限制
根据“营改增”试点政策，试点地区的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兼有试点应税服务的，截止到
“营改增”实施之日前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不得从试点应税服务的销项税额中抵扣。
对于试点地区的新纳税人而言，当原纳税人的留抵税额结转至新纳税人以后，新纳税人
是否仍须根据上述政策，对这部分留抵税额的来源进行区分并作分别处理？这一问题同
样有待澄清。
4) 未注销或仅转让部分业务时的处理
如果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仅转让部分业务（含相关的资产、负债和劳动力），或者即使转
让了全部业务但并不办理注销，则 55 号公告无法适用；与这部分业务对应的留抵税额
应如何处理仍存有争议。根据我们的了解，部分税务机关允许原纳税人将这部分进项税
额继续用于抵扣；但也有税务机关认为，由于上述交易适用于 13 号公告的规定不属于
增值税应税范围，因此其留抵税额需要做转出处理，即对转让方而言仍会成为一笔无法
回收的损失。
建议
拟从事资产重组的纳税人须关注 55 号公告可能带来的影响，将其纳入交易安排的考虑
因素。对于拟适用 55 号公告的纳税人，则建议复核相应的留抵税额是否具备符合法定
要求的抵扣凭证，以确保其结转抵扣顺利通过原纳税人和新纳税人两方税务机关的审
核。
我们将持续关注 55 号公告有关未解决事项的进展并及时与您分享。如需要更多相关信
息或建议，请联系德勤间接税和企业并购重组税务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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