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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数 P260/2017 – 2017 年 6 月 1 日

税务评论
增值税税率简并及农产品等相
关行业影响
2017 年 4 月 1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将增值税税率由四档减至 17%、11%和 6%三档，取消 13%这一
档税率；将农产品、天然气等增值税税率从 13%降至 11%；同时，对农产品深
加工企业购入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作为该决定的细化，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于 4 月 28 日发布《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1（财税
[2017]37 号，以下简称“37 号文”），该通知也将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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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销售与进口
37 号文规定，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农产品（含粮食）、自来水、暖气、石油液
化气、天然气、食用植物油、冷气、热水、煤气、居民用煤炭制品、食用盐、农
机、饲料、农药、农膜、化肥、沼气、二甲醚、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
电子出版物，增值税税率从 13%调整为 11%。
在既往的实践中，由于国内销售和进口环节由国税局和海关分别管辖，因此曾出
现个别产品的国内销售与进口环节适用税率认定不尽一致的情形，如在国内销售
中适用 13%税率的农产品，海关在进口时则按 17%税率征税。因此，相关进口
企业还应密切关注海关对于此次进口增值税税率调整的税目范围，以了解其进口
货物成本是否受其影响。
购进农产品
在本次政策调整前，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的，通常可按 13%的税率或扣除率获得
相应的进项税额抵扣。随着农产品的增值税税率从 13%调整为 11%，相应的进
项税额抵扣规则亦将随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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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农产品深加工业务
非农产品深加工业务，主要包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
11%税率货物（如农产品简单加工业务），以及用于营改增应税服务（如餐饮
服务）等情形。此次增值税税率简并后，上述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可以抵扣其进项
税额的，适用以下规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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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
以前述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
从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以发票上注明的金额和 11%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取得（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的，以前述凭证上注明的农产品
买价和 11%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其中，销售发票是指农业生产者销售
自产农产品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而开具的普通发票；
从批发、零售环节购进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蔬菜、部分鲜活肉蛋而取得
的普通发票，仍不得作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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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产品深加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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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号文规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销售或
委托受托加工 17%税率货物的（如农产品深加工业务；为简化行文，本文暂将
此类情形统称为“农产品深加工业务”），其购进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
具体而言，按照业界通常的理解，该规定应该是指在此类业务中，企业购进农产
品仍可以按 13%的扣除率进行抵扣。其具体抵扣规则仍有待后续文件予以进一
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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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购进农产品同时用于深加工和非深加工业务的，应当分别核算两
者的进项税额，否则纳税人很可能仅允许按 11%的税率或扣除率进行抵扣。对
于农产品购进时点尚无法确定其用途的情形，37 号文并未对此类情况如何处理
给予明确，相关规则仍待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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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定扣除试点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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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纳入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范围的，适用以下规则：
•
•
•

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货物的，核定扣除进项税额的扣除率仍按所生产
销售货物的适用税率计算；
购进农产品直接销售的，核定扣除进项税额的扣除率由 13%改为 11%；
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经营且不构成货物实体的（比如包装物、辅料、燃
料、低值易耗品等），按前文第一、二项进行区分，分别适用 11%和
13%的扣除率。

出口退税
与增值税税率下调同步，相关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也将调整为 11%（具体范围以
37 号文附件 2 为准）。但对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前出口的上述相关商品，适
用以下过渡性规则；其中出口货物的时间以出口货物报关单注明的出口日期为
准：
•
•

外贸企业——货物购进时已按 13%税率缴纳增值税的，仍执行 13%出口
退税率；购进时已按 11%税率缴纳增值税的，执行 11%出口退税率；
生产企业——仍执行 13%出口退税率。

无论生产企业还是外贸企业，其在 2017 年 8 月 31 日后出口的上述货物，一律执行 11%的出口退税率。有鉴于此，相关
企业应考虑制定周密的采购和出口计划，避免出现相关货物在 7 月 1 日之前采购过多，而无法及时在 8 月 31 日前出口的
情形——在此情形下，8 月 31 日以后出口的相关货物将执行 11%出口退税率，低于其购进时适用的 13%税率，从而可
能增加企业的出口成本。
农产品等相关行业影响
包括农产品在内的相关商品的国内销售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税率下调，总体上将有助于降低相关商品的增值税负担，从而对
相关行业发展带来积极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税率下调也可能加剧“进销倒挂”的现象。例如部分生产企业，其销售的产品适用 13%的增值税税
率，但采购的主要原材料或零部件等适用 17%的增值税税率，由此可能产生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的现象（即“进销倒
挂”）。此次增值税税率简并后，若这一类企业的产品在销售环节税率降至 11%，那么将导致留抵税额进一步增加。
对于以农产品为主要购进原材料的企业而言，其影响可能视产业而异：
•
•
•

农产品简单加工业务——尽管购进农产品的税率和扣除率由 13%下调为 11%，但生产销售货物的税率也将同步下
调至 11%，从而有望降低此次税率调整对企业的影响；
农产品深加工业务——虽然相关政策执行细节仍未揭晓，但 37 号文已经明确将维持农产品深加工业务原扣除力度不
变，因此预计本次税率调整对农产品深加工业务的影响可能较为有限；
营改增应税服务（如餐饮服务等）——购入农产品的税率和扣除率由 13%降至 11%，在含税采购价格不变的前提
下，将导致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减少，以及不含税材料成本的上升，对企业利润和资金流产生不利影响。然而，基于增
值税税负层层转移的税制特点，企业可以考虑与供应商进行价格磋商，以分享降税利益。

总体而言，相关纳税人应在及时了解后续政策动态的同时，尽早着手评估此次税率简并对企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考虑
拟定适当的应对方案（例如业务模式调整，与客户、供应商等进行价格谈判或合同修订事宜等），以优化企业的运营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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