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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评论
税务总局明确增值税发票开具
若干事宜
2017 年 5 月 19 日，国家税务总局（以下简称“税务总局”）发布 2017 年第
16 号公告（简称“16 号公告”），明确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向企业开具
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填写购买方企业的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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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背景和法规内容
全面营改增之后，营业税纳税人转为增值税纳税人，开始启用增值税发票。由于
增值税专用发票可用于进项抵扣，为防范不法分子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偷骗
税活动，营改增前期，税务总局对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实施重点管理和监控，但对
于增值税普通发票的监管相对滞后。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同，现行规定并未强制
要求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填写购买方企业的纳税人识别号，因此在开具增值税
普通发票时，税务机关一般无法通过增值税发票系统对购买方企业进行身份识
别。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增值税普通发票的虚开行为留下了空间（尤其对于销售商
品或服务可免征增值税的纳税人）。16 号公告的发布意味着税务机关将着手对
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开具进行规范，以期逐步实现对不同种类发票的全方位监管，
保障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顺利实施。
16 号公告主要内容包括：
1、 规范增值税普通发票购买方信息的填写
•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购买方为企业的，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向
销售方提供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上述所称企业，包括公
司、非公司制企业法人、企业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其他
企业。

•

销售方为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在“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栏填写
购买方的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税收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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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强调增值税发票内容的真实性

如欲垂询更多信息，请联络：

增值税发票内容应按照实际销售情况如实开具，不得根据购买方要求填开与实际
交易不符的内容。通过销售平台系统与增值税发票税控系统后台对接，导入相关
信息开具发票的，系统导入的开票数据内容应与实际交易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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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16 号公告实施后，中国税务机关对国内经济交易的管控范围和能力将极大
加强。凭借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税务机关能够对增值税普通发票
所显示的购买方企业进行身份识别，从而有效实现税务大数据分析和以此为基础
的风险管理。
与此同时，企业的合规义务也有所增加。然而，很多企业对 16 号公告所提到的
“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税收凭证”的规定存在疑问：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般情况下不得用于增值税抵扣，那么进行规范的意义何在？换而言之，7 月 1 日
以后，如果在增值税普通发票上未填写购买方企业的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那么会对购买方企业产生哪些不利影响？结合税务总局的公告解读中提
到“不得作为税收凭证用于办理涉税业务，如计税、退税、抵免等”，我们认为
其不利影响可能包括以下情形：
•
•
•

相关支出不得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如果系购买免税农产品，则不得将相关支出用于计算可抵扣进项税。
如果购买方适用差额征税的增值税处理，则在计算增值税应税税基时不得
从收入中扣除相关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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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若企业日常经营中没有取得合规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可能导致增加企业所得税和
增值税税收成本。而企业违规开具或使用增值税普通发票的行为（如开具虚假商
品或服务内容的发票；通过违规方式取得普通发票以增加税前扣除等）将更容易
被税务机关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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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我们建议企业考虑以下应对措施：
1、对购买方而言，建议更新相关发票取得/复核流程，包括：
•
•
•

企业员工在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提供企业的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并现场确认发票上是否显示正确的代码。
企业相关人员在审核相关发票时，应重点关注“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栏
次信息是否正确。若审核发现发票不合规，不应批准审核通过。
为减少人工审核带来的错误，可考虑在系统中进行相关设置，以对相关发
票复核流程进行系统管控。

2、对销售方而言，建议：
•
•

重新梳理/复核现有销售货物/服务名称/内容，以及企业销售平台系统/增
值税发票税控系统的相关数据，确保相关描述符合实际交易内容。
实时更新销售系统，实现销售系统和开票系统的无缝对接，保证销售系统
数据与销售数据的同步性，防止出现开票内容与实际销售内容不匹配的情
况。

德勤税务服务团队会继续跟进有关进展，给您提供及时的更新并分享我们的洞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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