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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增值税法的征求意见稿1发布之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公布了另一部流转税法律的征求意见稿（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法（征求
意见稿）》2（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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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增值税的立法工作相似，为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本次《征求意见稿》相关的
立法工作也拟将 1993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
《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即通过法律形式确定消费税的各项税收要素，从而
提高消费税立法的层级。与目前的《暂行条例》相比，《征求意见稿》涵盖了一
部分通过现行规范性文件予以明确的政策内容，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及增加
了一些条款。虽然同属流转税范畴，但与增值税的价外税属性以及征收对象基本
包括所有货物与服务的广泛性不同；消费税是价内税，仅对特定商品开征（注：
此类商品简称“应税消费品”），并且通常实行一次课征制，不具备增值税那样
层层抵扣的征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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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要点概述
1. 纳税人
《征求意见稿》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为消
费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消费税。
……
1

相关内容参见有关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的德勤税务评论：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tax/ta-2019/deloitte-cn-tax-tap3052019-zh-191202.pdf
2
《征求意见稿》全文参见：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56/n810961/c5140457/content.html

纳税人在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环节销售应税消费品，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消费
税。
纳税人自用未对外销售应税消费品，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消费税。”

如欲垂询更多信息，请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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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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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调整了《暂行条例》对于消费税纳税人的表述。根据现行政策，
对于不同的应税消费品，其消费税的纳税环节亦有所不同；因此《暂行条例》中
纳税人的规定涉及生产、委托加工、进口、批发及零售等多个概念。考虑到“生
产、批发、零售”都会发生销售行为，故《征求意见稿》将其整合为“销售”。
这一调整不会对消费税的纳税人概念产生实质变动。
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稿》将“自用未对外销售应税消费品”列为消费税应
税行为。现行政策中同样存在将有关“自用（应税消费品）”视为应税行为的规
则。未来新税法下如何理解此处“自用”行为的内涵，较现行政策是否可能产生
差异，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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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征税对象和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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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规定：

“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和征收环节，依照本法所附《消费税税目税率表》执行。
根据宏观调控需要，国务院可以调整消费税的税率，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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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行政策，征收消费税的商品包括烟、酒、高档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
石、鞭炮焰火、成品油、摩托车、小汽车、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
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电池、涂料共 15 个税目。《征求意见稿》保留了
上述 15 个消费税税目的设置，其税率及征收环节的规定相较于现行政策也并无
变化。根据此前公布的消费税改革试点方案，对于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
消费税的品目（如高档手表、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等），其消费税将逐步后移至
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3。因此，部分观点预期，涉及征税环节后移的应税消费品适
用税率，可能会配合征税环节后移而作相应的调整。但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
稿》并未体现这一内容，仅对消费税改革试点作了概括性的规定（参见后文“消
费税改革试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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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征求意见稿》授权国务院根据宏观调控需要调整消费税税率。通过该项
授权，政府有望对消费税税率实施及时调整以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从而使消费
税法下的税率调整机制更具有机动性。
3. 销售额
《征求意见稿》规定：

“销售额，是指纳税人销售应税消费品取得的与之相关的对价，包括全部货币或
者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
上述关于销售额的定义与此前公布的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相同，意在与增值税的
相关规定保持一致。与《暂行条例》相比，该定义似乎更偏重于对交易实质的考
察，强调销售对价包含货币与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相关讨论可参见有关增值
税法征求意见稿的德勤税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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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内容参见有关消费税改革试点方案的德勤税务快讯：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tax/tax-newsflash/deloitte-cn-tax-newsflash-zh-191118.pdf

4. 计税办法
《征求意见稿》规定：

“消费税实行从价计税、从量计税，或者从价和从量复合计税（以下简称复合计税）的办法计算应纳税额。”
根据现行政策，消费税的基本计税办法主要分为“从价定率”、“从量定额”两大类，前者一般以销售价格作为计税依
据，后者一般以销售数量作为计税依据。《征求意见稿》并未对计税办法作出改变，但将其改称为“从价计税”、“从量
计税”，以便于理解。
5. 核定计税依据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申报的应税消费品的计税价格和数量明显偏低且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税务机关、海关有权核定其计税价格和
数量。”
《暂行条例》允许特定情形下，税务机关对消费税的计税价格进行核定。在此基础上，《征求意见稿》对核定计税依据的
规则进行了以下方面的完善：
•

•
•

与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类似，将允许核定计税依据的情形，由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调整为
“且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相较于“无正当理由”的表述，“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似乎更侧重于对纳税人行
为动机的考察；而且，“合理商业目的”的表述已经在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中出现，在流转税法中引入
相同概念或有助于协调并减少税际差异4。
考虑到消费税的计税依据可能为销售价格，也可能为销售数量，因此增加了税款征收机关有权核定计税数量的规
定。
考虑到除税务机关以外，进口环节的消费税由海关代征，因此明确除税务机关以外，海关亦是有权核定消费税计
税依据的部门。

实践中，部分企业存在通过不合理的应税消费品关联交易定价以降低集团整体消费税税负的行为。未来如果参照企业所得
税法关于“合理商业目的”的定义，将减少消费税纳税义务作为“不合理商业目的”，则税务机关将有权按照上述条款对
应税消费品的计税价格进行核定。
6. 外购应税消费品的消费税抵扣
《征求意见稿》规定：

“外购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符合下列情形的所纳消费税税款准予按规定抵扣：
（一）烟丝生产卷烟的；
（二）鞭炮、焰火生产鞭炮、焰火的；
（三）杆头、杆身和握把生产高尔夫球杆的；
（四）木制一次性筷子生产木制一次性筷子的；
（五）实木地板生产实木地板的；
（六）石脑油、燃料油生产成品油的；
（七）汽油、柴油、润滑油分别生产汽油、柴油、润滑油的；
（八）集团内部企业间用啤酒液生产啤酒的；
（九）葡萄酒生产葡萄酒的；
（十）高档化妆品生产高档化妆品的。
除第（六）、（七）、（八）项外，上述准予抵扣的情形仅限于进口或从同税目纳税人购进的应税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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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正当理由”一语仍为现行有效的税收征管法所使用。根据税收征管法，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税
务机关仍有权核定应纳税额。

虽然消费税通常实行一次课征制，不具备增值税那样层层抵扣的征收制度，但现行政策仍然允许纳税人在有限情形下（即
外购指定应税消费品并用于连续生产特定应税消费品的情况下），将其外购应税消费品所包含的消费税额从其自身的应纳
消费税中进行抵扣。《征求意见稿》在整合现行政策中此类抵扣项目的基础上，亦对部分抵扣项目作出调整；如《征求意
见稿》不再保留“外购已税珠宝玉石生产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准予抵扣消费税的规定。根据此前国务院公布的消费税改
革试点方案，“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的消费税征收环节将后移至批发零售环节（更多内容可参见有关消费税改革试点的
德勤税务快讯）；未来在征收环节后移的情况下，外购珠宝玉石用以连续生产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的，其外购珠宝玉石将
不再包含消费税额，因此一般认为《征求意见稿》作出的上述调整可能是从立法角度为“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征收环节
后移所作的铺垫。
除了少数例外情形，大部分外购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准予消费税抵扣的，《征求意见稿》还要求满足“仅
限于进口或从同税目纳税人购进”的条件。虽然《征求意见稿》并未对“同税目纳税人”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但这一条件
可能意味着纳税人只有从生产企业（而非批发零售企业）外购应税消费品才能获得上述抵扣待遇。
7. 税收优惠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出口应税消费品，免征消费税；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国务院可以规定免征或
减征消费税，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征求意见稿》延续了《暂行条例》对纳税人出口应税消费品免征消费税的政策，新增授权国务院可以规定免征或减征消
费税项目。
8.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征求意见稿》规定：

“消费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按以下规定确定：
（一）纳税人销售应税消费品，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
开具发票的当天。
（二）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除受托方为个人外，由受托方在向委托方交货时代收代缴税款，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受托方
向委托方交货的当天。
（三）未对外销售，自用应税消费品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移送货物的当天。
（四）进口应税消费品，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进入关境的当天。”
《征求意见稿》对消费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定进行了细化，具体内容与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增值税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的规定相近，这也反映了目前的实际征管现状（即将增值税与消费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等同）。
9. 信息共享
《征求意见稿》规定：

“海关应当将受托代征消费税的信息和货物出口报关的信息共享给税务机关。
……
税务机关与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公安、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商务、应急管理、海关、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应当建
立消费税信息共享和工作配合机制，加强消费税征收管理。”
与增值税法的征求意见稿相似，此次发布的消费税《征求意见稿》同样明确规定了税务机关与海关等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之
间的信息共享与工作配合机制，为加强多维度的消费税征管体系建设提供了法律支持，同时也为后续消费税改革的顺利实
施打下基础。

10. 计税期间
《征求意见稿》规定：

“消费税的计税期间分别为十日、十五日、一个月、一个季度或者半年。纳税人的具体计税期间，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
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计税期间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
扣缴义务人解缴税款的计税期间和申报纳税期限，依照前两款规定执行。”
相较于《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取消了“1 日、3 日和 5 日”三个计税期间，新增“半年”计税期间，与此前公布
的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相关调整保持一致，该调整同样将有助于减少一些纳税人的办税频次，减轻纳税人申报负担。
此外，《征求意见稿》在对计税期间及申报纳税期限的规定中增加了“扣缴义务人”的表述。但是现行政策以及《征求意
见稿》前文中均未出现对“扣缴义务人”的定义及解释5，故此处“扣缴义务人”的具体概念及适用情形还有待进一步明
确。
11. 消费税改革试点
《征求意见稿》规定：
“国务院可以实施消费税改革试点，调整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和征收环节，试点方案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
案。”
《征求意见稿》增加了实施消费税改革试点的表述，并授予国务院规定具体实施办法。但此前公布的有关消费税征收环节
后移以及消费税收入下划地方的具体改革内容并未出现在《征求意见稿》中。
德勤观察与应对建议
总体而言，《征求意见稿》的发布标志着消费税的立法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具体内容方面，《征求意见稿》对现行政
策的实质性调整并不多，体现了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总体不变的消费税立法意图，这将有助于在确保相关税收政
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新税法的平稳过渡与衔接。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稿》在多处条款设置上与
增值税立法保持同步，这一做法亦有利于缩小不同税种之间的概念差异，更便于税法的解读与执行遵从。此外，对于各界
普遍关注的消费税改革有关税目、税率的调整，以及之前已经公布的有关部分品目征税环节后移的相关细节等，均未出现
在本次《征求意见稿》中。由此推测，更进一步的改革试点方案可能仍在审慎制定过程中。
在现阶段，对于消费税纳税人以及受到消费税相关影响的企业，在密切关注消费税立法进程及改革试点计划的同时，应积
极收集、梳理现行消费税制下企业遇到的政策难点和现实问题，形成合理的政策诉求，并考虑就此与相关政府部门、行业
协会等进行沟通。与此同时，相关企业也可以此次立法为契机，主动分析评估消费税制的未来变化对企业可能带来的影
响，并尽早拟定应对规划，必要时考虑引入数字化管理手段，完善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体系，有效提升企业的税务管理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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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中有“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除受托方为个人外，由受托方在向委托方交货时代收代缴税款”的规定，但该情形下受托方亦并非
消费税的“扣缴义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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