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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全额留抵退税政策行业范围进一步扩大 

增值税合规风险应予重视 

 

 

 
 

继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制造业等六大行业企业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施

行增值税全额留抵退税政策（包含按月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

退还存量留抵税额，有关内容详见我们此前发布的税务快讯）之后，为

进一步加大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国务院在 5 月发布的扎实稳住经济

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中，明确将研究进一步扩大适用上述政策的行业

范围。 

 

在此背景下，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6 月 7 日发布第 21 号公告，规定

自 2022 年 7 月纳税申报期起，包括批发零售业等在内的七大行业被纳入

全额留抵退税适用范围。国家税务总局同步下发公告，对有关征管事项

予以明确，并更新了留抵退税退抵（税）申请表表样。 

 

随着全额留抵退税政策的不断扩围，打击骗取留抵退税行为已被列入税

务部门的常态化工作重点，增值税合规风险应值得越来越多的纳税人予

以重视。 

 

行业扩围与业别归属  

 

此次扩围后，从企业规模、行业角度，适用全额留抵退税政策的企业

（含个体工商户）包括： 

 

 小微企业；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tax/tax-newsflash/deloitte-cn-tax-newsflash-bilingual-220429.pdf


 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等六类行业企业（统称“制造业等行业企业”）； 

 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七类

行业企业（系此次新增行业，统称“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企业”） 

 

对混业经营企业而言，在判断其规模或从属行业是否符合上述条件时应

注意以下规则： 

 

 由于小微企业的判断标准因行业而异，因此在判断是否属于小微企业

时，应先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企业的主要经济活动确定其行

业归属，具体以企业上一会计年度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应业

务增值税销售额占全部增值税销售额比重最高的行业确定。 

 

 在判断企业所处行业是否属于适用全额留抵退税政策的范围时，以企

业申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从事上述列明的所有十三类行业业务相应

发生的增值税销售额占全部增值税销售额比重是否超过 50%确定。 

 

退税申请时间 

 

增量留抵退税——1）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可以自

2022 年 4 月纳税申报期起按月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2）符合条件的批

发零售业等行业企业，可以自 2022 年 7 月纳税申报期起按月申请退还增

量留抵税额。 

 

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符合条件的下列企业，可以自下列纳税申报期

起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同时，在自愿申请基础上，财税部门

此前已要求各地加快集中退还存量留抵税额。 

 

 申请起始期间 集中退还期间 

微型企业 2022 年 4 月纳税申报期 2022 年 4 月 30 日

前 

小型企业 
2022 年 5 月纳税申报期 2022 年 6 月 30 日

前 
制造业等行业中型企业 

制造业等行业大型企业 2022 年 6 月纳税申报期 

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企业 2022 年 7 月纳税申报期 尚未提及 

 

观察与建议 

 

全额留抵退税政策的行业扩围将使该项政策为更多纳税人缓解留抵税额

带来的资金压力，进一步促进稳定市场主体稳定就业等目标的实现。然

而，上述政策的推广也对企业增值税合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22 年 5 月 17 日，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严厉打击骗

取留抵退税违法犯罪行为的通知》，把打击骗取留抵退税违法犯罪行为

作为 2022 年常态化打击虚开骗税工作的重点，五月份以来税务机关通报

了全国多地多起骗取留抵退税案件的查处情况。从已经公布的信息来

看，各地税局加大了根据税收大数据分析线索就骗取留抵退税行为开展

稽查的行动力度，查处的案情包括隐匿销售收入以减少销项税额，未按

规定转出进项税额，违规抵扣进项税额等情形，并被定性为虚假申报、

骗取留抵退税等。在这些案件中，税务机关除依法追缴企业骗取的留抵

退税款以外，还会依据行政处罚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规定处以罚



款。这些案例为拟申请留抵退税，但增值税合规管理较为薄弱的企业敲

响了警钟。 

 

对企业而言，申请留抵退税既是政策机遇，也是合规挑战。结合实践来

看，申请留抵退税可能会引发税务机关对企业增值税的全面检查。由于

留抵税额涉及的时间跨度可能较长，加之增值税政策复杂且历年来变化

较大，因此部分企业在留抵税额相关的合规管理方面可能会面临困难。

我们建议相关企业在申请留抵退税前，以及在应对留抵退税常态化检查

时，应考虑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以防范相应的风险。我们通过以下若干

方面的讨论汇集了企业在增值税留抵税额合规管理方面的一些常见事项

供企业参考。 

 

行业归属：企业应准确判断其行业归属以确定其是否属于适用全额留抵

退税政策行业范围。目前属于全额留抵退税政策适用范围的十三类行业

的划分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以下简称“《分

类》”）作为依据。《分类》将国民经济行业由大到小划分为门类、大

类、中类、小类四级。上述十三类行业中，大部分类别对应于《分类》

中的某项门类（如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但也存在少部分类别对

应于《分类》中某项门类下的某项大类。例如，可以适用全额留抵退税

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系“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门类下的大类，这一门类下的其他大类行业均不属于适用全额留抵退税

的行业范围。 

 

进项税额抵扣：留抵退税实务中，企业需要关注进项税额抵扣是否处理

正确，包括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是否转出，需要转出的进项税额计算是

否准确，计算抵扣或核定抵扣进项税额是否计算准确，用于抵扣的进项

税额是否有合规票据支持（如货物流、资金流、发票流的“三流一致”

问题）等。实践中应注意对部分常见规则的准确把握，例如在依据“三

流一致”原则判断发票是否合规时，应重点关注收款方是否与发票开具

方保持一致，而不是片面强调付款方必须为发票中注明的购买方。 

 

销项税额计算：销项税额计算的准确与否，将会影响期末留抵税额的准

确性，因此在关注进项税额的同时，企业也需要确保销项税额是否计算

正确，包括确认企业是否及时足额申报计算销项税额，适用税率是否准

确，计算销项税额的销售额是否合理，视同销售情形是否正确申报计算

销项税额等。 

 

发票管理：虚开和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红字发票使用不当、接受

不规范发票、上游走逃失联等，是企业在日常发票管理中的常见难点。

其中，虚开和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尤其是企业应重点防范的风险。

若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内曾发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则企业会丧

失申请留抵退税的资格。另一方面，企业取得的虚开增值税发票不得作

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抵扣凭证抵扣进项税额，因此会对企业的留抵税额

计算带来影响。除此以外，虚开发票和接受虚开发票都可能会给企业带

来进一步的行政和刑事责任。 

 

其他：企业增值税的其他管理难点还包括且不限于 1）向境外支付款项

时，确认有关的增值税是否及时足额代扣代缴，扣缴税率适用是否准确

等；2）出口企业的货物和服务出口退税管理是否合规，包括报关方式或

海关编码的使用是否正确，是否误将不可退税货物（如非视同自产货

物）办理了出口退税，出口征税和退免税货物和服务是否进行了正确区

分，是否存在骗取出口退税行为等；3）增值税税收优惠享受是否合规，

包括企业是否符合优惠享受条件，是否履行必要的备案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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