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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地区增值税
您需要了解的
增值税将于2018年起在中东地区实行。这份多
语种资料包含了您初期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问
题，希望对您的增值税准备工作有所帮助
什么是增值税？

增值税(‘VAT’)是种多阶段的间接税，针对
境内消费商品和服务的每一层征收。多阶
段 – 这主要是指供应链上每一个注册过
的环节都需要收取增值税，而且每个环节
有权就其生产应税供应花费的商品和服
务成本，收回增值税。
增值税也称为商品和服务税（“GST”），因
为它是根据注册企业在其业务过程中提
供的商品和服务来征收的。
增值税通常适用于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供
应，但某些基本项目，比如医疗保健﹑教
育﹑住宅物业等，或被给予优惠对待。

什么类型的企业需要就增值税申报进
行登记？

所有从事商品和服务供应，年营业额超过
增值税登记强制性门槛的企业都需要登
记增值税。
一般来说，强制性门槛值会考虑12个月
期间发生的应税供应总价值（以5％的标
准税率或零税率计算）- 即当前月份加
上过去11个月， 或当前月份加上随后的
11个月。
类似的登记要求应适用于在海合会
（GCC）地区其他国家经营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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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如何运转？

每个增值税登记企业都需要从其为客户
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上收取增值税，然后计
入增值税额并上缴税务机关。
例如，如果制造商在阿联酋运营着已登记
增值税的企业，并向阿联酋的分销商出售
商品，则其必须向分销商发出明确商品价
值的发票，并应在发票里包括该供应要收
取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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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购过程中是否要支付增值税？

是的，增值税是在登记增值税的企业购买或进口商
品和服务时支付的。但是，如果登记企业是为了能够
提供可纳税（5％或零评级）用品而进行的购买，则登
记企业可以就这些采购中支付的增值税申请进项税
收抵免。
货物从海合会外部进口时，通常在海关清关过程中支
付增值税，该增值税可在货物用于生产应税供应时，
作为进项税收抵免。

这是不是意味着会有税上收税的情况发生？
不是这样的。已登记企业将在会计年度末总计所
有需要从其客户收取的增值税（其销项税额“its
Output Tax”），并从中扣除该期间内需支付给其
供应商的所有增值税（其进项税额“its Input Tax”
）。
也就是说增值税的净额，即销项税额，减去进项
税额，然后支付给税务机关。 按照这种方法就没
有在增值税上征收增值税的要求，因为企业发生
的增值税进项税实际上通过抵销其收取的增值税
最终退还给了企业。这样，企业仅依据其对供应链
的价值增加来计算增值税 - 而不是对其成本（增
值）税上加税。

是否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都会有增值税？
增值税通常适用于已登记企业提供的所有类型的商
品和服务。应用增值税的税率为5％ - 被称为“标准
税率”。
但是，某些商品或服务的供应或可得到优惠方式处
理。这种情况的发生有两种可能 – 该应税供应可以
取得增值税豁免， 或者适用于百分之零的增值税 –
被称为“零税率”。
增值税优惠处理通常适用于不可或缺的（基本）食品
类别，医疗保健，教育以及有可能包括在内的住宅物
业。豁免也通常适用于大部分但非所有银行和金融
服务业，零税率适用于商品或服务的出口。
进口到成员国的商品或服务通常在进口时需要缴纳
增值税，并且可能会有特殊行政规定对这些进口供应
的记录方式做出要求。但是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如
果发生这种情况，并且企业做了增值税和提供应税
供应的登记，那么企业应可在进口时申请增值税减
免， 作为进项税额抵扣， 这就意味着增值税不会是
企业额外的成本。
企业的所有采购都可以取得增值税抵扣？
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只能在企业因业务目的，或者
为生产应税供应目的所进行的采购上申请。 有些采
购项目可能会阻止进项税额抵扣，导致企业无法对
其进行申请。 这些可能包括雇用或购买乘用车辆，
个人俱乐部会员费，某些医疗费用，雇员的家庭福利
等方面支付的增值税 - 通常是在企业获取商品或服
务之后, 以很少或零费用提供给企业主或者雇员、但
他们无权以个人身份申请进项税额抵扣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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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豁免和零税率的供应之间有区
别吗？

是的，增值税豁免的供应和零税率的供应
之间是有区别的，这是由于增值税针对企
业为生产这两类供应所需要的商品和服
务， 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国内供应商支付增值税。 他们需要提交
增值税申报表，以便申请退还采购时支
付的增值税。 将商品视为增值税下的出
口 类别需要满足一些具体的条件和程序
上的手续 。

如果企业提供商品或服务，并且法律明确规
定这些供应将被视为豁免或零税率处理，
则增值税不适用。两类供应的本质区别在
于企业是否有资格就其为了实现供应所做
的必要采购来申请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

在进口商品时是否应缴纳增值税？
进口商品通常会在进口到成员国时产生
增值税，这通常需要在商品进口的地点和
时间缴纳（一般情况下需要根据商品进
口清单， 在海关完成进口清关之前缴纳
给海关）。

用来生产豁免供应品所采购的商品或服
务带来的增值税， 是不能申请增值税进
项税额抵扣的， 因此导致进项上发生的
增值税成为了生产豁免供应品企业的真
实成本。在某些国家， 这些豁免品的供
应商也被视为缴纳了“进项税”， 因被税发
生在企业的进项成本， 而不是其生产的

除了海合会地区现有的关税外，企业也
需要缴纳进口增值税。但是，对于已登记
增值税的企业来说，在进口商品是用来
生产应税供应的情况下， 该商品所需缴
纳的增值税额通常是可以抵 扣 的， 并
且可 以 和增值税申报单中的销项税互
相抵销。

增值税豁免的供应和零税率的供应之
间是有区别的，这是由于增值税针对
企业为生产这两类供应所需要的商品
和服 务， 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供应品上。
相比之下， 用来生产零税额供应所采购
的商品或服务带来的增值税，是可以申
请进行税额抵扣的， 因此税务不能被视
为生产零税额供应的成本。 在供应品为
增值税零税率的情况下，整个供应链中收
取的所有增值税实际上都被退还了， 结
果就是此类供应品的消费者没有支付任
何税额。
在出口商品时是否应缴纳增值税？
货物出口通常被视为增值税零利率。 因
此从事出口商品的企业可以就其发生的进
项增值税申报进项税额抵扣，并有效避免
在出口销售货物时收取增值税。 这是所
有实行增值税的主要经济体对出口商品的
通行处理方式，也是确保出口商品可以在
国际市场上保持价格竞争力的基本条件。
因此， 出口导向型企业通常在增值税申
报时处于增值税偿还状态，因为他们不从
海外客户那里征收增值税，但仍然必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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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合会是一种关税联盟，从一个会
员国转移到另一个会员国的商品可能不
适用如上所述的增值税，因为货物不一
定需要通过海关清关。在此情况下，不同
的增值税处理方式很可能会伴有额外的
合规流程，以确保满足各成员国对正确
处理方式的要求。
在服务是由海合会境外企业提供给其
境内企业的情况下，是否应缴纳增值
税？
在这种情况下，供应商一般都已经在本
地（海外）收取零税率的增值税。为了
确保本地提供类似服务的供应商不会
受到负面影响，获取进口服务企业应缴
的增值税将依本地服务同等对待。
为了实现这一点，获取服务的企业方需要
依据“增值税逆向征收机制“销项来计算增
值税销项税额。如果这些服务是用来提供
应税供应的，企业可以依据同一机制取得
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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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提供应税供应的企业，销项税额可以
由进项税额抵消，最终实现零净税额。企
业需要就这些交易做出记录，并在其增值
税申报中体现出来。
增值税会不会增加企业的成本？
一般情况下，增值税不应该是企业的成
本。企业应该可以从其销售上收取的增
值税里扣除采购上支付的增值税，实现
进项增值税额的抵扣。但是，在提供的
是豁免商品或服务的情况下，比如银行
服务等， 企业无法就其采购上支付的增
值税申请扣减， 实际上造成了在进项
上﹑而不是在销项上被收税。

报， 在另外一些国家， 这些工作是按月
进行的。 海合会国家还未就会计年度的
长度做正式公布。
预期增值税的缴纳和申报将会通过电子
渠道。

在增值税申报没有按要求时间内上交
的情况下， 税务局很大可能有权估算
企业的相关税负，并在付款不到位的情
况下做出处罚。

在这类案例中， 这一“被拒绝”的进项增值
税额会成为企业的成本， 企业如果希望
继续保持其利润率， 则需提高收费。
企业其他额外的成本可能来自管理增值
税额合规﹑以及确保准确的收取增值税并
按时支付给政府 部门的相关工作。企业
内增值税部门若缺乏有效管理， 将会导
致来自税务机关的额外利息和严苛惩罚。
增值税何时需要上缴税务机关, 申报单是
否需要考虑增值税？
增值税上缴以及增值税申报需要在每个
会计年度结束时完成。
在某些国家， 增值税交付需要按季度
进行， 增值税申报也需在季度结束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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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提供应税供应的企业，销项税额
可以由进项税额抵消，最终实现零净
税额。企业需要就这些交易做出记
录，并在其增值
企业是否需要因增值税保留某些特别
的文件？
是的， 增值税的立法一般情况下会要
求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各类文档和
记录 – 通常为5-6年。这些文档需要在
审计时给税务机关过目。 一般情况下
需要保留的部分文档包括：
• 销售发票;

已经明确了增值税会对您所做交易类
型的影响，您需要：
• 确保企业ERP, IT/会计系统可以正确
的依增值税要求处理您的交易；

• 给客户发的贷记单;

• 培训您的员工， 确保他们了解如何
根据新的流程和程序工作；

• 抵扣进项增值税额的采购发票;
• 从卖家采购时收到的贷记单或借
记单;
• 写明增值税适用条款的合同;
• 能够确认初始文档（如上所述）和
同期增值税申报之间审计追踪的总账;
• 与税务机关之间任何可以决定或确
认特殊情况下增值税处理方式的信
函往来
为了确保能符合增值税合规各项要求，
有没有哪些工作是企业需要做的？
是的， 为了实现增值税合规，有个流程
是您必须考虑的。 您需要检视企业目
前所涉及的交易， 然后确认这些交易
在增值税执行过程中会受到的影响。
您需要评估您的企业是否需要做相应
登记 – 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如果
您的供应额在12个月的期限里超过了
增值税登记强制性门槛 (这会在登记
过程中明晰)
假定您不需要做增值税登记， 而且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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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企业流程和程序做出调整，以确保
会计系统里输入的信息能恰当的处
理增值税；

• 与您的供应商以及客户确认，他们两
方可以恰当的处理增值税， 并且您
和他们之间的协议可以允许加入增
值税， 同时能够生成需要的相关
文档；
• 创建符合增值税合规要求的文档，并
且确保您在增值税适用的情况下采
用这些文档；
• 确保任何将要签署的新合同， 以及
会在增值税推行之后继续有效的合
同， 都符合您的增值税需求；
• 最后，确保您可以做出必要的增值税
申报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向税务机关
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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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您有任何相关问题，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Justin Whitehouse
Indirect Tax Leader
Tel +971 (0) 4 3768888
jmwhitehouse@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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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术语
应税供应 “Taxable supply” – 适用增
值税的供应，即在相关国家发生的商品或
服务供应（比如沙特），由应纳税人在商
业交易过程中或者为了营商需要提供的应
税供应。
免税供应 “Exempt supply” – 特殊类别
的供应，不被收取增值税，成本上的相关联
增值税退税也不适用。
0%税率供应 “Zero-rated supply” –适
用的增值税税率为0%，允许成本上的增
值税退税
进项 “Input” – 商业实体在购买商品和
服务中产生的成本
销项 “Output” – 产生收益的行为包括应
税﹑免税和不适用增值税的商业行为
进项税额 “Input tax” – 在进行商业活
动中产生的成本上的增值税。在相应销项
税额已收取的情况下，增值税进项税额或
可进行抵扣
销项税额 “Output tax” – 企业就其生产
的应税供应收取的增值税。增值税登记纳
税人向其顾客收取增值税，并通过其增值税
申报将收取的增值税缴纳给税务机关（就
可回收的进项税额做净额结算）
增值税登记 “VAT registration” – 应税
营业额超过增值税登记强制性门槛的企业
都需要登记增值税。注册之后，纳税人必须
对其生产的应税供应收取增值税， 但只可
就相关发生的成本抵扣增值税。

商品供应 “Supply of goods” – 物品所
有权的转移
服务供应 “Supply of services” – 其他
不属于商品供应的类别
对价 “Consideration” – 为交换商品或
服务收取的金钱或同等价值
部分豁免 “Partial Exemption” – 当应税
商品和豁免商品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确认增
值税抵扣的机制
供应地 “Place of supply” – 决定了增值
税适用的国家
出口 “Export” – 商品转移出相应国家
进口 “Import” – 商品转移入相应国家
“B2C” 供应– 企业对未登记个人提供的
商品或服务
“B2B” 供应 – 企业对企业提供的商品
或服务
增值税逆向征收机制 “Reverse charge
mechanism” – 适用B2B跨境服务供应，
已登记增值税的采购方自我评估供应上
应缴的增值税（并根据一般规则进行增值
税抵扣）

应纳税人 “Taxable person” – 在相应国
家登记增值税的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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