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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常见促销业务的纳税筹划

【摘要】近年来，随着电商竞争越来越激烈，为获得更多的“网购族”，改善自身的利润空间，电子商务平台营销手段不

断创新。B2C作为电商的主要模式之一，模式创新较为突出，故本文以此为例，探析了四种不同营销方式对电商企业税负

的影响，认为在目前电商相关财税法律法规空白的情况下，B2C商家如何选用促销方法。本文认为不仅要站在节税的角度

分析，更要立足于现实，方可获得“B与C”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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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C（Business to Customer）是商家直接面对零售客户

的一种互联网销售模式，B2C 企业也常常被我们称为“电

商”。目前常见的B2C企业有京东、唯品会等较为有名的电

商，这些电商经常为了促销商品在网上展开“打折大战”，促

销手段可谓“五花八门”。如果对这些促销手段进行归类，大

致可以归为四种形式：第一种是商业折扣；第二种是原价销

售，折扣返券；第三种是原价销售，折扣返电子现金；第四种

是原价销售，折扣返商品。针对这四种促销方式，企业进行纳

税筹划的关键是必须掌握不同方式下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和

确认原则。但在实际业务中，B2C企业的会计人员在纳税核

算时，仍然会遇到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影响了电商企业自

身的发展。本文在介绍电子商务的特点和相关法律法规后，

通过案例分析来帮助B2C企业进行纳税筹划。

一、电子商务的特点及相关法律法规

（一）电子商务的特征

随着“互联网+”概念的不断发酵，处于“互联网+”领头

羊地位的无疑是互联网电商。电商行业除了具有传统的交互

式、个性化、便捷性、经济性等特点外，进入“互联网+”时代后

又有了新的特征，如全面竞争、成本高企等特点。

1. 市场竞争加剧，全面竞争态势愈演愈烈。电商两匹

“马”此前赚得盆满钵满，市场前景广大且当下利润仍旧丰

厚，吸引了众多的后进者涌入该市场，使得电商市场陷入过

度饱和状态，进入“产能过剩”阶段。各个进入者在资金、人力

等众多方面，均开始了白热化的竞争，都想在这份大蛋糕中

分一杯羹。

2. 成本高企，与线下营销成本趋同。曾经物美廉价的东

西或将不再属于互联网电商，全面竞争甚至恶性竞争使得电

商销售费用飙涨，部分削弱了其相比实体店的成本优势。现

在网民打开各大媒体网页，第一感受就是各种电商平台铺天

盖地的营销广告悬浮在网站首页。目前电商的各种营销费用

不仅逼近传统实体店，甚至已超过了实体店的成本，成本高

昂成为电商的另一大特征。

（二）电子商务的相关法律法规

回顾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也

逐渐完善起来。如：2010年商务部发布的《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创建规范（试行）》；2011年发改委、商务部等联合发布的《关

于开展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的指导意见》与商务

部发布的《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规范》。除此之外，

近几年也有相关法规出台，不再一一细述。

通过上述法律法规可以发现，针对电子商务企业的账务

处理及财税处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依然处于空白地带，使得现

实中各种会计实务处理缺乏依据，且方式多样。

结合电商行业市场竞争加剧与全面竞争、成本高昂的特

点来看，在利润空间收窄趋势下，如何利用会计及税务方面

相关法律法规来进行合理的日常税务筹划，以改善电商企业

自身的经营现状变得十分有意义。下文以案例形式对此方面

展开探讨。

二、案例说明

甲购物商城是中国最大的综合网络B2C零售商，目前拥

有 6000万户注册用户，在线销售家电、数码、家居百货、服装

等 12类优质商品。假设甲购物商城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

用的相关税率为：销售商品的增值税税率 17%、企业所得税

税率25%、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分别为7%和3%。在2015年春

节来临之际，甲购物商城计划通过促销活动吸引更多网购族

在该平台购物。

对于该商城的促销方式，其财务经理认为共有四种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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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可供选择。第一种方案：采用商业折扣的方式，所卖商品

打七折。如：标价为 300元的衣服，按折扣后价格 210元进行

销售。第二种方案：商品不打折，按原价销售，但是在付款之

后，返 30%的商城购物券。如：标价为 300元的衣服，按 300元

销售，但是赠送 70元的购物券，可以供下次购买的时候使

用。第三种方案：商品不打折，按原价销售，但是在支付成功

后返 30%的现金到商城钱包中。如：标价为 300元的衣服，按

300元销售，但是返还 70元的电子现金。第四种方案：买即

送，即商品不打折，按原价销售，但是赠送与售价的30%等额

的商品。如：标价为300元的衣服，按300元销售，另赠送价值

70元的围巾一条。

假设本案例只考虑甲购物商城中某品牌服装的销售。

甲购物商城将该品牌服装的销售利润率定为 40%，每 100元

的收入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为6元。若2013年2月，该商城某

服装品牌共销售 2万元的服装。其中，销售收入为含税的收

入，同时需考虑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而且客户

在网上购买商品后都要求商家提供发票。针对上述情况，本

文对以上四种促销方案进行逐一分析，确定对甲购物商城最

有利的方案。

三、不同方案的纳税筹划比较

（一）第一种方案

采用商业折扣的方式，在原价的基础上打七折。对于商

业折扣，国家税务总局在《关于印发〈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

规定〉的通知》（国税［1993］154号）中规定：纳税人采用折扣

方式销售货物，若销售金额和折扣额同时标注在一张发票

上，并分别注明金额，公司可以按照折扣后的金额计算增值

税；但是若销售金额和折扣额没有在一张发票上，折扣是另

开发票的，则不管财务上如何处理，税法上按折扣前的销售

额计算增值税。

假设甲购物商城标价为20000元的服装实际销售收入为

14000元（2×70%），折扣金额为6000元。若只开一张增值税发

票，在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款及折扣款明细，那么应按照含

税销售额14000元来计算企业应缴的增值税。另外，甲购物商

城每100元的营业收入中费用支出为6元，则20000元的营业

收入中需支付费用1200元（20000×6%）。在这种情况下，该方

案的税负计算如下：

甲购物商城应缴纳的增值税=14000÷（1+17%）×17%-

20000×（1-40%）÷（1+17%）×17%=290.60（元）

甲购物商城应缴纳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290.60×

（7%+3%）=29.06（元）

甲购物商城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14000÷（1+17%）-

20000×（1-40%）÷（1+17%）-1200-29.06］×25%=120.09（元）

现金净流量=14000÷（1+17%）-20000×（1-40%）÷（1+

17%）-1200-29.06-120.09=360.25（元）

税负合计=290.60+29.06+120.09=439.75（元）

（二）第二种方案

服装不打折，按原价销售服装，但是在线支付成功后返

30%的购物券到客户账户。在这种情况下，甲购物商城销售

20000元的服装，需要返还6000元的购物券到客户账户。购物

券的使用范围及期限均有明确规定，正因为如此，有些客户

因没有在有效期内使用购物券而使购物券作废，也有些客户

在使用购物券的同时加付现金购买了更高价值的商品。每种

情况发生的概率无法准确预测，按照商城客户以往使用购物

券的情况，发放的购物券中有 35%左右得到了使用，甲购物

商城初步确定有 2000元的购物券会被使用。所销售的 20000

元的服装是一定要开具发票的，但是购物券购买的商品是否

属于视同销售、是否开发票和是否可以税前列支等问题，在

现有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的规定，仍然有待解决。

对于返券促销行为，性质上一定不属于商业折扣，在这

里返券促销行为可以按照“买一赠一”的行为来处理。对此若

按《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应视为销售，但是此处的返券于客

户并不是无偿赠送，而是以购买服装为前提的。另外，在不同

的省份，关于“买一赠一”的行为有不同的规定。例如，河北省

国家税务总局《对于企业征收增值税若干事项实施细则》规

定，若企业有“买一赠一”、返还购物券和用积分销售商品的

行为，应按照如下方法来处理：对于主要物品和赠品不开发

票的，就实际收到的货款征收增值税，企业应该按照各商品

的公允价值来分配其应确认的收入。安微省国家税务总局在

《针对企业征收增值税管理办法》中也规定：企业的“买一赠

一”、返还购物券和积分兑换商品行为不属于无偿赠送，不应

按照视同销售征收增值税。可见，以上两个省份都支持返还

购物券不属于视同销售的观念。

笔者认为，企业的“买一赠一”、返还购物券和积分购买

商品的行为不属于无偿赠送，故不满足视同销售规定，不应

按照视同销售计算增值税。甲购物商城销售20000元的服装，

需要返还6000元的购物券，只需要按照20000元的销售额来

计算销项税额，增值税的计算如下：

增值税销项税额=20000÷（1+17%）×17%=2905.98（元）

增值税进项税额（按照销售商品和赠送的商品来计算）=

（20000+2000）×（1-40%）÷（1+17%）×17%=1917.95（元）

有的学者认为，如果赠送商品不在发票上注明，那么赠

送的商品就应视同销售，但是国家税务总局对此并没有做出

明确的规定。一般认为，折扣包括商业折扣和现金折扣，但是

在税法规定中的折扣更多的是指商业折扣。现金折扣是为了

让购买者尽快付款的一种优惠行为，现金折扣和商业折扣在

税法中都可以在企业费用中列支。由此可以看出，返还购物

券的销售行为并不属于折扣销售。笔者认为，上文的国税

［1993］154号文件中关于商业折扣的规定并不适用于“买一

赠一”、返还购物券和积分兑换商品的销售行为。

2008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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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中对企业“买一赠

一”的销售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定：企业以“买一赠一”等方式

组合销售商品的，不属于捐赠，应将总的销售金额按照各项

商品的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配其应确认的收入。在本例中，

销售 20000元的服装，返还 6000元购物券的行为，应按照此

方法处理。

销售收入=20000÷（1+17%）=17094.02（元）

销售成本 =（20000 + 2000）×（1- 40%）÷（1 + 17%）=

11282.05（元）

甲购物商城的税负计算如下：

甲购物商城应缴纳的增值税=20000÷（1+17%）×17%-

22000×（1-40%）÷（1+17%）×17%=988.03（元）

甲购物商城应缴纳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988.03×

（7%+3%）=98.80（元）

甲购物商城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20000÷（1+17%）-

22000×（1-40%）÷（1+17%）-1200-98.80］×25%=1128.29（元）

现金净流量=20000÷（1+17%）-20000×（1-40%）÷（1+

17%）-1200-98.80-1128.29=3384.88（元）

税负合计=988.03+98.80+1128.29=2215.12（元）

（三）第三种方案

服装不打折，按原价销售，但是在结账的时候返 30%的

现金。当客户按原价购买了价值20000元的服装，商城共应返

还 6000元的电子现金。按照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相关规

定，返给客户的6000元电子现金不属于无偿赠送和公益捐赠

行为，那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这 6000元的现金返还是不

能扣除的。这种情况下甲购物商城的税负计算如下：

甲购物商城应缴纳的增值税=20000÷（1+17%）×17%-

20000×（1-40%）÷（1+17%）×17%=1162.39（元）

甲购物商城应缴纳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162.39×

（7%+3%）=116.24（元）

甲 购 物 商 城 应 缴 纳 的 企 业 所 得 税 =［20000÷（1+

17%）-20000×（1-40%）÷（1+17%）-1200-116.24］×25%=

1380.34（元）

现金净流量=20000÷（1+17%）-20000×（1-40%）÷（1+

17%）-1200-116.24-1380.34-6000=-1858.97（元）

税负合计=1162.39+116.24+1380.34=2658.97（元）

（四）第四种方案

买服装即送围巾的方案。服装不打折，按原价销售，但是

返还30%价值的商品。对于这种方式，当客人购买价值20000

元的服装时，商城需要向买家赠送价值 6000元的围巾。根据

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相关规定，这种行为应属于“买一赠

一”行为，其计算方法和第二种促销方式相似。

销售收入=20000÷（1+17%）=17094.02（元）

销售成本=26000×（1-40%）÷（1+17%）=13333.33（元）

方案四的税负计算如下：

甲购物商城应缴纳的增值税=20000÷（1+17%）×17%-

24000×（1-40%）÷（1+17%）×17%=639.32（元）

甲购物商城应缴纳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639.32×

（7%+3%）=63.93（元）

甲购物商城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20000÷（1+17%）-

24000×（1-40%）÷（1+17%）-1200-63.93］×25%=624.19（元）

现金净流量=20000÷（1+17%）-24000×（1-40%）÷（1+

17%）-1200-63.93-624.19=1872.57（元）

税负合计=639.32+63.93+624.19=1327.44（元）

四、方案优差比较

由上表可知，从税负大小来看，方案一的税负最小，其次

是第二种，最高的是第三种方案。单从这个角度，B2C企业应

选择第一种方案来降低税负。

但是从综合分析视角来看，对选择方案的评价应以净现

金流量为基础。通过各方案现金净流量的比较可知，第二种

促销方案为最优选择，即不打折，按原价销售，但是在支付账

单后返30%的购物券。在第二种促销方案下的现金净流量为

3384.88元，但是其税负为 2215.12元。其次是第四种促销方

案，买即送的方案，不打折，按原价销售，但是赠送 30%价值

的商品。这种促销方案下现金净流量为1872.57元。第三种促

销方案为不打折，按原价销售，但是在结账时候返 30%的电

子现金，这种促销方案下的现金净流量为-1858.97元。由此

可以看出，第三种方式的商业促销方案最差。

考虑到上文所述案例均是笔者参考相关数据资料设计

而出的，可能会与真实情况存在偏差，因此在实务中电商企

业应“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地选择或创新销售方式，促使电

商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都达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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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增值税

290.60

988.03

1162.39

639.32

教育及教
育费附加

29.06

98.80

116.24

63.93

企业
所得税

120.09

1128.29

1380.34

624.19

税负
合计

439.75

2215.12

2658.97

1327.44

现金
净流量

360.25

3384.88

-1858.97

1872.57

四种方案的纳税情况比较 单位：元

□工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