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8 财会月刊·11·□

加速折旧政策扩围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摘要】从2014年9月到2015年9月，我国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进行了两次扩围，放宽了加速折旧方法的适用条件和

行业范围，让企业可以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本文基于扩围后的新政策，利用现金流量折现模型验证了加速折旧法的税收

优惠效果，并结合长春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环境，分析了新政策对公司所得税的影响及其在公司中的实际

应用情况，并提出对加速折旧方法选择和运用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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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扩围概述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宏观经济增速放缓，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矛盾日益凸显，外部

融资成本不断提高，企业资金出现大面积的紧张局面，这已

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增强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此，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从2014年9月到2015年9月先后颁布

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新政策，即《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5号）和《关于进

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106号），优惠范围也从最初的6大行业演变成现在的

24大行业。这些政策的出台必将对企业的所得税产生深远的

影响，为减轻企业前期投资的税收负担，增强企业资金的流

动性，激发企业加大设备投资、加快设备更新改造以及加强

科研创新的热情，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早在2007年12月6日发布的《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中，

就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方法和条件就作出了规定，该条例

在第 32条明确了：企业用于生产经营的主要或关键固定资

产，符合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或者常年处于强震动、

高腐蚀状态这两个条件之一的，可以采用加速折旧的方法

（年数总和法、双倍余额递减法）或缩短年限法（折旧年限不

能低于税法规定的最低年限的60%）。此外，该条例还规定企

业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一经确定，不能随意变更；税务机关

应实地检查满足加速折旧条件的固定资产使用环境及其状

况。这说明税法对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政策有着苛刻的条件限

制，也导致了绝大部分企业仍然一直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这种状况在 2014年以后的两次折旧政策扩围中得到了较大

改变，使24大行业可以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

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扩围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折旧具有“税收挡板”作用，对于所得税的影响可用以下

现金流量折现模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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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V为固定资产折旧抵税导致的现金流量增加额；

Dn为固定资产第n年的应提折旧额；T为企业适用的所得税

税率；R为企业适用的折现率。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在加速折旧法下，由于折旧抵税

的效应，企业计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时，可以加速扣除或者

一次性全额除，这等同于国家向企业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

缓解企业当期的资金支付压力，改善现金流状况。

目前的加速折旧方法可以分为三类：①缩短折旧年限

法；②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③一次性全额扣除法。

加速折旧法和直线法最终的折旧总额相等，但直线法每期的

折旧额均匀，而加速折旧法前期折旧额较多，后期较少甚至

为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扩围前后的对比详见表 1。

由于折旧通过成本费用的形式可以在税前扣除，减少利

润的同时也减少了应纳税所得额，具有抵税效应。以机会成

本的理念分析，折旧抵减的税费会导致企业税后现金流量的

增加。下面通过举例分析说明各种折旧方法对企业所得税

（税后现金流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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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甲企业为食品制造业上市公司，属于规定的 18大行

业范围，于 2015年 1月 1日以后购进一台专用于研发的固定

资产，设备原价100万元，预计使用年限为5年，残值为零。该

公司适用的折现率为 8%，所得税税率为 25%。假设企业购入

的固定资产当月就开始计提折旧，并且忽略 100万元的临界

值的影响，企业可以选择加速折旧三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

通过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分析不同折旧方法对企业所得税的

影响，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不论企业采用哪种方法，最终折旧总额

相同，都为 100万元。不同点在于前期折旧确认得越早，税后

现金流量的现值越大，折旧抵税的效应越显著。尤其是一次

性全额扣除法，企业可以在当期将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全部确

认为成本费用，最大限度地获得全部的税后现金流，这对于

资金匮乏且缺少融资渠道的企业无疑是最有利的，然而使用

这种方法的条件限制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表1所示，采用该

方法的固定资产大部分是新购进的研发仪器或设备。此外，

与直线法相比，其他方法都具有节税效果，优惠力度排序依

次为：一次性全额扣除法、缩至 60%年限法、年数总额法、双

倍余额递减法。

三、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在纳税筹划中的运用

2015年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1 ~ 6月的固定资产投资

增加了 73631509.98元，说明公司的生产经营能力在进一步

扩大。同时，其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控制得都比较好，且收入

增长超过成本的增长，利润总额更是大幅度增加（28.85%）。

利润表数据显示业绩很可观，然而现金流量表却没有那么乐

观。公司最近两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和投资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都为负数，仅固定资产投资等支付的现金一项就达

到102920450.40元，占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比例

接近 10%，进一步表明企业新增固定资产的数额相对较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892.08%，

说明公司资金链可能出现了问题，进行了大额融资，这会使

得公司控制权发生一定变化或者增加财务风险。

（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税务分析

根据公司 2015年上半年增加的固定资产进行所得税的

纳税筹划，以期为公司找到降低税负的方法。为计算方便，本

文对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统一采用税法上规定的最低折旧

年限，即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办公设备的折旧

年限分别为 20年、10年、4年、3年。其中缩减至 60%年限法

下，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统一缩至原最低折旧年限的 60%，

即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办公设备的折旧年限分

别变为12年、6年、2.4年、1.8年；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

法下，折旧年限保持不变。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适用的所

得税税率为 25%，结合公司固定资产的增加情况，计算不同

折旧方法下每年产生的税后现金流量增加值，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当企业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时，产生的

税后现金流量增加值最大，达到 3480671.69元，是直线法下

扩围后

扩围前

行业

所有行业

所有行业

24大行业中的小微企业

24大行业

无

购入要求

无

新购进

新购进

新购进

无

单位价值

≤ 5000元

≤100万元

>100万元

≤100万元

>100万元

无

无

用途或其他条件

无

专用于研发

专用于研发

研发与生产共用

研发与生产共用

无

技术进步、产品更新快或强震动、高腐蚀

折旧方法

（1）

（1）

（2）、（3）、（4）

（1）

（2）、（3）、（4）

（2）、（3）、（4）

（2）、（3）、（4）

注：“新购进”的含义为财税［2014］75号文件中规定的行业在 2014年 1月 1日以后购进的固定资产，而“新购进”在财税

［2015］106号文件中体现为其规定的行业在2015年1月1日以后购进的固定资产。表中序号（1）、（2）、（3）、（4）分别表示一次性

全额扣除、缩至60%年限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

年限

1

2

3

4

5

总计

直线法

年应提
折旧额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100.00

税后流量
现值

4.62

4.29

3.97

3.68

3.40

19.96

一次全额扣除

年应提
折旧额

100.00

-

-

-

-

100.00

税后流量
现值

24.15

-

-

-

-

24.15

缩至60%年限法

年应提
折旧额

33.33

33.33

33.34

-

-

100.00

税后流量
现值

7.72

7.14

6.61

-

-

21.47

双倍余额递减

年应提
折旧额

40.00

24.00

14.40

10.80

10.80

100.00

税后流量
现值

9.26

5.14

2.86

1.98

1.84

21.08

年数总和法

年应提
折旧额

33.33

26.67

20.00

13.33

6.67

100.00

税后流量
现值

7.71

5.73

3.97

2.45

1.37

21.23

表 1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扩围前后对比

表 2 不同折旧方法下企业所得税优惠比较 单位：万元

□改革探索



2016.28 财会月刊·13·□

的两倍，相当于可以减少约 174万元的所得税费用，可使本

期所得税费用下降约 8%，效果比较显著，但实际上优惠力

度远不止 8%。首先，根据规定公司 2015年以后新购进的单

位价值在 100万元以下的，专用于研发的设备可以一次全

额扣除，由于无法获取公司每项固定资产的价值，故表 3假

定每项固定资产的价值都超过 100万元。此外，单位价值在

5000元以下的所有固定资产也可以在当期全额扣除；对用于

研发的固定资产且采用加速折旧方法形成的折旧费用，仍可

以在税前加计扣除，折旧费用增大的同时也加大了加计扣除

的基数。因此，双倍余额递减法下带给企业的税收优惠是足

够大的。

（二）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建议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当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采用双倍

余额递减法时，可以享受最大的税收优惠。而 2015年上半年

我国宏观经济继续下行，汽车行业增速放缓，正处于稳定增

长阶段的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需要足够的现金流量满足

目前的发展需求。作为一种合理避税行为，纳税筹划可以为

公司降低税收负担提供帮助，增加公司的现金流，减轻融资

压力。下面将依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的税务筹划提出几点建议。

1. 对以前年度持有的单位价值在 5000元以下的固定资

产进行纳税调整。根据财税［2014］75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对

于公司在 2013年 12月 31日以前持有的单位价值在 5000元

以下的固定资产，可以在 2014年 1月 1日以后将其折余价值

在税前一次性全额扣除。按照此规定，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

司可以将以前购买原价不超过 5000元且截至本期未提完折

旧的固定资产，在本期税前全额抵扣，从而最大限度地减轻

公司当期税收负担，减少融资压力。

2. 对于新购置的仪器设备，根据其购买的原始成本和用

途分类进行会计核算。根据财税［2014］75 号文件和财税

［2015］106号文件的规定，对于新购进的单位价值在 5000元

以下的固定资产，可以一次性扣除，而对于新购进的单位价

值在 100万元以下的仪器设备，要根据其是否属于研发或生

产经营用的固定资产，相应采取不同的加速折旧方法。而要

享受这些优惠，公司应对这些资产分别进行会计核算，以降

低纳税申报时的税收风险。

3. 对固定资产在会计和

税法上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

计提折旧。加速折旧新政策

并不要求企业必须在会计和

税法上采用相同的折旧方

法，因此一汽大众汽车有限

公司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的选择，在会计核算上可以

选择直线法，而税法上采用

双倍余额递减法。这是由于税法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可以最

大限度地减少企业的应纳税额，增加现金流。而如果会计核

算采用与税法一致的折旧方法，这样虽然可以减少纳税调整

的麻烦，但也会大幅增加折旧的成本费用，从而减少企业的

会计利润，传递到资本市场上会造成企业股价的波动，使公

司遭受经济损失。

四、结语

本文首先介绍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扩围，说明

了政策扩围前后的变化，随后通过现金流量折现模型验证

了不同折旧方法的税收优惠效果，然后以一汽大众汽车有

限公司作为案例，分析得出该公司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的

节税结果更显著的结论，最后对该公司的纳税筹划提出了几

点建议。

尽管本文的研究认为加速折旧政策的扩围放宽了适用

条件及行业范围，让更多的企业能够真真切切地享受到税收

上的优惠，尤其是那些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和投资初期的中

小企业，加速折旧方法的使用可以促进企业对设备的及时更

新和行业的结构性减税，但这个结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

适用。如：处于亏损状态和税收优惠期的企业，加速折旧不仅

不能给企业带来税收上的好处，相反还会对企业产生负面影

响。此外，折旧方法的选择还应该考虑企业外部的经济因素，

比如通货膨胀、汇率变化、融资成本等。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企

业对加速折旧方法的选择，有待于专家学者在以后作出进一

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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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年增加金额

最低折旧年限（年）

一年后现金流量

直线法

双倍余额递减

年数总和法

缩至60%年限法

房屋建筑物

24368931.00

20

税后现金流量

304611.64

609224.28

580212.64

507686.06

机器设备

45210460.82

10

税后现金流量

1130261.52

2260524.04

2055020.95

1883769.20

运输工具

1546263.74

4

税后现金流量

96641.48

193282.97

154626.37

161069.14

办公设备

2505854.42

3

税后现金流量

208821.20

417642.40

313241.80

348035.34

总 计

73631509.98

-

-

1740335.84

3480671.69

3103091.76

2900559.74

表 3 不同折旧方法下的税负分析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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