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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应交增值税明细表解析

“免抵退”增值税会计处理

【摘要】生产企业一般贸易出口业务增值税“免抵退”相关规定涉及复杂的专业术语和大量的计算公式，适用的账务

处理方法具有较强的特殊性。本文以生产企业一般贸易出口业务为研究对象，在阐述增值税“免抵退”计税原理的基础上，

从会计实务角度，运用应交增值税明细表剖析了一般纳税人当期免抵退增值税的计算和会计核算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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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型出口企业一般贸易出口货物劳务或服务实行增

值税“免抵退”办法，在会计实务上如何进行免抵退增值税的

计算以及相应的账务处理？

本文将根据相关税法政策的规定同时结合会计实务案

例来加以说明。

一、增值税“免抵退”相关指标的计算

增值税“免抵退”涉及税法方面的专业指标的计算，这些

专业指标都有着不同的含义和计算公式，相关文件对这些指

标内涵和计算公式的解释说明非常抽象，本文对此进行具体

的阐释。

（一）“免”的含义

“免”是指生产企业作为一般纳税人，出口和对外提供劳

务，免征外销环节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从税法的角度理解，增

值税实行抵扣制度，如果货物或劳务出口免税时没有销项税

额，则出口的货物或劳务的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因此，“免

抵退”管理办法实质上就是从法律政策的角度认可外销进项

税额可以抵销内销货物的纳税义务，从而保证了增值税抵扣

链条的完整性。

（二）“免抵退税额”的含义及计算

实施“免抵退”政策的目的是减轻企业税负，将企业在国

内采购时已经缴纳的外销进项税额（出口货物或劳务外销前

所耗用采购环节存货包含的已经认证可抵扣的进项税额）退

给企业。因此，出口货物或劳务的免抵退税额不是外销时的

销项税额，而是外销进项税额；从金额上讲，免抵退税额=外

销进项税额=外销货物所耗材料采购金额×退税率。如果当

期购进货物的进项税额能够据实区分清外销进项税额和内

销进项税额，增值税“免抵退”的征纳工作就会相当简单且易

于操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当期采购的原材料等不一定全

部用来生产外销货物，或者当期出口货物耗用了前期的原材

料。当期应退税额与当期外销进项税额在金额上很难一致。

同时，区分外销和内销货物所耗原材料金额需要花费大量的

人力物力，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为避免企业故意混淆内销货物和外销货物所消耗的原

材料骗取出口退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

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号）规定：生

产企业出口货物增值税退（免）税的计税依据为出口货物劳

务出口时发票的实际离岸价（FOB）。因此，免抵退税额=出口

货物劳务的实际离岸价×退税率，外销进项税额=出口货物

劳务的实际离岸价×征税率。以出口货物的离岸价为标准推

算外销货物所耗材料金额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假设，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规定，它是理解“免抵退”政策的关键点。尽管离

岸价可能包括了人工、利润等项目，可能会导致免抵退税额

高于实际的外销进项税额，但是由于实际退税时是按照实际

认证抵扣的进项税额，因此企业不可能获得此部分虚增的应

退税额。

应该指出的是，免抵退税额只是名义上的退税额并不是

实际应退的税额，它是指在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和外销

进项税额相互抵扣前，税务机关按照出口货物实际征税水

平，应退给企业在国内曾经缴纳的部分进项税额，是当期出

口货物和劳务的最高理论退税的限额。

【基金项目】 江苏常州市软科学科技计划项目“基于创新视角的常州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建设研究”（项目编号：

CR20147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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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的含义及计

算

出口货物或劳务虽然原则上免税，当增值税征税率大于

退税率时，企业还是要承担部分税负，即企业要承担当期外

销进项税额中不能退且应该转出的进项税额，该指标就是当

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它不仅会增加出口货物的

应纳增值税义务，同时还会增加企业当期出口货物的经营成

本。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征税率-退税率）×

出口货物劳务的实际离岸价=外销进项税额-免抵退税额。

可见，“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减少了免抵退税

额，剔除了部分外销进项税额。

（四）“免抵税额”的含义及计算

内销业务要纳税，外销业务要退税，税务机关为简化纳

税程序，结算时，用外销业务的退税来抵顶内销业务应纳的

增值税，从而需要计算免抵税额。免抵税额是外销货物免抵

退税额中抵减内销货物销项税额的金额，相抵后若有余额，

则为当期应退给生产企业的税额。当内销进项税额不足抵扣

内销销项税额时，免抵退税额可以用来进一步抵扣内销销项

税额，如果抵扣后仍然有内销销项税额，说明当期需要缴纳

增值税，此时没有实际应退税额，因为此时的免抵退税额全

部为免抵税额。若抵扣后免抵退税额仍然有剩余，此时无须

纳税，剩余差额为企业应享有的实际应退税额。因此，免抵税

额可以通过倒轧的方法计算，即当期免抵税额=免抵退税

额-当期实际应退税额。

当期实际应退税额的确定根据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和当

期免抵退税额孰低原则确定：如果当期免抵退税额小于当期

期末留抵税额，说明当期实际出口退税额为全额的当期免抵

退税额，二者的差额为期末真正的留抵税额。同时，因为外销

业务的退税起到抵顶内销业务的应纳税额的作用，所以免抵

税额金额上就为 0。如果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小于当期免抵退

税额，说明免抵退税额中的一部分用作抵顶内销业务的纳税

额即作为免抵税额，另外一部分作为当期实际应退税额，当

期实际应退税额等于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二者的差额为免抵

税额。综上所述，当期期末有留抵税额是企业享有实际应退

税额的前提条件。

从上述阐释可以看出，免抵退税额在增值税“免抵退”税

法政策中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它是免抵税额和实际应退税额

的总和。总结“免抵退税额”的税法意义见表1。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增值

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年第12号）的有关规定，生产企业应该自报关单上载明

的货物出口日期的次月起到下一年度的 4月 30日前的各增

值税申报期内收齐出口退税凭证，向税务机关办理“免抵退”

增值税申报。若凭证信息未收齐，不得申报免抵退税。申报期

截止日实际上可以理解为4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

二、生产企业一般贸易出口免抵退增值税的会计处理

（一）免抵退增值税的主要账户设置

出口生产企业一般纳税人在增值税“免抵退”的账务处

理过程中，主要应设置“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和“应交

税费——未交增值税”两个二级明细账户，同时，在“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科目下设置“进项税额”、“销项税额”、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出口退税”、“进项税额转

出”、“转出多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等三级明细账户。

（二）生产企业一般贸易出口“免抵退”增值税的会计核算

生产企业一般出口贸易涉及增值税“免抵退”的会计核

算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

税额”的核算；第二，当期实际应退税额和免抵税额的核算；

第三，当期应纳税额的核算。

1.“当期免抵退税额中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的核算。在

会计处理上，“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作为当期

进项税额的抵减项目，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转出）”贷方专栏中核算；另外，“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

抵扣税额”增加了企业经营的成本，因此在“主营业务成本”

借方核算。

2. 当期应退税额和免抵税额的核算。在会计处理上，出

口退税的来源是生产企业产品劳务以及服务在外销前所消

耗的原材料中包含的进项税额，根据记账反向原理，“免抵退

税额”应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的贷方专

栏进行核算。因为免抵退税额必须首先抵减内销业务的销项

税额，因此，免抵税额的核算应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出口抵减内销货物应纳税额”的借方专栏进行。

如果免抵退税额没能全部抵扣内销业务的应纳税额，未

抵扣的差额就成为当期的实际应退税额。当期实际应退税额

是税务机关应退还给企业的以前垫付的资金，在“其他应收

款——出口退税款”科目中核算。

应纳税额

大于0

等于0

小
于
0

当期免抵
退税额大
于期末留
抵税额

当期免抵
退税额小
于期末留
抵税额

“免抵退税额”的税法意义

免抵退税额全额抵顶内销
纳税义务后仍应缴纳本期
增值税，无退税但抵税

免抵退税额全额抵顶内销
业务纳税额，本期不需缴纳
增值税，无退税但抵税

免抵退税额抵顶内销业务
应纳增值税税额后的差额
为应退税额，金额上等于当
期的留抵税额。本期不需要
缴纳增值税，退税并且抵税

免抵退税额全部抵扣内销
业务纳税额。本期不缴纳增
值税有留抵税额，退税但不
抵税

实际应
退税额

0

0

当期期
末留抵
税额

当期免
抵退税
额

免抵
税额

免抵退税
额

免抵退税
额

免抵退税
额——当
期应退税
额

0

表 1 “免抵退税额”的税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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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期应纳税额的核算。期末，企业应将当期期末应纳

税额中应交或多交的增值税 ，从“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三级明细账户“转出多交增值税”或“转出未交增值税”

结转至“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

（三）案例讲解

ABC玩具有限责任公司是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一般纳

税人企业，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该公司主要生产玩具，产品

销往国内外，出口产品实行增值税“免抵退”办法，外币交易

采用业务发生时的汇率，产品退税率为13%。

20×4 年 1 月有关业务如下：①报关离境出口 A 玩具：

FOB离岸价格为30万美元，即时汇率为6.1；②国内玩具A的

销售额为580万元，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③国内采购原材

料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材料的价款为 600万元，材料

已经入库，进项税额 102万元已经认证抵扣；④假设期初“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余额为0。

1月份的账务处理如下：

（1）根据材料采购专用发票的发票联、材料入库单以及

付款凭证等编制的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甲 6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02

贷：银行存款 702

（2）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记账联等相关凭证编制的会

计分录：

借：应收账款（银行存款等） 678.6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98.6

主营业务收入 580

（3）当期报关离境出口A玩具商品，根据外销发票记账

联等相关凭证编制的会计分录：

借：应收账款（银行存款等） 183

贷：主营业务收入 183

（4）月末，计算当期免抵退税不予免征和抵扣税额并编

制会计分录：

当期免抵退税不予免征和抵扣税额=30×6.1×（17%-

13%）=7.32（万元）

借：主营业务成本 7.32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7.32

（5）计算当期应纳税额，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

当期应纳税额=580×17%-（102-7.32）=3.92（万元）

根据增值税申报表核算1月应缴纳当期增值税并编制相

关会计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 3.92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3.92

因为企业1月份没有收齐出口退税的单证，信息不齐全，

所以不得进行增值税“免抵退”申报。

ABC玩具有限责任公司的应交增值税明细账见表2。

为简化分析，下述业务中，仅仅就免抵退税额和免抵税

额编制会计分录，关于国内的购进和销售业务以及当期“免

抵退税不予免征和抵扣税额”的相关会计核算不再编制会计

分录。

该公司 2月有关业务如下：①报关离境出口玩具：FOB

离岸价格为 15万美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 6.25；②内销玩

具销售额280万元；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③国内采购原材

20×4年

月

1

2

3

日

略

略

31

略

略

28

略

略

31

31

31

31

摘 要

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

进项税额转出

本月应纳增值税

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

进项税额转出

免抵退税额

免抵税额

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

进项税额转出

免抵退税额

免抵税额

转出未交增值税

借 方

进项
税额

1020000

680000

527000

出口抵减内销
产品应纳税额

71400

121875

转出未交
增值税

39200

46960

贷 方

销项
税额

986000

476000

510000

进项税额
转出

73200

37500

63960

出口
退税

237900

121875

转出多交
增值税

借或贷

贷

借

贷

平

贷

借

借

贷

平

贷

借

贷

贷

贷

平

余 额

986000

34000

39200

0

476000

204000

166500

71400

0

510000

17000

46960

168835

46960

0

表 2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ABC玩具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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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 400万元，进项税额

68万元已经认证抵扣；④假设1月的出口退税凭证以及相关

信息在本期收齐。

当期免抵退税不予免征和抵扣税额=15×6.25×（17%-

13%）=3.75（万元）

计算当期应纳税额，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

当期应纳税额=280×17%-（68-3.75）=-16.65（万元）

根据收齐的出口玩具的单证和相关齐全的信息，向税务

机关进行免抵退税申报。

免抵退税额=30×6.1×13%=23.79（万元）

根据孰低原则在留抵税额 16.65 万元和免抵退税额

23.79万元中选取留抵税额为应退税额，即留抵税额16.65万

元为实际应退税额，它的含义为在国内已经缴纳的进项税

额，参见表2中的数据。退税后，企业当期应纳增值税税额的

余额为0。

免抵税额=免抵退税额-当期应退税额=23.79-16.65=

7.14（万元），说明名义免抵退税额23.79万元中，7.14万元抵

顶了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16.65万元为税务机关退给

企业的实际退税额。

2月份免抵退增值税的账务处理如下：

根据退税机关审批的《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申报

表》，核算当期免抵退税额和免抵税额，编制的会计分录为：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

税额） 7.14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7.14

借：其他应收款——应收出口退税 16.65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16.65

上述两笔分录也可以合并成：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

税额） 7.14

其他应收款——应收出口退税 16.65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23.79

该公司当年 3月有关业务如下：①报关离境出口玩具：

FOB 离岸价格为 26 万元，汇率为 6.15；②内销玩具销售额

300万元；③国内采购原材料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

价款为310万元，进项税额52.7万元已经认证抵扣；④2月出

口退税凭证以及相关信息在本期收集齐全。

当期免抵退税额不予免征和抵扣税额=26×6.15×（17%-

13%）=6.396（万元）

计算当期应纳税额，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

当期应纳税额=300×17%-（310×17%-6.396）=4.696（万

元）

收齐3月出口玩具的单证，并且信息齐全时，可以向税务

机关进行免抵退税申报。

免抵退税额=15×6.25×13%==12.1875（万元），当期应纳

税额大于 0，说明国内销售的纳税义务为 16.8835 万元

（4.696+12.1875），参见表 2中的数据。免抵退税额全额抵顶

内销应纳税额 12.1875万元，还有 4.696万元未能被抵扣，说

明4.696万元为当期应交纳的增值税；实际应退税额为0。

当期的免抵税额=免抵退税额-当期应退税额=

12.1875-0=12.1875（万元）

退税后企业当期无留抵税额。3月末将“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贷方余额 4.696万元从“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转出未交增值税）”借方转入“应交税费——未交增值

税”的贷方。至此，“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的余额 4.696

万元为当期应纳税额；“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下的明细

账户的余额均为0。

3月份免抵退增值税的账务处理如下：

收齐 3月出口玩具的单证并且信息齐全，向税务机关进

行免抵退税申报。

根据税务机关审批的《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申报

表》，核算当期免抵退税额及应退税额，编制的会计分录为：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

税额） 12.1875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12.1875

根据 3月份增值税申报表核算当期缴纳当期增值税，编

制的会计分录为：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4.696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4.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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