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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扣减增值税优惠政策的会计处理

【摘要】财税［2016］36号附件3就退役士兵和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给予的扣减增值税优惠政策进行了

明确。在介绍该政策及其税收优惠计算方法的基础上，针对受惠纳税人（企业）享受该政策的会计处理问

题，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以期能对实务工作者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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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减增值税是“营改增”试点过渡政策中很特别

的一项税收优惠计算方法，其渊源是 2016年“营改

增”之前国家为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和退役士兵创

业就业，而给于受惠纳税人（企业）的减免征收营业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政策

的优待。时值经济结构调整和“营改增”过渡的重要

时期，预期该政策会在后续出台的政策中进一步完

善，符合受惠条件的纳税人（企业）在数量上也会逐

步增多，无论从税收征管角度，还是从享受税收优惠

的纳税人（企业）自身财务管理角度，都需要加强这

方面的会计核算。但就这一特殊税收优惠计算方法

的会计处理，各类规范性文件既没有正式回应，也鲜

有文章系统阐述。

一、扣减增值税优惠政策及税收优惠计算方法

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财税［2016］36号附件3）第三条规定，商贸企业、服

务型企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

道社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以下简称“受

惠企业”），在当年新增岗位中，新招用符合政策规定

条件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或重点群体人员（以下简

称“受惠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在 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

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定额标准为每人

每年4000元，对于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最高可上浮 50%，对于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

重点群体人员最高可上浮 30%，政策授权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

内确定具体定额标准，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备案。

受惠企业按招用人数和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核

定企业减免税总额——“营改增”扣减增值税优惠政

策规定的受惠企业可以扣减增值税等税种实际应纳

税额的最高限额，这是本文的核心概念。企业减免税

总额的计算公式为：

企业减免税总额=∑每名受惠人员本年度在本

企业工作月份÷12×定额标准

受惠企业在核定减免税总额内每月依次扣减增

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

加。纳税人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以下简称“实际应纳税

额”）小于核定减免税总额的，以“实际应纳税额”为

限；“实际应纳税额”大于核定减免税总额的，以核定

减免税总额为限。纳税年度终了，如果受惠企业实际

减免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

教育附加（以下简称“实际扣减税额”）小于核定的减

免税总额，企业可继续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扣

减企业所得税。当年不足扣减的，不再结转以后年度

扣减。

二、扣减增值税优惠政策的会计处理

1. 核定减免税总额的会计处理。当前扣减增值

税优惠政策征收管理方式为备案减免税管理，受惠

企业自招用受惠人员的次月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并于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当月，持政策规定的材料

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即可。据此，从备案之月开始，

受惠企业即享有一项权利——以按照扣减增值税优



2017.19 财会月刊·51·□

惠政策计算核定的减免税总额为限，通过逐月扣减

增值税等税种实际应纳税额的方式，能够减少利益

流出——使得将来发生的实际应纳税款减少甚至减

至零的税收优惠权，是一项间接增加受惠企业经济

利益流入的权利；政策优惠范围内的企业，只有在招

用受惠人员的事实依法发生并存在的情况下，才会

享有该项税收优惠权。可见，该项权利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2014）和《小企业会计准则》（2013）所定义

“资产”会计要素的基本特征。

进一步分析，该项权利也符合资产确认的条件：

该项权利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保护，与该权利有

关的经济利益是能够流入企业的；受惠企业在享受

该项权利之前就得依据税收优惠政策计算核定减免

税总额，该项权利的价值是能够可靠计量的。据此，

受惠企业应自享受该项权利之日起，将该项权利确

认为一项资产。建议增设“应交税费——可扣减减免

税总额”科目核算该项“资产”的增减变动及余额，借

方数反映能够扣减的减免税总额，贷方数反映当年

每月及本纳税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实际已扣减的

减免税额和纳税年度结束不能结转下年扣减而注销

的可扣减但未扣减的减免税总额的剩余额。同时，该

项权利是基于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而无偿取得的，将

该项权利确认为一项资产的同时，应确认一项利得

——以核定的减免税总额为金额，反映可期待的减

免税利益流入总额；但该利得是否能够完全实现，取

决于受惠企业在可扣减期限内实际应纳税额和汇算

清缴时应纳企业所得税额的大小。所以，建议用“递

延收益——可扣减减免税总额”科目核算该利得的

增减变动及余额，贷方数反映能够扣减的减免税总

额，借方数与“应交税费——可扣减减免税总额”贷

方发生数同步对等记录，反映因每次扣减而实现的

利得数额。年末若有余额，记入“应交税费——可扣

减减免税总额”科目借方，记入“递延收益———可

扣减减免税总额”科目贷方，且两账户年末余额相

等，反映至年末尚未扣减完等待再去扣减本年度汇

算清缴实际应纳所得税额的剩余限额。

综上，受惠企业核定减免税总额时，以核定的

“减免税总额”，借记“应交税费——可扣减减免税总

额”，贷记“递延收益——可扣减减免税总额”；等到

纳税期时或汇算清缴时，以每次实际扣减税额数，借

记“递延收益——可扣减减免税总额”，贷记“应交税

费——可扣减减免税总额”。

2. 实际扣减增值税及其附加税费的会计处理。

每个纳税期到来时，实际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的实际应纳税

额，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以每次实际扣减税额数，将

“应交税费——可扣减减免税总额”和“递延收益

——可扣减减免税总额”科目余额对冲。另一方面，

每次实际扣减税额反映的是“可扣减减免税总额”中

转变为能在纳税申报表上列报的“减免税额”，也反

映了所确认“利得”总额在本扣减期实现的金额；所

以，还应以每次实际扣减税额数，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应交税费——应交城

建税（减免税款）”“应交税费——教育费附加（减免

税款）”等科目，贷记“营业外收入”科目。

3. 汇算清缴时扣减本纳税年度企业所得税的

会计处理。汇算清缴时，按照尚未扣减完的减免税剩

余额与本年度受惠企业所得税实际应纳税额孰低原

则，确定扣减金额。以全部减免税总额的剩余额为

限，将“应交税费——可扣减减免税总额”和“递延

收益——可扣减减免税总额”科目余额对冲；同时，

参照《财政部关于印发〈股份有限公司税收返还等有

关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00］3号）中关于

“收到返还的所得税”会计处理的规定，按实际所扣

减所得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

（减免税款）”科目，贷记“所得税费用”科目。

若受惠企业核定了减免税总额，并以该金额分

别借记“应交税费——可扣减减免税总额”科目和贷

记“递延收益——可扣减减免税总额”科目后，本年

度没有任何可以扣减的实际应纳税额，或做了部分

扣减，在年度末预期无可扣减的应纳企业所得税额

的情况下，以核定减免税总额或者其剩余额，将“应

交税费——可扣减减免税总额”和“递延收益——可

扣减减免税总额”科目余额对冲，编制资产负债表时

这两个科目无余额。若在年度末预期有可以扣减的

应纳企业所得税额，保留“应交税费——可扣减减免

税总额”和“递延收益——可扣减减免税总额”科目

的年末余额，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将它们分别列入

“其他流动资产”和“其他流动负债”项目。

对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受惠企业，由于其会

计信息的影响范围大，所以应按上述方法进行会计

处理。对于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受惠企业，考虑到

简化核算、节约成本和会计重要性原则，可不考虑

“减免税总额”所含权利内容对受惠企业财务状况的

影响，不用设置“应交税费——可扣减减免税总额”

和“递延收益——可扣减减免税总额”科目。在每月

实际扣减时，可直接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减免税款）”“应交税费——应交城建税（减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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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应交税费——教育费附加（减免税款）”等科

目，贷记“营业外收入”科目。

三、扣减增值税优惠政策会计处理应用示例

某大型综合商贸股份公司地处省会城市，积极

响应“营改增”税收优惠政策，2016年4月在新增岗

位招用符合条件重点群体就业人员 350人，该公司

所在省份扣减增值税优惠政策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6000元，按所招录人员工作期为 2016年 5月 1日至

12月31日计算核定本年度减免税总额如下：

本年度企业减免税总额=∑每名受惠人员本年

度在本企业工作月份÷12×定额标准=350×8÷12×
6000=1400000（元）

假设该公司2016年5月1日起各月可以扣减的实

际应纳税额如下表所示。该公司截至2016年年末能

够扣减的实际应纳税额累计数为 573731.2元，小于

核定的减免税总额1400000元，尚有剩余额826268.8
元。假设该公司2016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确

定的实际应纳企业所得税额为1800000元。

根据上述资料，该公司享受增值税扣减优惠政

策各环节应进行如下会计处理：

2016年5月：借：应交税费——可扣减减免税总

额 1400000；贷：递延收益——可扣减减免税总额

1400000。
2016年 5月、6月无可以扣减的实际应纳税额，

不做会计分录。

2016年 7月扣减增值税等实际应纳税额合计

95849.6元。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

85580、——应交城建税（减免税款）5990.6、——教

育费附加（减免税款）2567.4、——地方教育费附加

（减免税款）1711.6；贷：营业外收入95849.6。
同时，还要编制减免税会计分录：

借：递延收益——可扣减减免税总额 95849.6；
贷：应交税费——可扣减减免税总额95849.6。

按上述会计处理类推，进行 2016年 8 ~ 12月各

月的会计处理。2016年年末编制资产负债表时，将

“应交税费——可扣减减免税总额”科目借方余额

826268.8元计入其他流动资产列报，“递延收益——

可扣减减免税总额”科目贷方余额 826268.8元计入

其他流动负债列报。

2016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时间为 2017年 1
~ 5月）扣减所得税：借：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

税（减免税额）826268.8；贷：所得税费用826268.8。
同时，编制减免税会计分录：

借：递延收益——可扣减减免税总额826268.8；
贷：应交税费——可扣减减免税总额826268.8。

上述示例全面说明了受惠企业享受扣减增值税

优惠政策各环节的会计处理。实

务当中，也会有年末前即将核定

减税总额扣减完而不涉及所得

税扣减问题的情况；也可能存在

年末前截至某一月末核定减税

总额就已被全部扣减完的情况；

甚或，仅开始扣减的第一个月增

值税实际应纳税额就可把核定

减税总额扣减完。所以，具体进

行会计实务处理时，一定要注

意：“纳税人按企业招用人数和

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核定企业

减免税总额，在核定减免税总额

内每月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财税

［2016］36号附件 3）这一政策规定对具体账务处理

的影响。

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受惠企业的有关会计处理

比较简单，此处不再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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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款所
属期间

2016.05

2016.06

2016.07

2016.08

2016.09

2016.10

2016.11

2016.12

合计

实际应纳税额

增值税
（17%）

-

-

85580.00

95580.00

-

128900.00

45700.00

156500.00

512260.00

城建税
（7%）

-

-

5990.60

6690.60

-

9023.00

3199.00

10955.00

35858.20

教育费附加
（3%）

-

-

2567.40

2867.40

-

3867.00

1371.00

4695.00

15367.80

地方教育费
附加（2%）

-

-

1711.60

1911.60

-

2578.00

914.00

3130.00

10245.20

合计

-

-

95849.60

107049.60

-

144368.00

51184.00

175280.00

573731.20

累计

-

-

95849.60

202899.20

202899.20

347267.20

398451.20

573731.20

-

税款所属期间及实际应纳税额表 金额单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