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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2017］37号文件

“维持原抵扣力度不变”规定浅见

【摘要】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7号）的规

定，自2017年7月1日起，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取消13%的增值税税率。该文件第二条第（二）项、第（三）

项提出了“维持原抵扣力度不变”的税收政策原则与目标，但未明确其适用的抵扣率及进项税额的具体

计算方法，可能引发税收征纳争议，因此有必要明确“维持原抵扣力度不变”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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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为降低相关产业、企业税负，优化增值税税率结

构，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

布《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37号），该文件规定：从2017年7月1日起，将

原按 13%征收增值税货物的税率降为 11%。对一般

纳税人购进农产品业务，在确定其可抵扣增值税进

项税额方面，该文件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规定。

一是根据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专用

缴款书上注明增值税额抵扣；二是根据相关抵扣凭

证按照适用抵扣率计算确定可抵扣进项税额，具体

包括两种情形：①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农产品，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金额

和适用抵扣率计算确定；②收购农产品，按照收购发

票或销售发票注明买价与适用抵扣率计算确定；

③“营改增”期间，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

受托加工17%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维持原扣除

力度不变”原则确定其可抵扣进项税额；④纳税人购

进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实行核定扣除办法的，对

属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部分行业试行农

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的通知》（财税

［2012］38号）第四条第（二）项（试点纳税人购进农

产品直接销售的）和第（三）项（试点纳税人购进农产

品用于生产经营且不构成货物实体的，包括包装物、

辅助材料、燃料、低值易耗品等），应按照“维持原抵

扣力度不变”原则计算其可抵扣进项税额。

可见，财税［2017］37号文件针对两大类农产品

购进业务，制定了以“维持原抵扣力度不变”为原则

的确定其可抵扣进项税额的税收规定。由于该文件

既未明确这两类业务适用的抵扣率，也未规定其可

抵扣进项税额的具体操作办法，可能导致纳税人与

征税机关对此类业务在理解和操作方面存在差异，

可能引发征纳双方的税收冲突，也会导致纳税人增

值税税务风险的增加。本文拟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

分析阐述，尝试厘清财税［2017］37号文件“维持原

抵扣力度不变”的本意，并探讨该类业务可抵扣增值

税进项税额的确定方法，以期为涉及此类实务工作

的纳税人提供参考。

二、对财税［2017］37号文件“维持原抵扣力度

不变”的理解

1. 对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

工适用 17%税率货物的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

变”的理解。对于纳税人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适

用17%税率的货物，在财税［2017］37号文件实施前，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其购进农

产品应按照 13%抵扣率确定可抵扣进项税额，具体

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购进农产品如取得增值税专用

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适用抵扣率为

13%，可抵扣进项税额为抵扣凭证注明税额，金额上

等于抵扣凭证注明不含税价款乘以抵扣率 13%；二

是购进农产品取得销售发票或开具收购发票，同样

适用 13%的抵扣率，按照取得（开具）发票上注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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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乘以 13%确定可抵扣进项税额。纳税人购进农产

品，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适用 17%税率货

物，财税［2017］37号文件施行后，其购进农产品适

用税率从13%降为11%，因此，纳税人所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所注明增值

税额是按 11%税率确定的，在购进农产品买价不变

的前提下，为保证与财税［2017］37号文件实施前购

进农产品按13%抵扣率确定的可抵扣进项税额保持

一致，财税［2017］37号文件实施后，纳税人对所购

进农产品须按照13%比率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

2. 对纳税人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已实行核定

扣除办法下“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的理解。财税

［2017］37号文件规定，对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采取核

定扣除办法的，属于财税［2012］38号文件第四条第

（三）项规定的扣除率调整为按财税［2017］37号文

件第二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执行。财税［2012］
38号文件第四条第（三）项规定为：试点纳税人购进

农产品用于生产经营且不构成货物实体的（包括包

装物、辅助材料、燃料、低值易耗品等），增值税进项

税额按照以下方法核定扣除：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

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耗用农产品数量×农产品平

均购买单价×13%/（1+13%）。可见，根据财税［2012］
38号文件规定，外购农产品用于生产销售上述货

物，无论其适用 13%还是 17%税率，都应按 13%抵扣

率采取核定扣除办法确定其可抵扣进项税额。

笔者认为，财税［2017］37 号文件中，对财税

［2012］38号文件第四条第（三）项业务，需根据外购

农产品生产经营货物所使用税率，区别以下两种情

况来理解“维持原抵扣力度不变”：①将购进农产品

用于生产经营且不构成货物实体的包装物等，该类

货物如适用 17%税率，则应根据财税［2017］37号文

件“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 17%
税率货物的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规定理解，

根据前文分析，该种情形下纳税人应采用 13%抵扣

率按核定扣除办法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②将购进

农产品用于生产经营且不构成货物实体的包装物

等，财税［2017］37号文件实施前，该类货物如适用

13%税率，根据财税［2012］38号文件规定，对于该类

业务，应适用13%抵扣率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财税

［2017］37号文件实施后，由于该类生产经营货物税

率由 13%降为 11%，如果仍采用 13%抵扣率，将导致

购进农产品适用抵扣率高于其生产经营货物税率，

这不符合增值税征税基本原理，加之，该类业务亦不

属于财税［2017］37号文件第二条第（二）项规定情

形，因此，对本类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业务，应适

用11%的抵扣率，即其本身的税率。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财税［2017］37号文件“维

持抵扣力度不变”的规定，是针对农产品税率由13%
税率降为 11%，购进农产品生产经营货物适用税率

维持 17%不变或者降为 11%，为保证农产品税率下

降后纳税人可抵扣增值税力度与财税［2017］37号
文件实施前一致，对生产经营货物维持 17%税率所

购进农产品，仍应按原 13%抵扣率计算可抵扣进项

税额；对生产经营货物税率由17%降为11%的情形，

应选择11%抵扣率。因此，财税［2017］37号文件中第

二条第（二）项、第（三）项所规定“维持原抵扣力度不

变”，其本质要义是指通过设置13%或11%抵扣率来

实现该政策目标。

三、对“维持原抵扣力度不变”可抵扣进项税额

的确定

1. 纳税人购进农产品采取核定扣除办法计算

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通过上述对“维持原抵扣力

度不变”本质的分析，对财税［2017］37号文件中第

二条第（三）项采取核定扣除办法计算购进农产进项

税额业务，应根据其生产经营货物所适用税率，确定

按照13%或11%抵扣率计算进项税额。具体来说，就

是根据财税［2012］38号文件第四条第（三）项规定

的公式计算确定，即：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

项税额=当期耗用农产品数量×农产品平均购买单

价×抵扣率/（1+抵扣率）。通过该公式可以看出，财

税［2017］37号文件实施后，只需根据购进农产品生

产经营货物适用税率选择相应的抵扣率，然后将其

代入上述计算公式即可确定可抵扣进项税额，此类

情形下，抵扣率与购进农产品抵扣凭证以及抵扣凭

证上注明的价款和税款金额没有直接关联。

2. 根据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抵扣凭证计算可抵

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根据财税［2017］37号文件规

定，纳税人根据抵扣凭证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主要

抵扣凭证类型有两大类：一类是增值税专用发票、海

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另一类是农产品收购发

票或销售发票。以下按两大类抵扣凭证分别分析其

可抵扣进项税额的确定。

（1）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等

价税分离的抵扣凭证。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财税

［2017］37 号文件实施后，抵扣凭证记载税率为

11%，为维持原抵扣力度不变，根据前述内容，应按

13%抵扣率计算确定可抵扣进项税额，抵扣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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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基数则成为直接影响可

抵扣进项税额的关键因素，那么，如何确定该计算基

数呢？

笔者认为，应该以抵扣凭证上注明的不含增值

税金额为计算基数。理由如下：

一是根据增值税性质和征税原理，增值税为价

外税，从计算上看，不论是确定销项税额还是进项税

额，其计税依据均应是不含税价款。纳税人购进农产

品，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

书，财税［2017］37号文件实施后，该类抵扣凭证注

明进项税额是按 11%税率确定，为维持原有抵扣力

度，应采取13%抵扣率，在农产品购进价款一定的情

况下，按 13%抵扣率计算的可抵扣进项税额显然要

高于抵扣凭证上注明的进项税额，可见纳税人购进

农产品，其可抵扣进项税额在构成上应包含抵扣凭

证上注明的金额。

二是根据增值税抵扣链条传递原理，销售方的

销项税额即是购买方所承担（支付）的进项税额，财

税［2017］37号文件实施后，纳税人购买农产品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抵扣凭证，该抵扣凭证上注明进

项税额是根据购进农产品适用 11%税率所确定，理

论上讲，纳税人应按其实际承担（支付）的进项税额

（抵扣凭证上注明增值税额）进行抵扣，但是，鉴于农

业行业的特殊性，国家往往制定了相关扶持政策，在

增值税税收政策方面，表现为允许纳税人按照超出

其实际承担（支付）增值税额进行抵扣，超出部分的

可抵扣进项税额（允许超额抵扣进项税额），在性质

上属于税收补贴，纳税人并未实际承担（支付）。因

此，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税收优惠政策规定允许可抵

扣进项税额包含纳税人实际承担（支付）部分和允许

超额抵扣部分，可用公式表示为：购进农产品可抵扣

进项税额=实际承担（支付）进项税额+允许超额抵

扣进项税额，而这两部分进项税额都与抵扣凭证上

注明的不含税价款存在关联，其中“实际承担（支付）

进项税额/不含税价款”等于税率11%，“允许超额抵

扣进项税额/不含税价款”笔者暂称之为“增值税补

贴率”，两项比率合计即为其实际抵扣率 13%，即

“［实际承担（支付）增值税+允许超额抵扣部分］/抵
扣凭证不含税计税额”等于 13%。综上分析，笔者认

为，财税［2017］37号文件中，为实现维持原抵扣力

度政策目标，应根据抵扣凭证上注明的不含税金额

为依据，计算确定其可抵扣进项税额。

有部分学者认为应该以抵扣凭证注明价税合计

金额为基数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笔者认为其不合

理，也不符合财税［2017］37号文件“维持原抵扣力

度不变”的政策目标。一是根据增值税征税原理，用

于计算增值税的依据应是不含税价款，如果按照此

观点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就意味着价税合计中属

于纳税人实际承担（支付）的进项税额也要参与计算

进项税额，其结果是，除纳税人实际承担（支付）进项

税额可抵扣外，还可再以该笔实际承担（支付）进项

税额为基数乘以抵扣率计算超额可抵扣进项税，显

然，该种确定方法存在重复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问题。

二是从定量分析来看，假定不含税买价为单位1，根
据财税［2017］37号文件，抵扣凭证注明增值税额=
1×11%，如采用本观点，其实际抵扣率=（1+11%）×
13%/1=14.43%，可见，其实际抵扣率超过 13%，这与

财税［2017］37号文件维持原有抵扣力度不变的政

策目标不符。

也有学者认为应该采取“抵扣凭证所载价税合

计金额/（1+抵扣率）”作为计算基数，笔者同样认为

其不合理。财税［2017］37号文件实施后，由于抵扣

凭证注明增值税额是按 11%税率确定，在购进农产

品买价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将抵扣凭证上价税合计

金额按 13%抵扣率转化为不含税金额［购进农产品

买价×（1+11%）/（1+13%）］，这会导致按该种方法所

确定的计算基数与财税［2017］37号文件实施前的

计算基数［购进农产品买价×（1+13%）/（1+13%）］不
同，即前者小于后者，由于财税［2017］37号文件实

施前后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抵扣率都是13%，因此，

按照该种观点确定可抵扣进项税额不能实现“维持

原抵扣力度不变”的政策目标。从定量分析来看，假

设纳税人购买农产品抵扣凭证注明不含税金额为单

位 1，则其注明增值税额=1×11%，按本观点确定其

实际抵扣率=（1+1×11%）/（1+13%）×13%=12.77%，

其实际抵扣率低于 13%，不能达到维持原有抵扣力

度不变目标。

通过上述定性、定量分析，笔者认为，纳税人应

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

书等抵扣凭证注明的不含税金额为依据，计算确定

其购进农产品可抵扣进项税额。

（2）购进农产品取得（开具）销售发票或收购发

票。对纳税人购进免税农产品，财税［2017］37号文

件实施前，根据增值税相关规定，应根据其销售发票

或收购发票记载金额乘以13%抵扣率计算可抵扣进

项税额，可见，其计算基数为该类抵扣凭证上注明的

价款（不含税）。对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开具）销

售发票或收购发票，财税［2017］37号文件第二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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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第（五）项均规定“以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

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1%的扣除率计算进项

税额”，为保持该类业务在财税［2017］37号文件实

施前后政策连续性和一致性，笔者认为对财税

［2017］37号文件第二条第（二）项所涉及业务，为维

持原抵扣力度不变，仍然应以该类抵扣凭证注明价

款（不含税）作为基数乘以13%抵扣率计算其可抵扣

进项税额。从定量分析来看，假定农产品买价为单位

1，其可抵扣进项税额=1×13%，则其实际抵扣率=1×
13%/1=13%，能够实现与财税［2017］37号文件“维

持原抵扣力度不变”政策目标一致。

四、案例解析

某一般纳税人食品生产企业，主要从事生产经

营中高档曲奇饼干。该企业 2017年 7月从国外进口

一批小麦原材料，已取得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

书，其注明关税完税价格为200万元、增值税为22万
元（按外汇汇率折算后）。此外，该企业当月国内还发

生以下三项农产品采购业务：①向一般纳税人农业

生产企业购进生产饼干原材料小麦，取得增值税专

用发票，注明价款为500万元，增值税额55万元；②向

一小规模农业生产企业采购鸡蛋，取得税务机关代

开专用发票，注明价款 10万元，增值税额 0.3万元；

③向定点农业生产合作社收购免税鲜牛奶，开具收

购发票，注明价款50万元。假设不考虑其他业务。

解析：由于上述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经营产品

为曲奇饼干，适用17%税率，根据财税［2017］37号文

件第二条第（二）项规定，按照“维持原抵扣力度不

变”原则确定抵扣率为13%，对各购进业务分别确定

其可抵扣进项税额：①进口小麦，其抵扣凭证注明进

项税额为 22万元（适用 11%税率），低于财税［2017］
37号文件实施前相同业务可抵扣进项税额，为维持

原抵扣力度，以抵扣凭证注明价款为计算基数、按

13%抵扣率计算其可抵扣进项税额=200×13%=26
（万元）。②国内购进小麦，抵扣凭证注明进项税额是

按 11%税率确定，低于财税［2017］37号文件实施前

相同业务可抵扣进项税额，为维持原抵扣力度，以抵

扣凭证注明价款为计算依据、按 13%抵扣率计算其

可抵扣进项税额=500×13%=65（万元）。③从小规模

纳税人处购进鲜鸡蛋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

财税［2017］37号文件第二条第（一）项“从按照简易

计税方法依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

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

上注明的金额和 11%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规定

可见，对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农产并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业务，财税［2017］37号文件明确以抵扣凭

证上注明的价款为基数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由于

购进该农产品是用于生产经营适用 17%税率货物，

根据前文所述，应按 13%抵扣率计算其可抵扣进项

税额=10×13%=1.3（万元），该抵扣金额大大高于财

税［2017］37号文件实施前规定所确定能抵扣进项

税额（0.3万元，即抵扣凭证注明税额）。对该种情形，

笔者以为，应根据增值税税收中性原则以及财税

［2017］37号文件整体性和一致性要求来理解，即一

般纳税人不管是向小规模纳税人还是向一般纳税人

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经营或受托委托生产适用17%
税率货物，在根据抵扣凭证计算确定进项税额时，对

来自小规模纳税人的抵扣凭证与来自一般纳税人的

抵扣凭证，在抵扣力度上应该保持一致，即都应采用

13%抵扣率。④收购免税农产品鲜牛奶，其收购发票

金额不含税，仍应按 13%抵扣率计算可抵扣进项税

额=50×13%=6.5（万元）。

如果该企业上述购进农产品业务发生在 2017
年 7月 1日前，其余条件不变，则应根据财税［2017］
37号文件实施前的规定，确定各项购进业务可抵扣

进项税额，具体来说：①进口小麦，适用13%税率，其

可抵扣进项税额=200×3%=26（万元），与抵扣凭证

注明税额一致；②国内购进小麦，适用税率 13%，其

可抵扣进项税额=500×13%=65（万元），与抵扣凭证

注明税额一致；③向小规模纳税人购进鸡蛋，根据增

值税专用发票注明进项税额 3万元抵扣；④收购免

税农产品（鲜牛奶），根据收购发票金额乘以 13%抵

扣率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50×13%=6.5（万元）。

可见，除第③项购进业务外，其余三项业务均能

实现财税［2017］37号文件前后其进项税额抵扣金

额（力度）一致，至于第（3）项业务在财税［2017］37
号文件实施前后可抵扣进项税额出现差异，前文已

作分析，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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