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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解技术成果投资入股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摘要】为了保证“营改增”前后技术入股税收优惠政策的延续性，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投资方可以选择递延纳

税优惠政策，被投资方允许在投资方确认收入前，将技术成果以评估值入账并在税前摊销扣除。正确理

解技术成果投资入股的新优惠政策，有助于降低投资方的风险和税收负担，缓解交易双方恶性的税收博

弈，也为企业税务会计工作者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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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营改增”开始试点，便掀起了以技术

成果投资入股制造业的浪潮，形成制造与服务共生

的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在近些年来取得了

快速的发展，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是增加值的

角度，2010年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值增加值为102478.5
亿元，2014年增加值已增长到 181056.1亿元。二是

就业人数角度，2010 年相关行业的就业人数为

2424.5万人，2014年已增长到3510万人。

2010 ~ 2014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平均增长

速度（名义）为 15.34%，同期GDP平均增长速度（名

义）为 11.18%，前者高出 4.16%；生产性服务业从业

人数平均增长速度为 8.95%，同期服务业就业人数

平均增长速度为3.82%，前者高出5.13%。

两组数据都说明了生产性服务业良好的发展现

状，而“营改增”是生产性服务业能够快速发展的重

要原因之一。“营改增”后，行业重复征税的状况得以

改善，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使该行业

不仅可获得流转税的减免，而且在所得税上也可享

受许多优惠。

一、技术成果投资入股所得税的相关政策规定

2016年 5月 1日全面实行“营改增”，取消营业

税，为了保证“营改增”前后技术入股税收优惠政策

的延续性，相关政府部门在这段时间发布了许多文

件以完善税收优惠体系，特别是2016年9月20日发

布的《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

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01
号），该文件于2016年9月1日起生效。

财税［2016］101号文件一方面规定了对符合特

定要求的股权激励允许采用递延纳税的优惠政策，

另一方面明确了投资方可以选择递延纳税优惠政

策，被投资方允许在投资方确认收入前，将技术成果

以评估值入账并在税前摊销扣除。

（一）政策背景

全面实行“营改增”前，为了鼓励科技创新和技

术成果转化，财税部门出台的技术成果投资入股税

收优惠政策主要有《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货

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4］116号）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非

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41号）两个文件。

1. 对于投资方而言，允许企业或个人五年内分

期纳税；对于被投资方而言，允许其技术成果按公允

价值入账并税前摊销。

2. 上述税收优惠政策虽然缓解了投资方在投

资当期可供纳税现金不足的问题，但在税收实践中，

技术成果投资入股所得税处理仍然存在问题：①技

术成果投资入股后，在取得股权时，投资方按公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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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扣除资产原值及合理税费后缴纳所得税。若被投

资方经营不善，转让股权时，股权价值可能低于原技

术成果公允价值，但相关的股权转让损失不能在计

算所得税前扣除，增加了投资方的风险。②投资方在

投资协议生效并办理股权登记手续时确认收入，被

投资方在投资方确认收入之后，按技术成果的公允

价值入账，双方存在一定的税收博弈，投资方担心股

权贬值，为了降低风险会尽量晚确认收入；被投资方

出于计提摊销以便税前扣除的目的，希望投资方尽

早确认收入。这种恶性的税收博弈会抑制技术成果

的转化。

（二）新政策的核心观点

“营改增”后，财税［2016］101号文件对技术成

果投资入股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做了新的规定。

1. 对于投资方而言，既可以选择现行税收政

策，也可以选择递延纳税的优惠政策。若纳税人选择

递延纳税政策，则准许其在投资当期不缴纳企业所

得税，转让取得的股权时再按规定纳税；对于被投资

方而言，无论投资方选择五年分期纳税还是递延纳

税，都准许其将技术成果以评估值入账并在税前摊

销扣除。

2. 上述的政策规定需要注意两个方面：①技术

成果的范围。上述文件只适用于如专利技术、生物医

药新品种等特定技术成果。②政策适用条件。投资方

企业应当为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而且是将技

术成果所有权让渡给被投资企业，而非技术成果使

用权。

（三）新旧政策的税会处理比较

1. 技术成果投资入股所得税政策比较。对于企

业投资者而言，既可以选择直接减免税优惠，也可以

选择递延纳税优惠。若技术成果价值较小，则企业更

倾向于选择直接减免税优惠，对符合条件的居民企

业转让技术成果收益在500万元以内的，予以免税，

超出 500万元的金额减半计征企业所得税；但是直

接减免税政策存在限额，若技术成果价值很大，则递

延纳税政策带来的税款资金时间价值可能会超过减

免的税额。

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既可以选择五年分期纳

税政策，也可以选择递延纳税政策；递延纳税政策把

投资当期的“专利技术转让行为”和转让取得股权的

“财产转让行为”合而为一，如果技术投资入股后发

生减值，则相关亏损能够在所得税前扣除，这降低了

个人投资者的风险。

2. 技术成果投资入股会计处理比较。财税［2014］

116号文件规定投资方在投资当期确认收入，并以

技术成果的公允价值入账；被投资方在投资方确认

收入后，以技术成果的公允价值入账并在税前摊销

扣除。

财税［2016］101号文件规定投资方可以递延纳

税，投资时先按成本入账，暂时不确认收入；被投资

方允许在投资方确认收入前，将技术成果以评估值

入账并在税前摊销扣除。

第一种处理方法，投资方与被投资方的会计处

理是对称的，投资方确认收入后，被投资方才能将技

术成果入账并计提摊销；第二种处理方法，投资方与

被投资方的会计处理是不对称的，被投资方允许在

投资方确认收入前，将技术成果以评估值入账。

二、案例分析

A公司以其拥有的一项专利技术对B公司（生

产性服务业）进行投资并换取对应价值的股权，A公

司的该项专利技术取得时成本为 100万元，未计提

摊销，评估机构对专利技术进行评估，评估值为500
万元，该项专利技术的公允价值也为500万元。两年

后，A公司转让全部股权并取得价款 700万元。为简

化计算，假设A公司每年应纳税所得额 1000万元

（不包括专利技术的投资与转让，估计未来有足够的

利润抵应税所得）。

（一）2016年9月前的税会处理

1. 投资方的税会处理。

（1）A公司以其拥有的一项专利技术入股B公

司（生产性服务业），并换取对应价值的股权，应当确

认专利技术转让所得，并以该项专利技术的公允价

值记入“长期股权投资”科目。

借：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 500
贷：无形资产——专利技术 100

营业外收入 400
无形资产转让所得确认为营业外收入=500-

100=400（万元），若A选择五年分期纳税，则第一年

确认专利技术转让所得=400×1/5=80（万元），本年

应交企业所得税=（1000+80）×25%=270（万元）。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27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70

当期，A公司以专利技术的成本确定长期股权

投资计税基础，并每年调整。在第一年年末100万元

的基础上调增80万元，根据其计税基础与账面价值

差额 320万元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320×25%=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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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8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80

（2）第二年，确认专利技术转让所得80万元，本

年应交企业所得税=（1000+80）×25%=270（万元）。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27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70

第二年年末，长期股权投资计税基础=180+80=
260（万元），根据其与账面价值差额确认递延所得税

负债=240×25%=60（万元），因此转回递延所得税20
万元。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20
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20

（3）第三年年末，A公司将该股权转让。

借：银行存款 700
贷：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 500

投资收益 200
A公司在第三年年末将股权转让，企业以技术

成果入股，但持股不满五年便将股权转让的，应当在

本纳税年度一次性确认剩余转让所得并纳税。

第三年年末，A公司应确认专利技术转让所得

240万元，本年应交企业所得税=（1000+240）×25%=
310（万元）。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31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310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60
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60

2. 被投资方的税会处理。

（1）B公司取得A公司投入的专利技术，以其公

允价值入账，且税会处理无差异。

借：无形资产——专利技术 500
贷：实收资本 500

（2）如果该项专利技术以 10年期限计提摊销，

则每年允许计提50万元并在税前扣除。

借：制造费用 50
贷：累计摊销 50

（二）2016年9月后的税会处理

1. 投资方的税会处理。

（1）A公司以专利技术投资入股，若选择递延纳

税政策，准予先按专利技术的初始成本入账，在投资

当期不纳税，等到转让该股权时依照相关规定计算

缴纳企业所得税。

借：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 100
贷：无形资产——专利技术 100

（2）第三年年末，A公司将该股权转让。

借：银行存款 700
贷：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 100

投资收益 600
A公司转让股权，应确认财产转让所得=700-

100=600（万元），本年应交企业所得税=（1000+
600）×25%=400（万元）。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4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400

2. 被投资方的税会处理。

（1）B公司接受专利技术投资，该项专利技术成

本100万元，评估值为500万元，应当按成本记入“无

形资产”科目，评估值与成本之间的差额应确认递延

所得税资产=400×25%=100（万元）。

借：无形资产——专利技术 100
贷：实收资本 100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00
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100

（2）第一年，B公司在税前扣除时，编制如下会

计分录，以后年度会计处理方式和第一年相同，直到

摊销期满。

借：制造费用 10
贷：累计摊销 10

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1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10

三、总结

“营改增”前后技术成果投资入股的税收优惠政

策具有良好的延续性，财税［2016］101号文件是对

财税［2014］116号文件和财税［2015］41号文件很好

的补充。投资方可以选择递延纳税优惠政策，被投资

方允许在投资方确认收入前，将技术成果以评估值

入账并在税前摊销扣除，交易双方不对称的会计处

理，是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突破，这种做法可以有

效地降低投资方的风险和税收负担，缓解交易双方

恶性的税收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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