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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物捐赠税收政策的解析及改进建议

【摘要】实物捐赠税收政策对发展慈善事业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在捐赠途径

不同的情况下，我国现行的实物捐赠税收政策并不一致，对应的税负差异也较大。为了使实物捐赠税收

政策更加公平合理，一是要消除因捐赠途径不同导致的税收差异，只要捐赠用于公益事业，都应视为公

益性捐赠，并允许其捐赠支出在所得税前扣除；二是参照股权捐赠税收政策，将公益性实物捐赠的计税

依据由公允价值改为历史成本，并适当延长税前扣除的年限或提高扣除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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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救济过程中，慈善组织和爱心人士的实物

捐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国家为发展公益

事业，对实物捐赠应该少征或不征税。但是，我国把

实物捐赠视同销售，对其征收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多

种税，这极易加重企业税收负担，势必会影响捐赠者

的慈善热情，不利于公益事业的发展。有学者比较实

物捐赠与货币捐赠的税负差异发现，实物捐赠税负

高于货币捐赠；也有学者认为实物捐赠税前扣除资

格、扣除比例和扣除年限等存在不公平的问题。事实

上，我国实物捐赠税收政策不仅存在税负过重的问

题，而且存在税收政策内在不合理的问题，即不同途

径的捐赠税负不一致。目前的文献尚未从实物捐赠

不同政策的角度，采用计量方法系统比较实物捐赠

的税负差异。这不仅不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当前我

国实物捐赠税收政策的合理性问题，而且很难为制

定内在一致的、合理的实物捐赠税收政策提供有效

的政策改进建议。

一、实物捐赠的税收政策归纳

当前实施的实物捐赠税收政策，多见于税收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和财政部个别文件当中。比如，《增

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将自产、委托加工或

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应视同

销售货物征收增值税。然而在汶川地震时期，政府为

了激励企业实施实物捐赠，制定了临时的优惠政策，

允许自 2008年 5月 12日至 2008年 12月 31日，将自

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捐赠给受灾地区的企业，

免交增值税，而且进项税额不做转出处理。

不仅增值税法将实物捐赠视同销售，企业所得

税法也不例外。《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

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

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

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

者提供劳务；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

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扣除，非公益性的实物捐赠支出不允许

在所得税前扣除。还有例外规定，自 2008年 5月 12
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企业、个人通过公益性社

会团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向汶川受灾地

区的捐赠，允许在当年企业所得税前和当年个人所

得税前全额扣除。

由此可见，我国公益性捐赠与非公益性捐赠的

税前扣除政策有显著区别，这种政策不公平会导致

不同实物捐赠的税负出现较大差异。实物捐赠不仅

存在税收政策不公平的问题，也有税负过重而导致

不合理的问题。

二、不同捐赠途径下企业税负的差异

本文将不同途径的实物捐赠应纳税额与正常销

售情况下的应纳税额进行比较，以检测实物捐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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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负担过重，以及不同捐赠途径下的税负差异。据前

文内容，我国近些年实施的实物捐赠税收政策大致

有如下三类：公益性实物捐赠税收政策、非公益性实

物税收政策以及汶川地震时期的公益性实物捐赠政

策。下面区分三种情况，计算比较每种政策下的税收

负担水平，进而分析实物捐赠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改进建议。

（一）向汶川地区的公益性实物捐赠

2008年汶川地震时期，对灾区的实物捐赠曾实

施过既免征增值税，又允许所得税前全额扣除的特

殊政策，它属于特殊时期的税收优惠政策。

假设某企业年利润总额为 700万元，该利润不

包括下面这项捐赠业务：2008年5 ~ 12月，企业将自

产货物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给汶川地区，该批

货物成本为 100万元，公允价值为 150万元，为生产

所捐实物购入的原材料可抵扣进项税额为8.5万元。

城建税税率 7%，教育费附加 3%，企业所得税税率

25%。不考虑其他税费，除捐赠以外没有其他纳税调

整事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何做账务处理？

实物捐赠应纳税额为多少呢？以下会计分录的货币

单位为万元，下同。

1. 企业对捐赠业务的会计处理。根据前文分

析，向汶川地区的捐赠免征增值税且不必结转进项

税额，并允许捐赠支出在所得税前全额扣除。该项捐

赠会计处理如下：

借：营业外支出 100
贷：库存商品 100

由于捐赠环节免征增值税且不需要结转进项税

额，因此，应纳增值税=0-8.5=-8.5（万元），即此项

捐赠的发生，使当期应纳增值税减少 8.5万元。随着

应纳增值税的减少，当期应纳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

加也会相应减少 0.595万元和 0.255万元。其会计分

录如下：

借：应交税费——应交城建税 0.595
——应交教育费附加 0.255

贷：税金及附加 0.85
税金及附加的减少使利润增加 0.85万元。依据

以上会计处理，可以计算得出企业当期全部业务的

会计利润=700-100+0.85=600.85（万元）。

2. 捐赠应纳税额。因为实物捐赠在企业所得税

法中也视同销售，所以将该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成本

之差作为视同销售货物实现的利润，调增应纳税所

得额50万元。目前捐赠支出在所得税前扣除有两种

不同的观点：一是按会计账面成本扣除（我国税收实

务所采纳的方法），二是按公允价值扣除。计算结果

如表1所示。

如果按会计账面成本计算扣除，则捐赠支出为

100 万元，此时企业共承担各种税金及附加为

153.3625万元；如果按公允价值计算扣除，则企业捐

赠支出为 150 万元，承担的各种税金及附加为

140.8625万元，与按会计账面成本计算扣除相比少

承担12.5万元的税金。

（二）一般的公益性实物捐赠

公益性实物捐赠是指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

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于《公益事业捐

赠法》规定的公益事业的捐赠。符合公益性捐赠认定

标准的实物捐赠，则视同销售货物缴纳增值税，并且

允许捐赠支出在所得税前不超过利润总额12%的部

分据实扣除。假设企业2016年通过公益组织向灾区

捐赠，仍以例 1数据为例，其他条件不变，则其会计

和税务处理如下。

1. 企业对捐赠业务的会计处理。

借：营业外支出 125.5
贷：库存商品 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25.5
该项实物捐赠视同销售计提的销项税额为25.5

万元，其进项税额为 8.5万元，因此应纳的增值税为

17万元，据其计算应交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借：税金及附加 1.7
贷：应交税费——应交城建税 1.19

——应交教育费附加 0.51
企业当期全部业务的会计利润=700-125.5-

1.7=572.8（万元），所得税前允许扣除的捐赠限额=
572.8×12%=68.736（万元）。

2. 捐赠应纳税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

会计成本计算的捐赠支出为125.5万元，捐赠支出在

所得税前仅允许扣除 68.736万元。在以账面成本扣

除的情况下，将 56.764万元结转到未来三年内继续

扣除。按公允价值计算的捐赠支出为 175.5万元，捐

应纳增值税

应纳城建税

应纳教育费
附加

应纳企业所
得税

销项税额-进项税额=0-8.5=-8.5
-8.5×7%=-0.595

-8.5×3%=-0.255

按会计账面
成本扣除

按公允价值
计算扣除

［700 +（150- 100）+ 0.595 +
0.255-100］×25%=162.7125
［700 +（150- 100）+ 0.595 +
0.255-150］×25%=150.2125

表 1 向汶川灾区实物捐赠应纳税额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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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支出在所得税前仍允许扣除 68.736 万元，将

106.764万元捐赠支出结转到以后年度继续扣除。

如表2所示，在两种扣除方法下，当年应交所得

税均为169.891万元。捐赠企业当年共承担各种税金

及附加 188.591万元，与向汶川地震灾区的捐赠（按

账面成本计算时）相比多承担35.2285万元。

（三）具有公益用途的非公益性实物捐赠

税法规定，非公益性实物捐赠视同销售征收增

值税，而且捐赠支出不允许在所得税前扣除。

假设某企业年利润总额为 700万元，该利润不

包括下面这项捐赠业务：2008年5 ~ 12月，企业将自

产货物直接送到汶川地区的灾民手中，该货物的成

本为 100万元，公允价值为 150万元，货物所用原材

料可抵扣进项税额为8.5万元，税率与前例相同。

1. 企业对捐赠业务的会计处理。

借：营业外支出 125.5
贷：库存商品 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5.5
该项实物捐赠视同销售计算的销项税额为25.5

万元，其进项税额为8.5万元，因此应纳增值税为17
万元，据其进一步计算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借：税金及附加 1.7
贷：应交税费——应交城建税 1.19

——应交教育费附加 0.51
据以上会计处理，可以得出企业当期全部业务

的会计利润=700-125.5-1.7=572.8（万元）。

2. 捐赠应纳税额。在计算应纳所得税时，视同

销售调增应纳税所得额50万元，并且捐赠支出不得

在所得税前扣除，具体税额计算见表3。
此时，企业当年共承担各种税金及附加205.775

万元，与汶川地震时期特殊的优惠税收政策相比（按

成本计算时）要多承担 52.4125万元的税金，税负比

一般的公益性捐赠高出 17.184万元，即具有公益用

途的非公益性实物捐赠税负显著高于公益性实物捐

赠。同样向汶川灾区的实物捐赠，因捐赠属性不同，

税负差异也较大。

三、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1. 不同捐赠途径下实物捐赠税负差异较大。

（1）公益性捐赠与非公益性捐赠税负差异较大。

假设没有捐赠业务，企业当年应纳税金为175万元。

如果上述实物不是用于捐赠，而是正常对外销售，企

业应纳增值税为17万元，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为 1.7万元，应纳税所得额=（700+50-1.7）×25%=
187.075（万元），应纳税总额为205.775万元。也就是

说，该货物正常销售时向国家共缴纳 30.775万元的

税金。具有公益用途的非公益性实物捐赠要承担与

实物正常销售相同的税负。

而向汶川灾区的公益性实物捐赠税负为

153.3625万元，这个税负水平甚至低于无捐赠时的

税负，也就是说，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实物捐赠，企

业不仅没有承担税款，反而获得了税收补贴。而不符

合优惠政策的非公益性捐赠则要承担高额的税负。

（2）不同公益性捐赠税负也不相同。比较汶川地

震时期特殊税收政策与一般的公益性捐赠税收政策

发现，二者虽然都属于公益性捐赠，但享有的政策待

遇不同，从而税负也存在较大差异，这反映出实物捐

赠税收政策不公平的问题。在本案例中，企业当年不

含捐赠业务的利润为 700万元，如果当年利润低于

700万元，或者是当年或以后年度无利润的情况下，

一般的公益性实物捐赠支出可能无法在税前得以扣

除。而汶川地震时期特殊优惠政策允许捐赠支出当

年全额扣除。以利润为基数确定的税前扣除规定，人

为地加剧了公益性捐赠内部的税负不公平的问题。

2. 具有公益用途的非公益性实物捐赠税负不

合理。本文所讲的具有公益用途的非公益性实物捐

赠是指捐赠未通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公益组织实

施，但是确实用于公益用途的捐赠。比如，汶川地震

时期，爱心人士直接送到灾区群众手中的慈善捐赠。

应纳增值税

应纳城建税

应纳教育费附加

应纳企业所得税

销项税-进项税=150×17%-8.5=25.5-
8.5=17
17×7%=1.19
17×3%=0.51
［700+（150-100）-1.19-0.51］×25%=
187.075

应纳增值
税

应纳城建
税

应纳教育
费附加

应纳企业
所得税

销项税-进项税=150×17%-8.5=25.5-8.5=
17

17×7%=1.19

17×3%=0.51

按会计账面
成本扣除

按公允价值
计算扣除

［700+（150-100）-1.19-0.51-
68.736］×25%=169.891
［700+（150-100）-1.19-0.51-
68.736］×25%=169.891

表 2 一般的公益性实物捐赠应纳税额 单位：万元

表 3 非公益性实物捐赠应纳税额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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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税法中，将此类捐赠归为非公益性捐赠，不仅视同

销售征收增值税等流转税，在计算所得税时其捐赠

支出也不允许税前扣除。在前述案例中，通过公益组

织向汶川地区的捐赠（公益性捐赠）和直接向汶川地

区的捐赠（非公益性捐赠），其税负相差27.184万元。

同样用于救灾的实物捐赠，由于捐赠途径不同，公益

属性有别，税负有着较大差异，这实属不合理。

（二）完善实物捐赠税收政策的建议

综上所述，公益性捐赠税负高低受到利润的限

制、扣除比例的牵制，以及捐赠物公允价值的影响。

要想真正减轻捐赠企业的税负，并解决不同捐赠途

径的税收政策不平等问题，进而激励企业积极参与

慈善事业，必须放宽捐赠扣除比例和扣除基数的限

制性政策，同时解除公允价值对捐赠税负的影响。

1. 将实物捐赠计税依据由公允价值改为历史

成本。公允价值越高捐赠税负越重，公允价值高意味

着实物价值增值较多，需要承担的增值税和所得税

也越多。那么，如果以历史成本代替公允价值作为计

税依据，则可以避免公允价值的增加而给捐赠企业

带来税负上升的问题。我国已在股权捐赠领域采取

了以成本价代替公允价值计价的政策尝试。如《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益股权捐赠企业所得税政

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5号）规定，企业向公

益性社会团体实施的股权捐赠，应按规定视同转让

股权，股权转让收入额以企业所捐股权取得时的历

史成本确定。企业实施股权捐赠后，以其股权历史成

本为依据确定捐赠额，并以此按照企业所得税法有

关规定在所得税前予以扣除。

对实物捐赠征收增值税和所得税时，可以参照

股权捐赠的规定，不再以公允价值为计税依据，而是

以历史成本为计税依据。以历史成本作为实物捐赠

计税依据时，增值额为零，实物捐赠从而不必承担流

转税；不仅如此，计算所得税时，应纳税所得额中的

视同销售利润也会降至零，应纳所得税也会进一步

减少，这会对捐赠企业产生非常显著的减负效果。

2. 延长捐赠支出在税前扣除的时限或提高扣

除比例。在税收实务中，实物捐赠视同销售征收所得

税，要对会计利润做出如下两个方面的纳税调整：一

是将实物公允价值与账面成本的差额视为销售货物

实现的利润调整增加应纳税所得额；二是实物的账

面成本与销项税额合计大于利润总额 12%的部分，

即捐赠支出超过允许税前扣除的部分也要调整增加

应纳税所得额。

当企业发生亏损或利润较低时，捐赠支出有可

能会全部或部分得不到税前扣除。视同销售带来的

销售利润本身没有经济利益流入，如果捐赠成本不

能从利润中扣除，就意味着税法对视同销售的捐赠

业务只确认收入，而不确认费用，这不符合收入费用

相配比的税收原则。

2016年起，我国允许捐赠支出当年得不到抵扣

的部分，结转到未来三年内继续扣除，但是，如果企

业连续亏损，捐赠支出仍有可能得不到扣除。为了避

免此种问题的出现，可以进一步延长捐赠税前扣除

的时限，将抵扣时间由目前的 3年延长到 5年，甚至

允许无限期结转抵扣。或者，提高税前扣除的比例，

把税前扣除比例由当前会计利润的12%提高到利润

的30%或更高，这才有利于减轻企业的税负，激励企

业实施更多实物捐赠。

3. 应放宽公益性捐赠的认定标准。我国税法

中，将捐赠分为公益性捐赠和非公益性捐赠两种，通

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向

公益事业的捐赠被视为公益性捐赠，享受所得税前

按比例扣除或全额扣除的税收政策。否则，被视为非

公益性捐赠的，不允许捐赠支出在税前扣除。

当前的捐赠税收政策过分强调公益的形式，而

忽视公益的本质属性。在救灾等特殊时刻，同样用于

救灾的实物捐赠，由于捐赠途径不同所享有的税收

待遇截然不同，这严重歪曲了税收公平性原则，也导

致了税收负担的不合理问题。笔者认为，只要是向公

益事业的捐赠，不论通过哪种途径捐出，都应享有相

同的税收优惠待遇。即我国税收政策应该放宽公益

性捐赠的认定标准，弱化捐赠途径的限制，强化捐赠

用途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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