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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君（副教授）

对“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的理解及纳税申报表的填列

【摘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7年4月28日联合发布了《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

知》，将税率由五档简并为四档，对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抵扣问题进行规定，但“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的

具体操作方法并不明确。国家税务总局于2017年5月23日发布了《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

公告》，于6月1日又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的解读，进一步明

确了37号文提出的“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以及相关政策执行口径。基于上述文件的具体内容，通过案例

对政策内涵及实务操作要点进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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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回顾

《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37号，简称“37号文”）规定，自 2017年 7月 1
日起，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由原来的五档简并为四

档：基本税率17%、两档低税率11%和6%、零税率，将

农产品（含粮食）、自来水等23种原适用13%税率的

货物税率调整为 11%。37号文还对纳税人购进农产

品取得不同扣税凭证的进项税额如何抵扣等问题进

行了详细的规定，同时为避免因购进农产品进项税

额抵扣减少而增加纳税人税收负担的问题，对农产

品深加工企业购入农产品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

加工 17%税率的货物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重新界

定了农产品销售发票。为配合 37号文的贯彻和落

实，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

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19
号，简称“19号公告”）及解读对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相关栏目进行调整，针对“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给

出了农产品加计扣除进项税额的计算公式。

二、对37号文“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的理解

“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已成为 37号文中一个

突出的亮点。事实上，在 2017年 4月 19日国务院常

务会议上就明确了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购入农产品

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避免扣除率下降而增加企业

税负。“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该如何落实和理解，37
号文并未给出明确的操作方法。笔者认为，“维持原

抵扣力度不变”，就是原先是怎么抵扣进项税额的，

现在也按原来的方法抵扣。

问题是，对于“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中的“扣

除”是专指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上注明的买

价按 13%的扣除率计算扣除，还是取得农产品增值

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或从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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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按照13%
扣除率计算抵扣进项税额？37号文并未明确。笔者

认为，既然该项条款是针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消耗

外购农产品不因扣除率下降而税负增加的一项特殊

的过渡期优惠政策规定，不管取得的是何种形式的

发票（抵扣凭证），均按照原计算抵扣的政策规定依

13%的扣除率抵扣进项税额，这样才能确保农产品

深加工企业不因简并税率而造成税负大幅度增加。

明确了“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所适用的扣除率

为 13%，抵扣进项税额的计算基数的确定就成为一

个关键性的问题。37号文规定按抵扣凭证上注明的

金额作为依据，但是这个金额到底含不含增值税呢？

37号文并未明确。笔者认为应当根据所取得或开具

抵扣凭证的性质分别处理：若取得的抵扣凭证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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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专用发票（或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应按照此类凭证上注

明的不含税金额作为抵扣的依据；若取得的是农产

品销售发票或开具的农产品收购发票，则应按照销

售发票或收购发票上注明的买价作为抵扣依据。需

要注意的是，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上注明的

买价是含增值税的。为进一步明确“维持原扣除力度

不变”的执行口径，19号公告对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进行了调整，并明确了“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的加

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的计算公式，即：加计扣除农

产品的进项税额=当期生产领用农产品已按 11%税

率（扣除率）抵扣税额÷11%×（简并税率前的扣除

率-11%）。公式中“当期生产领用农产品已按11%税

率（扣除率）抵扣税额÷11%”实际上是将已抵扣的税

额还原成不含税农产品的价款，以此作为加计扣除

的依据，简并税率前的扣除率其实就是13%。

根据 19号公告给出的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

额的计算公式，对于“维持原抵扣力度不变”，在实务

中可以分两步计算最终能够抵扣的进项税额。第一

步：若取得的抵扣凭证为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

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可直接按上述凭证上所注明

的税额予以抵扣；若取得的抵扣凭证为税务机关代

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税务机关代开专用发票

上注明的不含税金额乘以11%扣除率计算的税额予

以抵扣（不是按发票上3%征收率计算的税额）；若取

得农产品销售发票或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的，按照

上述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含

税）和 11%的扣除率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第二步，

按照 19号公告给出的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的

公式，计算抵扣当期允许扣除的进项税额。

三、对19号公告纳税申报表调整的分析

19号公告对增值税纳税申报事项进行了调整，

主要是调整了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的两个附表。一是

将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一）（本期销售情况

明细表）中“11%税率”栏次由原来的一栏调整为现

行的两栏：“11%税率的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4a栏）、“11%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4b栏）。其

中：“11%税率的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栏填写

简并税率后 37号文第一条规定的 23类货物，“11%
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栏填写原适用11%税率

的交通运输服务、邮政服务、建筑业服务、基础电信

服务、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和转让无形资产

中的土地使用权服务。通过这一调整，其中简并税率

后由 13%降为 11%的金额和原有适用 11%税率的金

额分开列示。二是将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

（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表）“其他”栏次调整为两

栏：“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8a栏）和“其他”

（8b栏），其中8a栏填写一般纳税人购进的农产品用

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17%税率货物维持原扣

除力度不变的加计扣除的部分，该栏不填写份数和

金额，只填写税额，8b栏的填写与原来相同。

另外，对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 6
栏“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的填写内容也进行

了调整。调整后的第 6栏不仅包括购进免税农产品

依法取得的农产品销售发票和依法开具的农产品收

购发票，还包括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由

主管税务机关代开的专用发票（未分别核算既生产

销售17%税率货物又生产销售其他货物从小规模纳

税人取得税务机关代开的专用发票，应按3%抵扣填

入第1栏“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四、案例分析

例：A肉食品加工厂是一家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7年 7月份进项税额涉及

以下几笔业务：①7月5日从国内一般纳税人外购一

批生猪，用于加工熟食品（17%税率）。取得一般纳税

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发票上注明生猪的价

款为 20000元，税款为 2200元，7月份已通过税务机

关认证。②7月10日从国外进口一批生猪，取得的海

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关税完税价为

30000元，进口环节增值税税额为3300元（已按照外

汇汇率进行折算），该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7月份

已采集上传系统并通过了稽核比对。③7月 20日从

某小规模纳税人处购入一批生猪，全部用于加工熟

食。取得的主管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的金额为 20000元，税额为 600元。④7月 27日
以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方式向某农业生产者收购自

产生猪，用于加工熟食。农产品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

产品买价为 7000元。⑤7月 29日从某一般纳税人购

进农业合作社自产的生猪，取得免征增值税的销售

发票上注明的买价为 5000元，用于加工熟食。假定

上述业务中购进的生猪当月全部投入生产。计算A
肉食品加工厂7月份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1. 进项税额的抵扣。按 37号文的规定，纳税人

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17%税率

货物的应当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

第一步，7月 5日国内外购生猪，按取得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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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2200元予以抵扣，可抵扣

进项税额为 2200元。7月 10日国外进口生猪，按取

得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税额

3300元予以抵扣，可抵扣进项税额为 3300元。7月
20日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入生猪，可抵扣进项税额

为 2200 元（20000×11%），而不是按发票上的税额

600元抵扣，实务中该张税务机关代开的专用发票

仍需认证后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再按扣除率 11%
计算可抵扣的进项税额。7月27日，向农业生产者收

购生猪，按开具的收购发票上注明的买价7000元和

11%的扣除率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7000×11%=
770（元）。7月29日，从农业合作社购进生猪，按取得

的农产品销售发票上注明的买价5000元和11%的扣

除率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5000×11%=550（元）。

第二步，根据 19 号公告，A 肉食品加工厂在

2017年 8月份申报期内申报所属 7月份增值税时可

以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可加计扣除的进项税

额=2200÷11%×（13%-11%）+3300÷11%×（13%-
11%）+2200÷11%×（13%-11%）+770÷11%×（13%-
11%）+550÷11%×（13%-11%）=1640（元）。

2. 纳税申报表的填制。根据19号公告的规定，A
肉食品加工厂8月份申报纳税时需要将业务①中的

2200元进项税额填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

（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以下简称“附表二”）第 2
栏“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栏，将业务②中

的 3300元填入附表二第 5栏“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

缴款书”栏，将业务③中按 11%扣除率计算的 2200
元填入附表二第 6 栏“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

票”栏，将业务④中按 11%扣除率计算的 770元填入

附表二第 6栏“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栏，将

业务⑤中按 11%扣除率计算的 550元填入附表二第

6栏“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栏。另外，A肉食

品加工厂 8月份申报所属期 7月份申报表时，可以

将允许加计扣除的进项税额 1640元填入附表二第

8a栏“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的“税额”栏。结果

见表。

五、总结

19号公告对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进行了调整，并

给出了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

额的计算公式，明确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将加计扣除

农产品进项税额的部分在申报表中进行单独列示，

突出体现了对未纳入农产品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

范围的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

加工17%税率货物“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的政策初

衷和目标。同时，19号公告明确了37号文中关于“维

持原扣除力度不变”政策的执行口径，通过对增值税

纳税申报表及附列资料的填报说明，有效消除了实

践过程中对农产品扣税凭证理解不一致而造成的执

行口径的差异，纠正了实务中政策执行的偏差，有利

于消除征纳双方的矛盾和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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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

项 目

（一）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其中：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前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二）其他扣税凭证

其中：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

代扣代缴税收缴款凭证

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

其他

（三）本期用于购建不动产的扣税凭证

（四）本期不动产允许抵扣进项税额

（五）外贸企业进项税额抵扣证明

当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合计

栏次

1=2+3
2
3

4=5+6+7
+8a+8b

5
6
7
8a
8b
9
10
11

12=1+4-
9+10+11

份数

1

1
3

—

—

—

金额

20000

30000

—

—

—

—

税额

2200
2200

8460

3300
3520

1640

10660

注：第 6 栏中的税额 3520 元分别为业务③中的税额
2200元、业务④中的税额 770元和业务⑤中的税额 550元
之和。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

（本期进项税额明细）
税款所属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纳税人名称：（公章） 金额单位：元至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