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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

（一）留抵退税概念

留抵退税就是把增值税期末未抵扣完的税额退还给纳

税人。增值税实行链条抵扣机制，以纳税人当期销项税额抵

扣进项税额后的余额为应纳税额。其中，销项税额是指按照

销售额和适用税率计算的增值税额；进项税额是指购进原材

料等所负担的增值税额。当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时，未抵

扣完的进项税额会形成留抵税额。留抵税额主要是纳税人进

项税额和销项税额在时间上不一致造成的，比如：集中采购

原料存货但尚未全部实现销售，投资期间没有收入以及在多

档税率并存的情况下销项适用税率低于进项适用税率等。

在留抵退税政策未出台之前，纳税人的留抵税额主要依

靠自然消化，但因为筹建期、基建期固定资产设备等投入较

大，并且部分行业因为业务的特殊性，留抵会一直持续下去，

纳税人的留抵税额既不能得到相应退还也无法及时消化，会

对纳税人造成较大的资金占用压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

国增值税税制改革中逐渐增加了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的政

策设计。一般性行业留抵退税：2019 年 4 月 1 日开始，凡是

符合条件的一般性行业纳税人，均可申请退还增值税增量留

抵税额。但是，设定了连续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指与 2019

年 3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大于零，且第六个月

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退税“门槛”；同时还设置



2

了只能退还 60%的比例限制。先进制造业留抵退税：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符合条件的先进制造业纳税人可申请退还增

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不再要求“连续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大

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并且将

按增量留抵税额的 60%退税调整为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二）今年留抵退税政策内容

今年新出台的留抵退税政策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

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小微企业和制造业

等行业，并一次性退还其存量留抵税额。主要有以下几大特

点：一是将先进制造业按月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的政策范围扩

大到所有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以及“制造业”、“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

理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六大行业，并作为

一项长期性政策。二是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制造业

等行业企业在 2019 年 4 月 1 日前（留抵退税政策开始实施

时间）形成的存量留抵税额予以退还，即纳税人在获得存量

留抵退税后，将不再有存量留抵税额。三是 2019 年开始实

施的普遍性留抵退税政策，设置了“连续六个月增量留抵税

额大于零，且第六个月不低于 50 万元”的退税门槛，此次

对小微企业阶段性取消这一退税门槛，执行期限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四是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行业留抵退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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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用主体不仅指企业，还包括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个

体工商户。

实施留抵退税政策，意味着把“真金白银”直接退给企

业，短期内财政收支矛盾会凸显；但要考虑到留抵税额即使

短期内不退还，长期依然会通过销项税抵扣，加之中央财政

在此次退税资金上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对地方而言这是一次

难得政策机遇。未来很多企业缴纳增值税时就不会再有抵

扣，并且随着企业度过困难期，效益改善、税基扩大，财政

收支形势会明显好转。

举例说明：一家药企采购设备、原料等，金额为 100 万

元（不含税），增值税率为 13%，共支出 113 万元，其中 13

万元就是进项税额。当企业生产药品后，当期销售额 300 万，

增值税率为 13%，那么销项税额就是 39 万元，企业最终实际

缴纳的增值税为销项减去进项是 26 万元（=39-13）。但是，

如果当期企业销售额只有 50 万元，那么销项税额仅 6.5 万

元，还多出了 6.5 万元的进项税额，即留抵税款。2019 年 4

月前的规则是，这部分留抵税款可以用于下一个纳税期限的

抵扣，如果仍抵扣不完，可以一直往后延续，直到被抵扣完。

很明显，这会造成企业现金流紧张，尤其是对于很多回

款周期都相对漫长的研发型企业更是如此。比如生物医药行

业企业，前期投入巨大，需采购设备、研发器材、试剂耗材

等，不停投入产生大量“进项税”；而另一方面，新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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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年磨一剑，可能多年都不会产生“销项税”，大量留抵

就此产生。而今年新的留底退税政策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小微

企业和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存量留抵税额一次性予以退还，通

过提前返还尚未抵扣的税款，增加企业现金流，缓解资金回

笼压力。

二、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费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联合发布《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

部关于延续实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费有关

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2 号)，制造业

中小微企业可延缓缴纳 2021 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和 2022 年

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部分税费。

2021 年 10 月，两部门就曾发布关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延缓缴纳 2021 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延缓

缴纳的税费包括所属期为 2021 年 10 月、11 月、12 月（按

月缴纳）或者 2021 年第四季度（按季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除外）、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及

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不包

括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时缴纳的税费。符合公告规定条

件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在依法办理纳税申报后，制造业中

型企业可以延缓缴纳规定的各项税费金额的 50%，制造业小

微企业可以延缓缴纳规定的全部税费。延缓缴纳期限为 3 个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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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发布的公告显示，缓缴期限在原先 3 个月基础上，

继续延长 6 个月。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2021 年第四季度延缓

缴纳的税费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后、公告施行前已缴纳入库

的，可自愿选择申请办理退税（费）并享受延续缓缴政策。

公告规定，延缓缴纳 2022 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部分

税费包括所属期为 2022 年 1 月、2 月、3 月、4 月、5 月、6

月（按月缴纳）或者 2022 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按季缴

纳）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

及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不

包括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以及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时缴

纳的税费。延缓缴纳期限为 6 个月。

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今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

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对小规模纳税人阶段性免

征增值税”。经国务院批准，3 月 24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

联合制发了《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

征增值税的公告》（2022 年第 15 号），明确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

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 500万

元及以下。从政策规定可以看出，今年对小规模纳税人的优

惠力度进一步加大，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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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由原减按

1%征收率征收，改为直接免征增值税，也就是说，叠加现有

的起征点等增值税优惠政策，除少数适用 5%征收率的业务

外，免税政策几乎覆盖所有小规模纳税人，优惠力度非常大。

四、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2 年第 13 号），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

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中，小型

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

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等条件的企业。

去年出台的《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

惠政策的公告》（2022 年第 12 号），对小型微利企业年纳

税所得额 100 万元以下的部分，减按 12.5%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目前，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

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分别减按 12.5%、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举例说明：某公司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2022 年第二

季度申报应纳税所得额为 300 万元，则该企业二季度需要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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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企业所得税 12.5 万元（=100*12.5%*20%+（300-100）

*25%*20%），比之前少缴纳 10 万元，税负从由 7.5%下降到

4.2%。

五、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将科技型中小企业

加计扣除比例从 75%提高到 100%。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

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

计扣除比例的公告》(2022 年第 16 号)指出，科技型中小企

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

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国家为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

持科技创新而给予企业的一项所得税优惠政策。加计扣除是

企业所得税的一种税基式优惠方式，一般是指按照税法规定

在实际发生支出数额的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作为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的扣除数额，其中对企业的研发支出实施加

计扣除则称之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2017 年，我国推出允许科技型中小企业享受 75%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政策。2021 年起，制造业企业可享受 100%研发

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此次政策将优惠辐射到科技型中小企

业，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至 100%，体现了国家对科技

型中小企业的针对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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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假如科技型中小企业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投

入为 200 万元，如按之前 75%比例加计扣除，可在税前实际

扣除 350 万元；比例提至 100%后，可在税前实际扣除 400 万

元。这意味着，企业的加计扣除比例提高了 25%，加计扣除

额就会提高 50 万元，按照科技型中小企业适用 25%企业所得

税率来算，企业相较以前可以少纳税 50×25%=12.5 万元。

六、中小微企业设备器具所得税税前扣除

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中小微企业设备器

具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2022 年第 12 号），

明确其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购置的单位价

值 500万元以上的设备器具可按照一定的比例在税前一次性

扣除。具体政策为：对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最低折旧

年限为 3 年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的 100%可在当年一次性税

前扣除；对最低折旧年限为 4 年、5 年、10 年的设备器具，

单位价值的 50%可在当年一次性税前扣除，其余 50%按规定

在剩余年度计算折旧进行税前扣除。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固定资产应按照

不短于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采取直线法的方式计提折

旧，分年在税前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作为税法规定的一

项优惠政策，是近年来国家鼓励企业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的

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2014 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并逐步完

善了一系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和一次性扣除政策，加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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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设备器具前期的税前扣除金额，减少前期应纳税额，有

效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2018 年，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政

策，明确单位价值 500 万元以下的设备器具允许一次性税前

扣除，但对于单位价值 500 万元以上的设备器具，仍然按照

普适性规定进行正常折旧或加速折旧，尚未允许一次性扣

除，此次出台的政策对 500 万元以上的设备器具可按照一定

的比例在税前一次性扣除。

举例说明：某中小微企业在 2022 年 2 月购进了一项单

位价值为 900 万元的机器，企业按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

10 年计提折旧，则该企业可就单位价值的 50%，也就是 450

万元在 2022 年一次性扣除，其余 450 万元可在剩余 9 年中

计算折旧进行扣除。按照 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来算，相比

之前第一年可少缴纳所得税 90 万元（=（450-9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