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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将最低租赁付

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其差额作为未确认融资费

用。可见，税法并未要求计算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而是采

用相对简化的处理方式，以出售前原账面价值作为计税基础。

这比会计准则的规定更直观、简单。

上例中，会计上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按照最低租赁付

款额的现值 3 092 520元确认，但是税法上该固定资产的计税

基础按照出售前原账面价值 2 600 000元确认，由此造成会计

和税法 2010 年到 2012 年每年计提的折旧不同。2010 年到

2012年会计计提折旧金额分别是 830 736.92元（1 030 736.92-

200 000）、830 736.92元（1 030 736.92-200 000）、831 046.16

元（1 031 046.16-200 000），2010年到 2012年税法允许计提

的折旧金额分别是 866 666.67元（2 600 000衣3）、866 666.67

元、866 666.66元。因此，2010年到 2012 年应当分别在会计

利润基础上作纳税调减 35 929.75元、35 929.75 元、35 620.5

元。

（2）融资利息的纳税调整。第 13号公告规定，租赁期间，

承租人支付的属于融资利息的部分，作为企业财务费用在税

前扣除。《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规定，未确认融资

费用应当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进行分摊。承租人应当采取实

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费用。可以看出，在售后回租业

务中，第 13号公告允许承租人将支付的高于售价的部分相当

于承租人融资所负担的融资利息作为财务费用在税前一次扣

除，而会计上需要以实际利率法计算融资利息并在租赁期分

期摊销。因此，第 13号公告规定的处理方法比会计准则的简

单，但是造成税法和会计的差异。

上例中，按照第 13号公告在 2010年确认税法上的融资

利息的金额为 400 000元（1 200 000伊3-3 200 000），税法上

允许作为财务费用一次扣除，2011年和 2012年不再扣除。按

照会计准则 2010年到 2012年以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的财务

费用分别为 247 401.60元、171 193.73元、88 884.67元（见表

2）。因此，2010年应当在会计利润基础上纳税调减 152 598.4

元，2011年和 2012 年应当在会计利润基础上分别纳税调增

171 193.73元、88 884.67元。

综上所述，第 13号公告很好地解决了按原有融资租赁方

式取得的货物无法进行增值税抵扣的问题，减轻了企业的税

负，促进了融资租赁企业的发展，同时按照笔者所述的方法，

企业可以顺利完成相关会计处理和纳税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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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注册会计师《税法》考试有这样一道综合题：

某有机化肥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其生产的化

肥一直享受增值税免税优惠。该企业所生产化肥既作为最终

消费品直接销售给农业生产者，又作为原材料销售给其他化

工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假定销售给农业生产者和其他

化工企业的比例为 3颐7，每吨化肥的不含税售价为 2 500元、

成本为 1 755元（含从“进项税额转出”转入的 255元）。该企

业生产化肥的原材料均从一般纳税人处采购并取得增值税专

用发票。

近日，该企业的总经理与甲会计师事务所某注册会计师

会谈，期间讲了是否放弃享受的增值税免税优惠的问题。为提

请董事会讨论这一问题并作决策，总经理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请注册会计师对于一些问题给予回答。总经理所提问题如下：

（1）对销售给农业生产者和化工企业的化肥，放弃免税优

惠与享受免税优惠相比，增值税的计算有何区别？

（2）以 100吨化肥（30吨售给农业生产者，70吨售给化工

企业）为例，分别计算免税销售、放弃免税销售情况下这 100

吨化肥的毛利，从而得出放弃免税销售是否更为有利？（说明：

因农业生产者为非增值税纳税人，放弃免税后，为不增加农民

负担，销售给农业生产者的化肥含税售价仍为 2 500元/吨，

增值税免税权放弃与否的筹划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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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2010年注册会计师《税法》考试一道综合题的分析和解答，结合对相关政策的介绍，解释了题中涉

及的某些特殊企业放弃增值税免税权的税务筹划问题。此外，本文还阐述了笔者从这道综合题中体会到的注会考试变化趋

势的一些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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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给化工企业的不含税售价为 2 500元/吨。）

（3）假定销售给农业生产者的化肥含税售价仍为 2 500

元/吨，销售给化工企业的不含税售价为 2 500元/吨，以销售

总量 100吨为例，请计算对农业生产者的销售超过多少时，放

弃免税将对企业不利？

很显然，这道题是想让考生认识到题中的有机化肥生产

企业在销售化肥的过程中，面对农业生产者和化工企业两种

不同的客户，应当在计算增值税的过程中权衡是否放弃增值

税免税权，以达到税务筹划的效果。而在这一互斥方案决策的

分析过程中，两种客户销售比例的确认尤为重要。

一、关于增值税纳税人放弃免税权的探究

增值税纳税人可以放弃免税权这一规定源于 2007年 9

月 25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增值税纳税人放

弃免税权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7］127号）。该文件规

定，生产和销售免税货物或劳务的纳税人可以选择放弃增值

税免税权，但要以书面形式提交声明，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且其所放弃的免税权应当是覆盖纳税人生产销售的全部增值

税应税货物或劳务，即不得有选择性地放弃。

那么，为何某些增值税纳税人要放弃国家给予的免税优

惠呢？仔细考虑增值税的计算特点之后，其实也不难理解。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的增值税计算方法是购进扣税法，属

于间接计税。纳税人应纳的增值税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

额。而用于免税项目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其进项税额不

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销售时也一律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以题中的有机化肥生产企业为例，如果享受免税优惠，则

应纳增值税=0（万元）；如果放弃免税优惠，则应纳增值税=

2 500伊13%-255=70（万元）。这正是题中第（1）小问的答案。

从数字上看，似乎放弃免税优惠并非明智之举。但这只是

分析了有机化肥生产企业的增值税应纳税额，而没有考量企

业的最终利润。仅仅根据应纳税额的多寡，无法判断出企业利

润水平的高低。特别是当该有机化肥生产企业面对的客户主

要是化工企业时，情况会变得更为复杂。

放弃免税优惠，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如果进项税额较为可

观，可换来进项税额的扣减，使得生产成本明显下降。从客户

的角度来看，由于销售给化工企业的化肥并非最终产品，而是

下一环节纳税人的生产原材料，因此，一旦化肥享受了免税优

惠，反而会导致其包含的以前环节已经缴纳的增值税不能向

以后的环节转移，而是沉淀为产品成本的一部分。这势必使得

下一环节的纳税人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以维持原有的利润

水平。反过来，在同等条件下，此时下一环节的纳税人显然会

更偏好于放弃免税优惠的原材料，以获得可以抵扣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

以对题中第（2）、（3）小问的解答为例说明如下：

第（2）小问，放弃免税优惠时，有机化肥生产企业的毛

利越［2 500/（1+13%）-（1 755-255）］伊30+［2 500-（1 755-

255）］伊70=91 371.68（万元）；享受免税优惠时，有机化肥生产

企业的毛利越（2 500原1 755）伊（30+70）越74 500（万元）。所以，

放弃免税权更为有利。

第（3）小问，设销售给农业生产者的销售量为 S吨，列出

不等式：

［2 500/（1+13%）-（1 755-255）］伊S+［2 500 -（1 755 -

255）］伊（100-S）-（2 500-1 755）伊100<0

解得 S>88.66，即当对农业生产者的销售超过 88.66吨

时，放弃免税权将对企业不利。

在上题中，88.66吨是放弃免税权与否的临界值。但在实

务中，企业不仅仅要考虑毛利，还要考虑放弃免税权所带来的

对于销售的促进作用，甚至还要顾及其他相关利益。

题中暗含的一个假设是化肥的销量不变。实际上，如上文

所述，企业若选择享受免税优惠，则必然会流失很大一部分的

化工企业客户。如果因为享受免税优惠而使得销售情况欠佳，

进而引发产能过剩、存货积压、员工士气低落和现金流断裂等

潜在风险，那就更是得不偿失了。而对于以题中的化工企业为

代表的客户，往往也会主动给予原材料的供应商或劳务的提

供方适当的补偿。此外，企业还应当考虑到放弃免税优惠之后

正常向当地政府上缴的利税，从而拉近政企关系等隐性收益。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企业是否决定放弃增值税免税权，都

应当慎重决策。因为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

放弃免税权后，36个月（原为 12个月）内不得再申请免税。这

就要求企业在选择是否放弃增值税免税权时，不仅要清楚当

前所处的状况，还要能够合理预期到未来 2 ~ 3年企业内外部

环境的变化。

从立法上看，增值税法的体系虽是基于普遍性征税范围

之构造，却也仍有必要设置一定的减免范围。但是，鉴于免税

项目不一定能够使纳税人受益，制度上应安排允许纳税人放

弃免税权。即在设置减免范围的同时，保留一定的弹性。很多

国家的增值税法都明确规定了纳税人可以放弃免税权，如土

耳其、奥地利、荷兰、瑞典、法国、德国等。

二、注会考试变化趋势的信号

首先，该题在 2010年注册会计师《税法》考试中被列为综

合题的第一题，共有 9小问。在这 9小问中，仅有前 3问（上文

所解答过的小问）属于计算性题目，其余皆为对法律法规认知

的简单考查，且完全可以直接独立作答。这种提问形式的安

排，与历年的税法综合题差异很大，颇有经济法考试综合题的

影子。

其次，此题在计算增值税的过程中同时考查了考生对于

税务筹划的理解，打破了此前普遍认为税务筹划问题难以在

注会考试特别是在综合题中进行较为深入的考查的看法。本

次涉及的增值税免税权，虽然属于比较特殊的税务筹划问题，

但计算并不难。假设下次涉及的是诸如高管薪酬等情况更为

复杂也更为常见的税务筹划问题，那么对于广大注会考生特

别是缺乏实务经验的考生来说，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最后，这道考题也反映了注会考试越来越贴近实务的趋

势。一些题目乍一看很熟悉，但却难以找到对应的法律条文，

而是需要考生基于对法理的认识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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