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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

1 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公告2020年 第6号   2月1日

2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 第8号     2月6日

3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 第9号    2月6日

4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 第10号    2月6日

5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 第4号   2月10日宝山区小微基地



1

2

3 4

5

6

免征

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免征
留底退税

增值税

免征

进口关税

免征

消费税

随主税减免

附加税费

优惠税种

一次性扣除

延长亏损结转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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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所得税

  其他政策

二

三

一   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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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

全额退还
增量留底

优惠对象：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物资生产企业（省级及以
上发展改革部门、工业和信
息化部门确定名单）

税收优惠：可以按月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
税增量留底税额（以2019
年12月为基数）

免征增值税

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
得的收入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
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
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

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的自产或外购物品

捐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

3月1日至5月底，免征湖北境内
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其他地区
征收率由3%降至1%。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 全额退还增量留底

财税2020年第8号公告：
二、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本公告所称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2019年12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本公告第一条、第二条所称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由省级及以上发展改革部门、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确定。

比较: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

1.自2019年4月税款所属期起，连续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
低 于50万元；
2.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或者B级；
3.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的；
4.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的； 
5.自2019年4月1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的。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 全额退还增量留底

期末留抵退税：

 
2019.4.1 全行业 5个条件 =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60%（与2019.3，6个月） 

2019.6.1 部分先进制造业 5个条件 =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与2019.3，按月） 

2020.1.1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 =增量留抵税额（与2019.12，按月）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 全额退还增量留底

案例：A公司符合增量留底退税条件，2019年3-9月期末留底税额如下：

4-9月期间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海关进
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为781.2万元，同期
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为868万元。计算A公司10月可以申请退还的增量留底
税额。
可申请退还的增量留底税额=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60%

=（65-10）×           ×60%=29.7万元

时   间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期末留底税
额（万元）

10 60 26 17 16 28 65

868
2.781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 全额退还增量留底
案例：
A公司是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2020年1-4月期末留底税额如下：

可申请退还的增量留底税额=增量留抵税额

1月：10-12=-2（不可以申请退税）       2月：60-12=48 （可以申请退税48万元）

3月：26-12=14（可以申请退税12万元）4月：17-12=5   （可以申请退税5万元）

时   间
19年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期末留底税额（万元） 12 10 60 26 17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 全额退还增量留底

账务处理：
我们公司符合增值税留抵退税的条件，收到退回的税款如何做账务处理？

 参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退还集成电路企业采购设备增值税期末留
抵税额的通知》(财税〔2011〕107 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大型
客机和新支线飞机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41 号)规定，纳税人
收到退税款项的当月，应将退税额从增值税进项税额中转出。

账务处理参考如下：

借：银行存款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全额退还增量留底
热点问题：

1 我公司是2019年成立的医用口罩生产企业，目前纳税信用M级。春节期间我公司响应
政府号召提前开工生产，已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请问我
公司能享受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留抵退税政策吗?这项政策对纳税信用级别有
没有要求?
答：能享受政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由省级及以上发展改革部门、工
业和信息化部门确定，对企业的纳税信用级别未做要求。

2“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由省级及以上发展改革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
门确定”。请问，我单位需要同时列入以上两个部门确定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
业名单才能享受增量留抵退税政策吗?
答：不需要。只要进入发改委或者工信部其中一个部门名单即可。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全额退还增量留底
热点问题：

3 我公司是一家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生产企业，已被工业和信息化部确定为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2019年我们办理留抵退税时，需要计算进项构成比例确定退税
额。请问，享受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留抵退税政策的时候，也需要计算进项构
成比例吗?
答：不需要。

4 我公司是医用防护服、隔离服的原材料生产企业，从1月份开始一直在全速生产，目前
已被省工信厅确定为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我公司2019年4月份以后享受过增
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按照之前的规定不能申请增值税留抵退税。请问，我公司可以享受
这次新出台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吗?
答：可以享受。不受《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部分先
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84号）关于
留抵退税条件的限制。因此，你公司可以在8号公告的执行期限内享受疫情防控重点保障
物资生产企业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政策。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1.防疫物资运输收入

财税2020年第8号公告：
三、对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的具体范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确定。

仅限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防疫物资运输收入热点问题：

1 我公司是一家网络平台道路货运经营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从事无车承运业务。疫情

发生以来，我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紧急调配运力，优先保障消杀用品等急需防护物资运输，

分批将医用酒精、84消毒液、医用洗手液等发往湖北等地。请问，我公司能否享受运输疫

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免征增值税政策?

答：《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号印发）规定，无运输工

具承运业务，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是指经营者以承运人

身份与托运人签订运输服务合同，收取运费并承担承运人责任，然后委托实际承运人完成

运输服务的经营活动。

　　你公司提供的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如果承运的货物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确定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则相应取得的货物运输服务收入，可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8号）第三条的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防疫物资运输收入热点问题：

2 我公司是一家航空运输企业，为应对疫情防控，我公司近期执飞的航班，除提供旅客运

输外，飞机腹舱一部分舱位用来运输医疗药品、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红外测温仪、

智能监测检测系统等防疫物资。请问，我公司上述业务可否享受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

资免征增值税政策?

答：你公司运输的医疗药品、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红外测温仪、智能监测检测系统

等物资，如果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确定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那么

就此取得的运输服务收入可按照《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8号）第三条的规定，享受运输疫情防控重

点保障物资免征增值税优惠。当然，顺便提醒的是，你公司提供的旅客运输等其他运输服

务，应按现行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

收入分开核算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2.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
服务取得的收入

财税2020年第8号文：

五、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以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

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

（财税〔2016〕36号印发）执行。

生活服务、快递收派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

（财税〔2016〕36号印发）执行。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2.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
服务取得的收入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轮客渡、公交客运、地铁、城市轻轨、出租车、
长途客运、班 车。班车，是指按固定路线、固定时间运营并在固定
站点停靠的运送旅客的陆路运 输服务。（可以选择简易计税）

生活服务：包括文化体育服务、教育医疗服务、旅游娱乐服务、餐饮
住宿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其他生活服务。居民日常服务，是指主要
为满足居民个人及其家庭日常生活需求提供的服务，包括市容市政管
理、家政、婚庆、养老、殡葬、照料和护 理、救助救济、美容美发、
按摩、桑拿、氧吧、足疗、沐浴、洗染、摄影扩印等服 务。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2.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
服务取得的收入

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

接受寄件人委托，在承诺的时限内完成函件和包裹的收件、分拣、派

送服务的业务活动（隶属现代服务-物流服务）

物业服务：现代服务-商务辅助服务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2.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
服务取得的收入

需要关注的几个要点：
1. 政策适用期从2020年1月起，至疫情结束。

2. 符合免税条件的企业是小规模纳税人，直接免征增值税。

3. 符合免税条件的企业是一般纳税人，这部分收入免征增值税，相应的支出也不

能够抵扣进项税。

4. 免征的增值税计入“其他收益”科目（没启用“其他收益”科目的企业，计入

“营业外收入”）。

5. 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应当开具对应红字发票或者作废原发票，再按规定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并开具

普通发票。（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4号）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2.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
服务取得的收入

关于进项税额的几个问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和《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附件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
第二十七条均规定：
用于免征增值税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2、免征增值税收入对应的进项税额转出金额按以下方法计算：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
二十九条的规定：对于无法划分的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按照免征增值税销售额占
全部销售额的比例计算转出。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当月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
额合计当月全部销月全部销售

额合计非�值增值税应税劳务当月免税项月免税项目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2.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
服务取得的收入

关于进项税额的几个问题：

3、 纳税人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月度之间的购销不均衡，按规定公式计算进项税

额转出额，会出现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实的现象，对此，应如何处理？   

答：对由于纳税人月度之间购销不均衡，按规定公式计算出现不得抵扣的进项税

额不实的现象，税务征收机关可采取按年度清算的办法，即：年末按当年的有关

数据计算当年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对月度计算的数据进行调整（来源于税务总

局官方解答）。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
务取得的收入热点问题：

1 我公司是一家网约车公司，通过组织自营车辆和其他车辆提供客运服务。请问，
我公司是否可以享受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免征增值税政策?

　答：可以享受。（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8号）第五条规定，对纳税人

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的具体范围，

按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号印发）执

行。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包括轮客渡、公交客运、地铁、城市轻轨、出租车、长

途客运、班车。依托互联网服务平台、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的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服务，属于上述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的范围。因此，你公司提供网络

预约出租车服务取得的收入，可以按照8号公告的有关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
务取得的收入热点问题：

2  我公司是一家公交公司，除提供公交客运服务外，还为客户单位提供上下班的
班车服务。请问，我公司运营公交车收入和班车收入都能享受新出台的公共交通
运输服务免征增值税政策吗?　

答：可以享受。（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8号）第五条规定，对纳税人提

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的具体范围，

按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号印发）执

行。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包括轮客渡、公交客运、地铁、城市轻轨、出租车、长

途客运、班车。

你公司提供公交客运、班车服务取得的收入，均可以按规定享受上述免征增值税

优惠。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
务取得的收入热点问题：

3  我公司是一家服务企业，关注到近期国家出台了对生活服务收入免征增值税的
优惠政策。请问生活服务具体包括哪些呢?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8号）第五条规定，对纳税人提供生活

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生活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

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号印发）规定执行。生活服务，是指为满

足城乡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提供的各类服务活动，包括文化体育服务、教育医疗服

务、旅游娱乐服务、餐饮住宿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其他生活服务。你公司可对

照上述增值税税目注释享受相关免税政策。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
务取得的收入热点问题：

4 我公司是一家幼儿培训教育机构，在全国各地有几十家实体店。此次新冠疫情
严重冲击了我们的线下业务，目前只能依靠线上培训业务维持经营。请问在当前
应对疫情的背景下，针对我们这样的企业，国家新出台了什么税收优惠政策吗?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8号）第五条规定，对纳税人提供生活

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生活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

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号印发）执行。培训等非学历教育服务属

于生活服务的范围。因此，你公司提供非学历教育服务取得的收入，可以按规定

享受上述免征增值税优惠。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
务取得的收入热点问题：

5 我单位是一家快递公司，关注到财税部门发布的《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8号）规

定，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可以免征增值税，请问能

够享受免税的快递收派服务具体包括哪些业务呢?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8号）第五条规定，对纳税人为居民提供必

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是指为居民个人快递货物提供的收

派服务。收派服务，是指接受寄件人委托，在承诺的时限内完成函件和包裹的收

件、分拣、派送服务的业务活动。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3.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自产或外购物品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

三、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或者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

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3.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自产或外购物品

比较：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四条　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下列行

为，视同销售货物：（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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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规定，捐赠应当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消费税和相应的附加税（旧）。

财税9号文第三条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至疫情结束期间，符合文件的规定的

捐赠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和相关附加税（新）。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3.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自产或外购物品

货物*服务？

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服务、以
及单位或者个人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或者
不动产，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不视同销
售，不征收增值税。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3.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自产或外购物品

需要关注的几个要点：

1 捐赠渠道：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资格不需要认定公益性社会团体。

• 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由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和民政部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税务和民
政部门每年分别联合公布名单（继续获得+新获得：年度有效）。

• 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根据政府公布的名单）。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3.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自产或外购物品

需要关注的几个要点：

2 捐赠票据：

• 公益性社会组织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出具省级以上（含
省级）财政部门印制并加盖接受捐赠单位印章的《公益事业捐赠统一
票据》或接受捐赠单位印章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联。

• 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计算。捐赠方应当提供注明捐赠非
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证明，如果不能提供上述证明，受赠方不得向
其开具金额。

• 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开具的捐赠接收函。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3.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自产或外购物品

需要关注的几个要点：

3 捐赠物资品类：

•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第三条所指货物并不仅指疫情防

控重点保障物资。而是泛指各类疫区所需物资。例如新闻中最常见的

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蔬菜、肉禽蛋奶，饮水等生活物资，车辆、

汽油等运输物资。宝山区小微基地



一、增值税-免征
3.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自产或外购物品

需要关注的几个要点：

4 捐赠物资对应的进项税额应转出：

• 捐赠物资视同销售，应缴纳增值税，防疫政策提出免税，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前面已经提过）用于免征增值

税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 因此，捐赠物资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需要作转出处理。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自产或外购物品热点问题：

1 我公司通过武汉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向武汉市民捐赠了一批方便食品，以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请问该业务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吗?

答：可以享受。（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以下简称9号公告）第三

条规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公益性社会组

织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或者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

院，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免征增值税。9号公告第

三条规定中的“货物”不仅限于医疗防护物资。你公司通过武汉市人民政府，向

武汉市民捐赠方便食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可按规定享受上述免征增值税优惠。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自产或外购物品热点问题：

2 我公司是一家汽车生产企业，为支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近日向武汉市几家疫
情防治定点医院捐赠了一批中轻型商用客车和小汽车用于防疫，可以享受免征增
值税和消费税优惠吗?
　　

答：可以享受。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第三条规定，

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和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或者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无偿

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及其附加。

因此，你公司向武汉市疫情防治定点医院捐赠了中轻型商用客车和小汽车用于防

疫，可按规定享受上述免税优惠。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自产或外购物品热点问题：

3 我集团是一家综合性集团公司，下属各公司分别经营石油化工、房地产开发、
建筑施工、商贸、物流等。为支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近日集团公司拟向市
慈善总会捐赠一批汽油，用于防疫车辆使用，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优惠
吗?
　　
答：可以享受。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第三条规定，
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和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或者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无偿
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及其附加。
　　
　　汽油属于消费税征税范围，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为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
策，建议通过集团公司下属生产汽油的石油化工企业直接向市慈善总会捐赠汽油。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4.捐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

财政部公告2020年第6号：
为进一步支持疫情防控工作，自2020年1月1日至3月31日，实行更优惠的进口税收政策，现公告如下：
一、适度扩大《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规定的免税进口范围，对捐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
口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1）进口物资增加试剂，消毒物品，防护用品，救护车、防疫车、消毒用车、应急指挥车。
（2）免税范围增加国内有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以及来华或在华的外国公民从境外
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口并直接捐赠；境内加工贸易企业捐赠。捐赠物资应直接用于防控疫情且符合前
述第（1）项或《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规定。
（3）受赠人增加省级民政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省级民政部门将指定的单位名单函告所在地直属海关及
省级税务部门。
无明确受赠人的捐赠进口物资，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华
慈善总会、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或中国癌症基金会作为受赠人接收。
三、本公告项下免税进口物资，已征收的应免税款予以退还。其中，已征税进口且尚未申报增值税进项
税额抵扣的，可凭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增值税进项税额未
抵扣证明》（见附件），向海关申请办理退还已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手续；已申报增
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仅向海关申请办理退还已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消费税手续。有关进口单位应在
2020年9月30日前向海关办理退税手续。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4.捐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
比较：

物资范围：
1衣服、被褥、鞋帽、帐篷、手套、睡袋、毛毯及其他生活必需用品等。

2食品类及饮用水（调味品、水产品、水果、饮料、烟酒等除外）。

3医疗类包括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医疗书籍和资料。其中，对于医疗药品及医疗器械捐

赠进口，按照相关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4直接用于公共图书馆、公共博物馆、各类职业学校、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的

教学仪器、教材、图书、资料和一般学习用品。

5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6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7进口物资增加试剂，消毒物品，防护用品，救护车、防疫车、消毒用车、应急指挥车。

（本次新增）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4.捐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
比较：

捐赠人：

在《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对境外捐赠人无偿向受赠人捐赠的

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基础上新增：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 非营利的慈善救助等社会慈善和福利事业（扶贫济困，教科文卫，污染防治等）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4.捐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
比较：

受赠人：
1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2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初

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国癌症基金会。

3经民政部或省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且被评定为5A级的以人道救助和发展慈善事业为宗旨

的社会团体或基金会。民政部或省级民政部门负责出具证明有关社会团体或基金会符合本

办法规定的受赠人条件的文件。

4省级民政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本次新增）

无明确受赠人的捐赠进口物资，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或中国癌症基金会

作为受赠人接收。

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免征
4.捐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
比较：

免税范围：
（一）境外捐赠人无偿向受赠人捐赠的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二）国内有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以及来华或在华的外国公民从境

外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口并直接捐赠；（本次新增）

（三）境内加工贸易企业捐赠。（本次新增）

因疫情紧急，物
资可先登记放行，
后补办手续。宝山区小微基地



增值税-减税

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

为支持吸纳2亿多人就业的8000多万个体工商户纾困，
会议确定，一是3月1日至5月底，免征湖北境内小规
模纳税人增值税，其他地区征收率由3%降至1%。

关键词：3-5月   小规模纳税人    其他地区    1%宝山区小微基地



宝山区小微基地



THANKS!

宝山区小微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