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口货物退!免"税是国际贸易中通常采用并

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目的在于鼓励各国出口货物

公平竞争的一种退还或免征间接税!目前我国主要

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的税收措施$ 由于这项制度比

较公平合理% 因此它已成为国际社会通行的惯例$
我国根据本国的实际%采取出口退税与免税相结合

的政策$ 除了部分货物不鼓励出口%因而采取&出口

不免税也不退税’外%其余都享受出口退!免"税政

策(
我国的出口退!免"增值税主要有两种办法)第

一%针 对 生 产 企 业 的&免 抵 退’办 法*第 二%针 对 外

!工"贸企业的&先征后退’办法( 本文主要讨论针对

生产企业&免抵退’办法的缺陷( 本文认为%我国实

行的&免+抵#退’税计算公式与&免#抵#退’税的含

义不符%并没有体现&征多少#退多少#未征不退#彻

底退税’的原则( 可能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关于出

口&免#抵#退’增值税的核心概念( 本文试图在此将

&付现增值税’作为出口&免#抵#退’增值税的一个

核心概念( 该概念的提出%将会有利于出口&免#抵#
退’增值税的征管%能够体现&征多少#退多少#未征

不退#彻底退税’的原则(

一!"免抵退#的实质

&免抵退’是三个&环节’(
!" !免"
&免’是指将出口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环节%对出

口环节不征收增值税( 换言之%出口货物所耗用的

原 材 料#零 部 件#燃 料#动 力 等 所 包 含 的 已 经 支 付

!付现"的进项税额被用于了&免税’项目( 如果不是

用于特殊情况的出口项目%按照正常的理解%该部

分进项税额由于用于免税项目%是不得从当期销项

税额中抵扣的%应做进项税额转出(
#" !抵"
&抵’是一个我们认为非常关键的环节%也是非

常容易混淆的环节%它涉及到本文将论述的&付现

增值税’概念问题(
&抵税’%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是指生

产企业出口自产货物所耗用的原材料# 零部件#燃

料#动力等所含应予以退还的进项税额%抵顶内销

货物的应纳税额(
为什么要规定&抵’这个动作或环节呢. 既然货

物出口本身可以看成是&免税’项目%按照,增值税

暂行条例-规定%&凡用于免税项目的购进货物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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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税劳务!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进项税额"# 而生

产性出口企业将外购货物混合使用!既用于出口项

目!又用于内销货物# 用于内销货物的进项税额!可

以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而用于出口项目的!却不能

从外销中收回! 而在外购当期已经做进项处理了#
也就是说!已经被%抵扣"# 而货物出口本身是%免

税"项目!按照一般情况是不能抵扣的# 这个不能抵

扣的部分如何处理& 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
%无法准确确定该项进项税额的! 按当期实际成本

计算应扣减的进项税额# "也就是说!用于免税项目

的货物中所包含的已%付现"的增值税应该做%进项

税额转出"!其负担应该由企业承担#
但考虑到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对用于%免税

项目"的货物出口!不实行%进项税额转出"的政策!
也就是不由企业承担! 而是由政府或全体国民承

担# 这就是%抵"的实质#
!" !退"
按照现行的管理办法!%退税"是指生产企业出

口的自产货物在当月内应抵顶的进项税额大于应

纳税额!对未抵顶完的部分予以退税# 其实!按照规

范的做法!无论企业是否有出口业务!只要出现企

业的当期应纳税额是负数!都代表企业对税务机关

的%债权"!都应该在当期获得退还!否则该负数顺

延到下期再行抵扣会让企业损失一笔因税务机关

占用企业资金所失去的%利息收入"# 可是!我国在

企业没有出口业务时!出现企业当期的应纳税额是

负数时!是不予退税的# 只有当企业有出口业务时!
才予以考虑# 如果排除这种做法!只要企业当期的

应纳税额是负数都予以退税!那么我们的出口%免

抵退"本文认为也许就不会出现如此烦琐的局面#
二!"免抵退#的关键$$$对"抵#的把握

通过上面的分析!%免抵退"的实质问题是对进

项税额的处理# 而进项税额实质上是企业已%付现"
的增值税额#

#" 如果外购货物全部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用途

如果外购货物)有付现的增值税*全部用于出

口用途!只是表明企业的销项税额为零!应纳税额

为负数# 那么按照国际惯例!出口货物应该以不含

税的面目出现在国际市场上!这时应该由政府退还

给企业的税金即为应纳税额的相反数# 如果外购货

物全部用于出口用途! 且外购时是属于免税购进

)即不含付现的增值税*!只是表明企业的销项税额

和进项税额都为零!应纳税额也为零!当然不存在

退税问题#
$% 如果外购货物部分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用途

)&*如果外购货物部分用于出口用途!我们从

理论上假定可以区分哪些外购货物用于内销!哪些

外购货物用于出口用途# 令用于内销的外购货物已

%付现"的增值税为 ’&!用于出口的外购货物已%付

现"的增值税为 ’$!问题该如何解决& ’& 部分可以从

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抵扣掉!这是毋庸置疑的#’$ 部

分到哪里去了呢& 其实 ’$ 部分在单独考虑时!由于

出口时的销项税额为零! 因此其应纳税额是负数!
且绝对值上等于 ’$!’$ 是企业对税务机关的%债权"!
理应从税务机关处退还# 如果 ’& 部分去抵扣外销货

物的销项税额时! 仍然有销项税额大于 ’& 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 ’$ 接下来去抵扣!其差额即为当期税务

机关应退还企业的资金数# 而这与企业出口时的销

售价格之间没有丝毫的关系#
)$*如果外购货物部分用于出口用途!我们假

定不能区分哪些外购货物用于内销!哪些外购货物

用于出口用途# 问题该如何解决& 上面的分析暗含

着只要我们承认企业已%付现"的增值税!即使企业

没有内销也没有出口的情况下!都代表着企业对税

务机关的%债权"!都应该从税务机关获得退付# 同

样!这与企业出口时的销售价格之间没有丝毫的关

系#
总之!%免抵退"的关键在于我们承认企业外购

货物的进项税额是真实可靠的# 因为’增值税暂行

条例(规定!用于免税项目的外购货物中所包含的

进项税额是不允许抵扣的# 货物出口属于免税项

目!按照这样推理也是不允许抵扣的!但考虑到鼓

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应予以抵扣# 所以!%免抵退"的

关键在于%抵"#
三%如何核算 ’$&&&成本法

’$ 是用于出口的外购货物已%付现"的增值税!
核算 ’$ 具有以下意义+

&% 核算出口货物本身已!付现"了多少增值税#
同时考核出口的绩效

’$ 的核算涉及到出口货物本身已%付现"了多少

增值税!这样做到心中有数# 因为货物是含增值税

的!但究竟含了多少增值税& 如果我们对出口货物

究竟含了多少增值税不清楚!就会对企业与政府的

权益关系不清楚!难免出现多退或少退的问题#’$ 的

!"



核算有利于考核出口的绩效!便于出口退税的统计

研究"
!" 涉及到!出口不免税也不退税"货物的增值

税问题

我国对部分限制或禁止出口的货物!如天然牛

黄#麝香#白银等适用$出口不免税也不退税%的规

定!但是这些货物在以前环节是$付现%了增值税"
政策规定不予抵扣!怎么办& ’增值税暂行条例(中

有类似的做法!用$进项税额转出%的办法" 这里的

$进项税额转出%就是要核算并转出 #!"
$" 涉及到财政体制问题

根据现行财政体制关于增值税的规定!应纳税

额应该在中央税收收入和地方税收收入之间进行

分配" 从理论上讲!已$付现%的 #! 部分在外购地已

经被当地的国家税务局征收了!在外购地已经进行

了中央税收收入与地方税收收入的分配" 现在政府

要退还! 理论上讲! 应该由中央政府退 #! 部分的

%&’!外购地政府退 !&’" 而我国目前的做法在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就退还地点是不准确的!目前采

用由出口地政府承担一部分是不科学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核算 #!"
对于 #! 的核算!问题应该是不大的" 因为我们

仅限于对一般纳税人$免抵退%!而一般纳税人的财

务核算一般来说是健全的" 我们可以采取税务稽查

中 的$逆 查 法%!即 遵 循 从$表% $账% $证%的 方

法" 所谓逆查法!是指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进行税务

稽查时!逆着会计核算的程序检查会计资料!即先

检查会计报表再检查会计账簿最后检查会计凭证

的方法" 采用逆查法检查纳税人的纳税资料!可以

利用财务资料之间的勾稽关系!在较短的时间内发

现问题" 逆查法应侧重于对外购货物*涉及增值税

进项税额+和成本类业务*涉及所得税+的$存在或

发生%稽查" 具体说明如下,
(" $表%
可以稽查出口当期$损益表%中的$产品销售成

本%项目和销售*营业+成本明细表!稽查目标是防

止$高估%出口货物的成本"
!" $账%
交叉稽核当期$产成品%账户的贷方发生额和

$产品销售成本%账户的借方发生额!防止企业人为

高估$产成品%成本" 交叉稽核当期$产成品%账户的

借方发生额和当期产品$生产成本%的贷方发生额!

防止企业人为高估产品生产成本" 交叉稽核当期产

品$生产成本%账户的借方发生额和当期$原材料%#
$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应付工资%#$应付福利

费%#$累计折旧%等账户的贷方发生额!防止企业人

为高估产品生产成本" 特别要警惕涉及到增值税进

项税额的$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等账

户有无高估的现象发生"
$" $证%
用上述相关账户与相关的商品出库#产成品的

入库# 材料等的收发环节的原始凭证进行交叉稽

核!审查是否存在问题"
也就是说!运用逆查法从$表%到$账%到$证%的

稽查路径!一直追查到原材料等外购物品的外购环

节所$付现%的增值税!并将这些增值税在出口份额

和非出口份额之间进行分配"
四!这种办法的优点

(" 正确的核算和稽查路径

$付现增值税%概念的提出!对于我们正确核算

和稽查出口环节的货物已经$付现%的增值税的数

量大小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就会陷

入繁琐的计算程序!以及发生一连串的问题"
!" 避免了公式计算的繁难之处#降低了征纳双

方的成本

对于征税方来说!我们不需要考虑出口时的出

口离岸价格以及外汇人民币牌价等不相干的因素!
直接抵扣" 只是在核算出口退税的绩效时!运用$倒

算法%和$逆查法%进行核算和稽查" 对于纳税方来

说!只要外购是合法的!且没有发生’增值税暂行条

例(第十条第*二+至*六+项所列情况*即用于非应

税项目# 用于免税项目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

费#购进货物发生非正常损失#在产品或产成品发

生非正常损失+!都可以从销项税额中直接抵扣!而

无需繁琐的计算和会计账务处理!从而大大节约征

纳双方的成本!有利于整个社会新创价值的产生"
$" 解决退税的不彻底

目前的出口$免抵退%没有体现$征多少#退多

少#未征不退#彻底退税%的原则" 多征收的一块税

额是$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这可以

从当期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中看出,
当 期 应 纳 税 额)当 期 内 销 货 物 的 销 项 税 额*

*当期进项税额*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

额+*上期留抵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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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上面的公式稍微变形!可以得出结论"当期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等于变相的销项税

额!因此出口企业不但没有彻底退税!反而比内销

企业还多征了相当于#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

扣税额$的税额% 这对于出口企业是不公平的% 最近

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出口产品设置障

碍!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明!我们的制度安排对

出口企业出口货物不但没有彻底退税!反而多征收

了税%

注 释!

! 这里的免税项目是排除掉出口环节的免税项目! 因为出

口环节规定是免税的%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目前

的制度安排中已经有对进项税额如何进行正确核算的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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