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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出口退税率的调整 



第三条第一款：原适用16%税率且出口

退税率为16%的出口货物劳务，出口退税率

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且出口退税率

为10%的出口货物、跨境应税行为，出口退

税率调整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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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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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口退税率调整的内容 



退税率与适用税率一致的 退税率小于适用税率的 

A B 

目前，我国针对出口货物劳务、发生 

跨境应税行为设定的退税率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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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此次深化增值税改革中同步调整出口退税率，仅涉及征退税
率一致的出口货物服务。对于原退税率小于适用税率的，

此次出口退税率不作调整 



？ 

· 

自今年4月1日起，原征税率
和退税率均为16%的出口货
物服务，退税率调整为13%；
原征税率和退税率均为10%

的出口货物服务，退税率调
整为9%  

根据今年的深化增值税改
革方案，自4月1日起，增
值税税率16%的下调为
13%、10%的下调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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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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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新旧征退税率比较表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超过10万元，但
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10万元的，其销售货物、

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额免征增值税。 

序号 原征税率 原退税率 新征税率 新退税率 
1 16% 16% 13% 13% 

2 16% 13% 13% 13% 

3 16% 10% 13% 10% 

4 10% 10% 9% 9% 

5 16% 6% 13% 6% 

6 10% 6% 9% 6% 

7 6% 6% 6% 6% 

8 16% 0 13% 0 

9 10% 0 9% 0 

10 0 0 0 0 

 

 

 

 

 

 

 

 

 

 



第三条第三款：出口退税率的执行时间及出口货物

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时间，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报关出口的货物劳务（保税区及经保税区出口除外），

以海关出口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非报关出口

的货物劳务、跨境应税行为，以出口发票或普通发票的

开具时间为准；保税区及经保税区出口的货物，以货物

离境时海关出具的出境货物备案清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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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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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退税率的执行时间和出口时间的确定 



第三条第二款：2019年6月30日前（含2019年4月1日

前），纳税人出口前款所涉货物劳务、发生前款所涉跨境

应税行为，适用增值税免退税办法的，购进时已按调整前

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前的出口退税率，购进时已

按调整后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后的出口退税率；

适用增值税免抵退税办法的，执行调整前的出口退税率，

在计算免抵退税时，适用税率低于出口退税率的，适用税

率与出口退税率之差视为零参与免抵退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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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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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过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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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征税原税率，退税原税率 

征税现税率，退税现税率 
 

适用增值税免退税办法 

的出口业务（外贸企业） 

+ 

过渡期内两种情形 

一律执行原来的

出口退税率 

适用增值税免抵退税办法

的出口业务（生产企业） 

+ 



生产企业 

具有生产能力（包括加工修理修配能力）
的单位或个体工商户 外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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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不具有生产能力的出口企业 
免、抵、退税：出口环节免征增值税，相
应的进项税额抵减内销应纳增值税额，未
抵减完的部分予以退还。 

免退税：免征出口环节增值税，相应
的进项税额予以退还 



政策释义 

•2019年6月30日前（含4月1日前）出口适用增值税免退税办法
的货物服务（原征退税率均为16%或10%的），购进时已按调
整前的16%（10%）税率征收增值税的，继续按照16%（10%）
的退税率退税；购进时按调整后的13%（9%）税率征收增值
税的，执行13%（9%）的退税率。 

•自2019年7月1日起，出口上述货物服务，购进时已按16%、
13%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13%的退税率；购进时已按10%、
9%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9%的退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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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政策释义 

•2019年6月30日前（含4月1日前）出口适用增值税免抵退税办
法的货物服务（原征退税率均为16%或10%的），继续执行
16%（10%）的退税率。 

•按照这个过渡政策，在过渡期内，生产企业可能出现购入13%

（9%）税率的货物，出口时适用16%（10%）的退税率，按
照有关计算公式计算免抵退税额时，适用税率减去退税率的差
为负数的，要视为零来参与计算免抵退税额。 

• 自2019年7月1日起，出口上述货物服务，执行调整后的13%

（9%）的退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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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政策释义 

•按照这一规定，如果一家外贸企业4月1日前报关出口了一批
适用税率16%（10%）的货物，4月1日之后取得13%（9%）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按照13%（9%）的退税率办理退税,取
得16%（1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执行16%（10%）的退
税率。 

•如果一家生产企业4月1日前报关出口了一批适用税率16%

（10%）的货物，应执行16%（10%）的退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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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39号公告第三条第二款过渡期政策时间表述 

“2019年6月30日前” “（含4月1日前）” 

对应39号公告第九条：本公告自2019年4月1日起执行。 



【问】某外贸企业于2019年3月29日购进一批货物，
取得国内供货企业为其开具的税率为16%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4月8日，又购进一批货物，取得国内供货企
业为其开具的税率为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月30日，
将上述两批货物出口，出口货物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
日期为4月30日。对于这种情况，应如何确定两批出口
货物退税率？    

【答】3月29日购进的出口货物，已按调整前16%的税
率征收增值税，应执行调整前16%的退税率。 

   4月8日购进的出口货物，按照调整后13%的税率征
收增值税，应执行调整后13%的退税率。 

学习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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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问】某生产企业于2019年3月29日购进一批原
材料，取得国内供货企业为其开具的税率为16%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月8日，又购进一批原材料，
取得国内供货企业为其开具的税率为13%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上述两批原材料均用于生产某种出
口货物。4月30日，将该货物出口，出口货物报关
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4月30日。对于这种情况，
应如何确定出口货物退税率？     

【答】应统一按照调整前16%的退税率计算退税
额。  

学习 

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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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问】某外贸企业于2019年3月29日购进一批
货物，取得国内供货企业为其开具的税率为
1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月2日，将货物出口，
出口货物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7月2日。
对于这种情况，应如何确定该批出口货物退税
率？    

【答】2019年7月1日后，统一按照调整后的
退税率，因此，该批出口货物适用13%的退税
率。  

学习 

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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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问】某外贸企业于2019年3月29日报关出口
两批原退税率为16%的货物，4月2日取得其中
一批按16%税率开具的购进货物增值税专用发
票，另外一批是按13%税率开具的购进货物增
值税专用发票，对于这两种情况，应如何确定

出口货物退税率？  
【答】在2019年4月1日前报关出口的货物， 

已按调整前16%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应执行调
整前16%的退税率；按照调整后13%的税率征
收增值税，应执行调整后13%的退税率。 

  

学习 

案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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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离境退税物品 

退税率调整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名称 

1 沈阳赛特奥莱商贸有限公司 18 沈阳兴隆大天地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2 沈阳历峰梵敦商贸有限公司 19 华润（沈阳）地产有限公司 

3 香奈儿（中国）贸易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20 华润置地（沈阳）有限公司 

4 辽宁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限公司 21 辽宁兴隆百货集团有限公司 

5 新世界（沈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2 沈阳新玛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6 沈阳历峰梵敦商贸有限公司和平第一分公司 23 沈阳市睿杰名店管理有限公司 

7 路易威登（中国）商业销售有限公司沈阳和平分公司 24 沈阳故宫旅游服务部 

8 宝格丽商业（上海）有限公司沈阳万象城分公司 25 欧亚集团沈阳联营有限公司 

9 克丽汀迪奥商业（上海）有限公司沈阳万象城分公司 26 辽宁大厦百货商场 

10 路易威登（中国）商业销售有限公司沈阳卓展分公司 27 沈阳荟华楼金店 

11 路易威登（中国）商业销售有限公司沈阳惠工街分公司 28 沈阳中免俪乐廊商贸有限公司 

12 宝格丽商业（上海）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29 沈阳丽盛丰商贸有限公司 

13 沈阳新世界百货有限公司中华路店 30 沈阳市兴隆大家庭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兴隆大奥莱分公司 

14 沈阳兴隆大家庭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31 沈阳兴隆大家庭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兴隆大奥莱分公司 

15 沈阳罕王百货有限公司 32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沈河萃华金店 33 沈阳新一城商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7 辽宁恒隆地产有限公司 34 沈阳恒隆地产有限公司 

辽宁省离境退税商店备案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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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问：什么是离境退税政策？ 

•答：离境退税政策，是指境外旅客在离境口岸离境时，
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退税物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 

•这里的“境外旅客”，是指在我国境内连续居住不超过
183天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离境口岸”，是指实
施离境退税政策的地区正式对外开放并设有退税代理机
构的口岸，包括航空口岸、水运口岸和陆地口岸。“退
税物品”，是指由境外旅客本人在退税商店购买且符合
退税条件的个人物品，但不包括下列物品：（一）《中
华人民共和国禁止、限制进出境物品表》所列的禁止、
限制出境物品；（二）退税商店销售的适用增值税免税
政策的物品；（三）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
规定的其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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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问：境外旅客购物申请离境退税需符合哪些条件？ 

答：(一)同一境外旅客同一日在同一退税商店购
买的退税物品金额达到500元人民币;(二)退税物
品尚未启用或消费; (三)离境日距退税物品购买
日不超过90天;(四)所购退税物品由境外旅客本
人随身携带或随行托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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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问：境外旅客如何申请办理离境退税？ 

答：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的办理流程可分为旅客购物申请
开单开票、海关验核确认、代理机构审核退税三个环节。 

具体来说：（一）旅客购物申请开单开票：境外旅客在退税
商店购买退税物品后，需要申请退税的，应当向退税商店索
取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二）海关验
核确认：境外旅客在离境口岸离境时，应当主动持退税物品、
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向海关申报并接受海关监管。
海关验核无误后，在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申请单上签章。
（三）代理机构审核退税：境外旅客凭护照等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海关验核签章的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向设
在办理境外旅客离境手续的离境口岸隔离区内的退税代理机
构申请办理退税。退税代理机构对相关信息审核无误后，为
境外旅客办理退税。 



第四条第一款：适用13%税率的境外旅

客购物离境退税物品，退税率为11%；适用

9%税率的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物品，退税

率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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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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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离境退税物品退税率调整的内容 



第四条第二款：2019年6月30日前，按调

整前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前的退税

率；按调整后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

后的退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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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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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离境退税物品退税率调整的过渡期政策 



第四条第三款：退税率的执行时间，以

退税物品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开具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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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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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离境退税物品退税率调整的执行时间 



【问】韩国人金某3月20日到我国游玩，3月21日在中
兴-沈阳商业大厦购买了一只皮箱和一批中药饮片，取
得了退税商店当天为其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及相应
退税申请单，发票上注明皮箱税率16%、中药饮片税
率10%。4月21日又购买了一批中药饮片，取得发票上
注明的税率为9%。4月25日，金某从沈阳桃仙机场离
境。在为其办理离境退税时，应如何计算确定其退税
额？ 

【答】该旅客3月21日购买的皮箱和中药饮片，应统
一按照11%的退税率计算退税额，4月21日购买的中药
饮片，应按照8%的退税率计算退税额。 

学习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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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加计抵减政策
出口退税相关 



第七条：自2019年4月1日至
2021年12月31日，允许生产、生
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
扣进项税额加计10%，抵减应纳
税额（以下称加计抵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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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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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计抵减政策的出口退税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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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深化增值税改革 

加计抵减政策的出口退税相关内容 

邮政
服务 

电信
服务 

现代 

服务 

生活
服务 



第七条第四款：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
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不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其
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 

  纳税人兼营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
税行为且无法划分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
项税额，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当期
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出口货物劳
务和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销售额÷当期全部
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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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深化增值税改革 

加计抵减政策的出口退税相关内容 



留抵退税政策
出口退税相关 



第八条第五款：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

发生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

办理免抵退税后，仍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

可以申请退还留抵税额；适用免退税办法的，

相关进项税额不得用于退还留抵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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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深化增值税改革 

留抵退税政策中出口退税相关内容 



2019年4月申报期结束为2019年4月18日  
• 出口退税申报期限-出口企业于2018年度出口的货物劳务服务，应于

2019年4月18日前办理出口退(免)税申报。 

• 延期申报期限-出口企业于2018年度出口的货物劳务，发生税总
2018年第16号公告第七条所列的8种情况导致未收齐退税单证的，
应于2019年4月18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税延期申报。 

• 无相关电子信息申报期限-出口企业2018年度申报退（免）税的出口
货物，符合税总2018年第16号规定，需要进行无相关电子信息申报
的，应于2019年4月18日前申报。 

• 出口免税及征税申报期限-出口企业于2018年度出口适用增值税免税
政策的货物劳务，应于2019年5月15日前办理增值税、消费税免税
申报。应视同内销征税的，应于2019年6月18日前计提销项税额。 



2019年4月申报期结束为2019年4月18日  

• 不能收汇申报期限-出口企业2018年度申报退（免）税的出口货物，
须在2019年4月18日前完成收汇。符合税总2013年第30号公告第四
条、第五条规定的，需要在2019年4月18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
《出口货物不能收汇申报表》。 

• 代理出口证明期限-出口企业2018年度委托出口的货物，应于2019
年4月15日前取得代理方开具的《代理出口货物证明》。  

年度进料加工业务核销期限-出口企业2018年度在海关办结进料加工
手(账)册核销手续的，应于2019年4月20日前，办理该手（账）册项
下的进料加工业务核销手续。 

• 来料加工出口货物免税核销期限-出口企业2018年度在海关办结来料
加工委托加工业务核销手续的，应于2019年5月15日前，办理来料
加工出口货物免税核销手续。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