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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增值税起征点

• 2. 增值税起征点和免征增值税的政策沿革

（一）未达增值税起征点和免征增值税

1994.1.1 2009.1.1 2013.8.1 2014.10.1 2019.1.1

2000元 5000元 2万元 3万元 10万元

25年
提高5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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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允许各省（区、市）政府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50%幅度内

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

占用税等地方税种及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 我国还将深化增值税改革，继续推进实质性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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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所得税优惠

• 1. 小型微利企业适用低税率：20%

• 2. 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 低于100

万元（含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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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标准由2011年的3万元经以后年度

的6万元、10万元、20万元、50万元、100万元提高到2019年的

300万元。

9年
提高100倍

• 2019年后， 100万元

以下减按25%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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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小型微利企业标准

• 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一）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

，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

  （二）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

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 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大幅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标
准。

1月15日国新办会议：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00万元以下，从业人数300人以

下，资产总额5000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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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

01

02

03

04

05

担保机构从事中小企
业信用担保或者再担
保业务取得的收入免
征增值税

金融机构从小微企
业等取得的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税

对金融机构与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
合同免征印花税

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签订
的合同不征印花税

金融租赁公司开展售后回租
业务承租人回购原房屋、土
地权属的，免征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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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创 新2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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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一）高新技术

高新
技术
企业

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

产品（服务）属于《国
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
领域》规定的范围

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
入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
例：5%、4%、3%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
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不
低于规定比例：60%

科技人员占企业职
工总数的比例不低
于规定比例：10%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办法规定的其他条件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认
定
管
理
办
法

国
科
发
火﹝

2016﹞
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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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自2017年1月1日起：

（1）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

金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

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3）自2018年1月1日起，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服务贸易类），

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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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

  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

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

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

2016年1月1日以后未及时享受的，可以追溯享受并履行备案手续，追溯期

限最长为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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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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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

12月31日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

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

上述政策在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扩大到所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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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7

6

5

允许
加计扣除

4

人员人工费用

直接投入费用

折旧费用

无形资产摊销

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
费、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勘
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

其他相关费用。总额不得超过可加
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10%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
局规定的其他费用

• 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可按规定扣除：8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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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7

6

5

不适用
加计扣除

4

企业产品（服务）的
常规性升级

对某项科研成果的直接应
用，如直接采用公开的新
工艺、材料、装置、产品
、服务或知识等

企业在商品化后为
顾客提供的技术支
持活动 对现存产品、服务、技术、

材料或工艺流程进行的重复
或简单改变

市场调查研究、效率调
查或管理研究

作为工业（服务）流程环节
或常规的质量控制、测试分
析、维修维护

社会科学、艺术或人
文学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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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

  自2018年1月1日起，当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以下

统称资格）的企业，其具备资格年度之前5个年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

，准予结转以后年度弥补，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10年。

• 6. 提高高新技术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支出的税前扣除比例

  自2015年1月1日起，高新技术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

薪金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

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 7. 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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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和技术开发减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免征增值税。

   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

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自2015年10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的居民企业转让5年以上非独占许可使用权取

得的技术转让所得，纳入上述范围，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

（二）技术转让与创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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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
创业投资企业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
应纳税所得额

投资

• 3. 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
术企业的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
企业法人合伙人按投资额的一
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 5. 技术入股可选择适用递延纳税优惠政
策：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按股权转让
收入减去技术成果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
差额计算缴纳所得税。

• 4. 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
技型企业按投资额的一定比
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创业投资企业    股权投资    未上市或种子期初创期    2年以上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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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税收优惠

   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在孵

对象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向在孵对象提

供孵化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 2. 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三）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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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政 策3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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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性政策：按财税〔2018〕70号规定，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

等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业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分配我省

（不含青岛）退税规模57.97亿元，目前已全部退税完毕。

• 山东独享政策：国务院批复，山东可以“研究选择部分国家重点扶持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新旧动能转换重点行业（项目），按程序先行先试临时性的期

末留抵退税政策”。

（一）对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旧动能转
换重点行业实施增值税留抵额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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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政发〔2018〕21号：各市原则上按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的80%调

整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报省政府同意后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 2018年12月29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的通

知》（鲁政字〔2018〕309号）。

• 调整后的税额标准：市区土地4.8元-19.2元/平方米，县（市）土地4元-8元/

平方米，建制镇和工矿区土地3元-6.4元/平方米；省黄三角农高区土地4元/

平方米。

（二）降低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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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确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困难减免条件

1.因风、火、水、地震
等造成的严重自然灾害
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遭受重大损失的

2.依法进入破产程序或
者因改制依法进入清算
程序，土地闲置不用的

3.全面停产、停业（依法被
责令停产、停业的除外）连
续超过六个月，土地闲置不
用的

4.因政府建设规
划致使土地不能
使用的

5.承担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任务的

6.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经设区的市以上人民
政府确定为重点扶持企业的

7.受市场因素影响发生
严重亏损的

8.从事社会公益事
业的

《山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山东省地方税务局
公告2018年第6号、第7号），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八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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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降低印花税税负

•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关于印花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公告

2018年第10号），自2018年10月1日起，对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的6种合同降低核定征收计税依

据。工业企业购销合同由130%降至50%；商业零售企业购销合同由50%降至20%；外贸企业

购销合同由140%降至50%；加工承揽合同、货物运输合同、仓储保管合同由100%降至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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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28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21号公布《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修

改<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办法>的决定》，将货车、挂车

、专业作业车、轮式专用机械车的年车船税额分别修改为：36元、18元、36

元、36元。

（五）降低货运车辆车船税适用税额

（六）提高出口退税效率

• 分类调整随时进行；推进退税无纸化申报；压缩办理时限。

（七）推进“银税互动”贷款



谢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