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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这叫‘可吸收界面螺钉’，用
于韧带组织与骨骼的连接，是我们
公司的主打产品，已经做到第4代，
在海南实现规模生产。”8月19日，
在海口市国家高新区孵化中心的
一间办公室里，两颗约有笔尖大小
的可吸收界面螺钉，摆在曾胜的桌
前。这是他引以为傲的自主研发
产品。

曾胜是一名海外留学博士，
2011年在瑞士苏黎世成立公司，研
发生产运动医学所涉及的植入式
医疗器械产品。2019年，曾胜在瑞
士参加了海南自贸港海外招商宣
介等系列活动，综合考虑后，他决
定来海南创业——创办海南苏生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南苏生生物”）。

公司成立后不久，曾胜注意到
一则新闻信息：2020年6月，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海南
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的通知》《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高
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
知》，从2020年1月1日起至2024
年12月31日，对注册在海南自由
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
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
所得税。正常来说，企业所得税的
标准税率为25%，但根据《关于海
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的通知》，满足三个条件，税率可
以减免到15%：一是注册在海南自
由贸易港；二是以鼓励类产业目录
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
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以上；三是实质性运营。

个人所得税部分，对在海南自
由贸易港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缺
人才，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
15%的部分，予以免征。

“目前，我们公司已有高管享
受15%个税红利。在企业所得税
方面，由于我们还处于投入期，预
计在明年或后年实现盈利，到时就
可以享受到15%的企业所得税优
惠，并且享惠潜力很大。”作为企业
管理者，曾胜对公司在海南的发展
保持乐观。

那么，到底可以节省多少钱？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有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假设A公
司2020年度汇算清缴应纳税所得
额1000万元，按照25%的法定税
率需缴纳250万元的企业所得税，
但由于该公司符合海南自贸港鼓
励类产业优惠政策，可按15%的优
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仅需缴纳
150万元，可享受减免100万元。

以一位税前年收入100万元
的高端紧缺人才为例，假设其收入
全部来源于海南，按全省平均扣除
总额13万元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为100万元减去13万元等于87万
元，应纳税额为 21.8580 万元，减
免税额为8.808万元。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委深
改办（自贸港工委办）获悉，自政策
实施至2021年5月31日，全省享
受企业所得税按15%税率征收的
企业数量631家，减免税额33.74
亿元，户均减免税额534.7万元；有
4195 名高端紧缺人才实际享受
15%个人所得税优惠，减免税额8
亿元。

活力：
政策实施初显成效
截至今年5月31日，已有631户企

业、4195名高端紧缺人才受惠

引力：释放“虹吸”效应
吸引人才集聚，为企业发展、产业环境改善积蓄后劲

潜力：仍需用好用足用活
提升纳税人申报便利性，提升政策执行确定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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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广、力度大、潜力足
吸引人才和市场主体集聚海南自贸港——

“两个15%”所得税政策：

的实惠

“能够成为海南自贸港鼓励类产业，享受到
政策的优惠，我们很高兴。”今年年初，当看到《海南自由

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年本）》发布的消息时，海南信
联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煜难掩兴奋。
被纳入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意味着可享受“真金白银”

的实惠。这和“两个15%”税收优惠政策有关——
2020年6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企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明确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高端人才
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15%的部分,予以免征。从发布到细化实施，这一年

多以来，自贸港税收优惠政策“礼包”落地实施情况如何？企业和个人如何享惠？未来还需
要如何发力……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访。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王培琳 通讯员 曲易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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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海南，更重要的是本着长
远角度，看明天、看未来。”曾胜在采
访中不止一次提到对公司以后发展
的谋划。

但对于一些企业而言，他们会不
时问自己“未来什么时候才来？”毕
竟，摆在眼前的疑惑是切实存在的，
例如：鼓励类产业判断问题。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所得
税优惠目录》来看，我们公司主营业
务应该是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类型，划
归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下面
的第13项建筑类别。但这是我们的
自行判别，实际上属不属于，我们并
不能百分百确定。”某建材贸易公司
业务负责人说。

这并非个例。自我省税务部门
设立“自贸港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咨询室”以来，累计接待现
场咨询纳税人900余户次，咨询电话
1500次。“咨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大宗商品贸易的定义、股权投资类企
业是否属于鼓励类、商贸企业的统一
配送和分销网络建设的定义等。”海
南省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有关负责
人介绍说，涉及难以判定的具体目录
事项，该局已向省发改委发送鼓励类
产业认定函进行了明确。

另一方面，如何用好用足用活
“两个15%”税收优惠政策，是绕不开
的问题。丝路研究院(海口)首席专
家、院长，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
研究院研究员张湧指出，企业所得税
优惠在2025年前后都强调以“实质
性运营”作为前提条件，这对海南发
展实体经济、避免成为“避税天堂”具
有重要意义。

今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
税务局、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联合发布《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鼓
励类产业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

的公告》，对“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
做出明确界定，核心要件是企业在岛
外无分支机构，生产经营、人员、账
务、资产等必须落在岛内，缺一不可；
企业在岛外有分支机构的，必须对分
支机构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资产
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

张湧指出，在现实场景中，有些
企业的总部在海南，总部机构满足上
述条件，其在岛外有分支机构却并未
实施实质性管控，按目前的公告，此
类总部企业无法享受所得税优惠。
他建议，进一步细化政策，特别是对
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资产落在岛内
的具体标准，以及岛外设有非控制性
分支机构的母公司是否可按实质性
运营的营收比例享受所得税优惠，做
出更加透明的界定。

在个人所得税优惠方面，有业内
人士指出，海南自贸港目前的政策优
惠力度是空前的，主要表现为：覆盖
人群广、适用范围大、政策灵活性强
以及未来还有更大的优惠空间。但
考虑到相关优惠政策是首次执行，企
业及纳税人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
步明确和考量，“此外，2025年前后
两个阶段，海南自贸港个人所得税新
老政策变化与衔接，需要提前研究”。

下一步，我省税务部门也将加强
政策宣传和纳税辅导，确保纳税人知
晓和掌握“两个15%”优惠政策；不断
完善纳税申报系统，提升纳税人申报
的便利性；及时解决和明确政策执行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升政策执行的
确定性和稳定性。

“税收政策和经济发展总是相辅
相成的。海南自贸港的税收优惠政策
并非相互独立、互不影响，而是可以叠
加享受，从而扩大政策红利的效应，实
现1+1>2。”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
限公司在一份解读报告中这样评价。

未来，如何扩大“两个15%”税收
优惠政策受益面、如何催化税收优惠
政策与“零关税”政策产生化学反应，
值得期待。 （本报海口9月1日讯）

⬆在海口高新区创
业孵化中心，海南苏生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创业团队在讨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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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苏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的科研人
员使用倒置显微镜观
察细胞生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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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税收优惠政策，省下的资金
是实打实的。

对此，海南趣玩水运动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南趣玩水”）有着真切感受。在政策
出台的第一个纳税申报期，该公司就享受
了减免税额120万余元，随着2020年三亚
旅游市场下半年的加速回暖，公司去年全
年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金额1328万元。

“企业有了更多的运转资金，可用于
保障员工薪资福利待遇、升级改造设施
设备、引进和打造订制化旅游产品等，用
来提升对客接待服务品质和优化游客游
玩体验。”海南趣玩水财务总监白钰说，
税收优惠政策出台以来，旅游企业税负
明显下降，相当于为企业增加了利润。

在海口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李秀芬眼中，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的
利好影响是多方面的。她介绍，其所在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融资担保及其他服
务的地方国有金融企业，有多个金融类
子公司，在享惠过程中，该公司旗下的两
家子公司年度减税额度达700多万元。

“享受15%的低税率，公司税负率降
低，净资本增加，担保服务能力得到增强，
也弥补了部分新增劳动力就业的成本，极
大提振了公司经营管理层拓展小微企业
融资服务市场的信心和决心。”李秀芬说。

这就像是“引力波”，为企业发展、产
业环境改善积蓄后劲。李秀芬直言，此次
减税让子公司受益，也为未来公司反哺小
微企业融资业务、降低担保费率、减轻小
微企业融资成本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还带来哪
些影响？曾胜从吸引人才层面提
供了另一个视角的解答。

“15%个税优惠政策，对企
业金融投资人很有吸引力。
目前公司正在进行第二轮
融资，这也成为我们一个
加分项。”

曾胜表示，海南苏生生物属于中瑞
合资生物医药企业，团队以瑞士院士级
专家和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北京大学等
国际国内一流院校毕业的多名博士为核
心，人才来源并非只在国内。“对于这些
人才享惠是否受限，我们并未有疑虑。”

“目前，在国内部分区域实行的针对
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个税优惠政策，
范围仅限定于境外人才，海南自贸港个
税优惠政策没有限定人才来源地，境内
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同样适用。”省委深
改办(自贸港工委办)有关负责人解释。

海南自贸港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除了范围广，还具有力度大的特点：香港
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为17%，新加坡最高
个人所得税率为22%，我国现行个人所
得税综合所得税率最高达45%，经营所
得税率最高达35%，而海南实际税负不
超过15%。“我们相信，海南自贸港的个
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结合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再结合其他人才政策，会吸引越来
越多的国内外高端人才、紧缺人才到海南
来发展。”上述有关负责人表示。

“两个15%”税收优惠政策，有效吸
引了人才和市场主体集聚海南——自
2020年6月至2021年5月，海南引进人
才11万余人，同口径增长1730%。市场
主体方面，自2020年6月至2021年7月，
海南新增市场主体47万户，其中新增企
业近21.5万户。

15%
15%

注：因每个人扣除数不等，以上数据与实际情况会有偏差，请以实际享受数据为准。

企业和个人到底能省多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