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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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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技术创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近 40 年来，美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企业研发和科技创新，通

过实施研发支出税收抵免政策对企业进行长时间、大范围的税收支持，有效推动科技类产业发展。美
国的研发支出税收抵免政策具有历史悠久、操作灵活、配套措施较为完善等特点。本文对其历史演变、
主要内容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完善落实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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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经济发展和

为了保护中小企业，增加了递增抵免法，扩大了可

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近 40 年来，美国政府一直

享受政策的企业范围；2006 年的《税收抵免及医

高度重视企业研发和科技创新，对企业进行长时间、

疗保健法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简化方法并扩大范

大范围的税收支持，有效推动科技类产业发展。在

围，让所有能正确归集研发费用的企业都可以享

各项税收优惠中，研发税收抵免政策作用最为直接、

受；2015 年的《保护美国人免于高税法案》丰富

效果最为明显，本文将对其主要内容及特点进行介

了抵扣额度的使用范围，允许合格的小企业将抵免

绍，并结合完善国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提出建

额度用于少缴纳工薪税。

议。

1

目前，美国的研发税收抵免采用非现金返还的

美国研发税收抵免政策发展历程
20 世纪 80 年代，受石油危机等因素的影响，

美国实体经济发展缓慢。为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
激励企业研发，1981 年美国出台了《经济复苏法
案》，正式实施研发税收抵免政策。40 多年的历

方式，没有限额。未使用完的抵免额度可在一定条
件下向前或向后结转。享受优惠政策的对象是所有
在美国领土、波多黎各自由邦内开展研发活动的企
业。

2

税收抵免的计算

史中，该政策经历了多次续期、修改，一直延续至

根据企业成立时间、开展研发活动时间和归

今，已经成为美国最主要的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激励

集研发费用时间等，计算的方法包括传统减免法

政策。40 多年时间里，研发支出税收抵免政策不

（Traditional Credit）、 新 企 业 减 免 法（Start-up

断完善内容、简化操作，如 1988 年的《技术与多

Credit）和替代简化抵免法（Alternative Simplified

种收入法案》在计算方法上对研发投入基准值进行

Credit）三种。
2.1 传统减免法

了简化，把浮动基准值改为固定基准值，使得计算
基准值更为容易；1996 年的《小企业就业保护法案》

按照传统减免法，企业在美国本土进行研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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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支出超出其基数的部分可以获得 20％的税收
减免。即：
抵免额 =（合格的研发支出 - 基数）×20％

要实现性能、质量等方面的改善。

4

其中，基数 = 固定基准百分比 × 过去四年总

可抵免的研究费用支出
确定了合格的研发活动，还要确定活动产生

收入平均值，但是不得少于当年可计入抵免的研发

的哪些费用可用于抵免，是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

支出的一半；固定基准百分比 = 当期有效研发总支

（Qualified Research Expenditures，QREs）。一般来说，

出 / 当期总销售收入，最大为 16%。
2.2 新企业减免法
顾名思义，新企业减免法适用于成立时间相对
较短的企业。美国税法对成熟企业做出了规定，主

QREs 应仅包括会计准则下费用化的经营性支出，
且必须与研发活动有直接关系，资本性支出原则上
不属于 QREs。
4.1 关于合格的经营性支出

要是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即开展了研发活动的企
业；成熟企业之外即可视为新企业。
新企业在抵免计算公式上与传统减免法相同，

以下几方面是合格的经营性支出的主要范围：
一是人力成本，即向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人给付
的劳务费、工资薪酬，包括研究人员、检验人员、

两者主要区别在于公式中的“固定基准百分比”对

直接监督人员等；二是物资成本，指进行研发活动

于成熟企业和新企业有所不同。税法根据新企业的

的物资投入，如试剂、样本、原材料、设备等，但

不同情况直接规定了各自的固定基准百分比，免去

不得包括土地的投入；三是委托外部研发成本，对

了计算过程。
2.3 替代简化抵免法

于委托第三方研发产生的费用，需要按实际发生额
度打折计入 QREs，通常这一比例为 65%，但有两

企业可以自行选择采用替代简化抵免法，但一

种特殊情况：若委托符合条件的产业研发联盟，该

旦选定，以后年度都应该采用该方法。现行的替代

比例可提升至 75%；若委托符合条件的大学、联

简化抵免法公式如下：

邦实验室或小企业，该比例可提升至 100%。
4.2 关于研发中的资本性支出

抵免额 =（当年研发支出 - 前三年研发支出平
均值的 50%）×14％

原则上资本性支出都不允许计入 QREs，但对

此方法没有基数的要求，但如果企业在前三年

于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可计提折旧或摊销的资产

的任何一年都没有研发支出，则抵免额 = 当年研发

（一般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和无形资产），其折旧

支出 ×6％。

或摊销可计入 QREs。

3

5

合格的研发活动
为了计算抵免额度，还需要确定哪些活动属于

效果和趋势分析
2017 年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就任不久后，

合格的研发活动，并准确归集相应的研发经费支出。

即推出了《2017 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实施了美

在研发活动方面，企业自身进行的研发活动和委托

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企业税收减免改革。为了推动

外单位进行的研发活动都可以获得抵免，研发活动

企业科技创新，研发支出税收抵免政策也在改革中

的经费支出包含研发人员工资、材料费、设备租赁

得到了延续 [2, 3]。近年来，不仅谷歌、苹果、微软

费等。美国税法还专门规定了 10 类不属于研发的

等大型科技企业不断增加研发投入，开展了大量前

活动，如与管理功能有关的研究、市场研究、常规

沿、尖端研究，众多中小企业也从政策中获利，技

数据收集、社会科学研究、改编或复制现有业务组

术创新能力得到显著提高，诞生了 Airbnb、Zoom、

[1]

建等等 。

SpaceX 等科技独角兽。税收抵免政策刺激了企业加

研发活动还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可获得抵免：

大研发投入，更先进的技术则带动企业取得良好发

一是要以开发新的产品或服务为目的；二是要利用

展，贡献更多税收，形成了“放水养鱼”的良性循

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或科学的方法；三是研发活动

环。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研究表明，

要符合企业营利的目的，与其经营范围相关；四是

至少 40% 由政府提供的税收抵免可以从企业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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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经济·
税收中回收，在对生产率产生更大影响的领域，如

14.1 亿、15.4 亿美元（见表 1），总计高达 66.4 亿

[4]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领域，则会回收更多 。

美元，呈现逐步上升趋势，且增幅不断加大。

2019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

表1

美联邦 2018—2022 财年研发税收抵免额度估算

国别税收研究报告表明，在研发税收慷慨性方面，

（亿美元）

美国在所有国家中排第 19 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国家中排第 9 位，处于中游水平。卡尔加里大学

年份

增加的研发活动抵免

研究和实验经费

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研发平均补贴率方面，美国企

2018

9.9

2

业的研发支出政府补贴率平均约为 12%，处于中下

2019

10.6

1.3

于 35%（见图 1，略去了部分低于美国的国家）[5, 6]。

2020

11.8

1.3

一份美国税收联合委员会为众议员筹款委员会

2021

12.8

1.3

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准备的联邦税收支出 2018—

2022

14

1.4

水平，较高的国家如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均高

2022 财年估算和预测报告显示 [7]，研发支出税收

总计

抵免额度体现在一般科学、空间和项目（General

66.4

Science, Space and Technology）下的两个子项中，分

数据来源：美国联邦税收支出 2018—2022 财年估算和预测

别为“增加的研发活动抵免”（Credit for Increasing

报告。

Research Activities）和“研究和实验经费”
（Expensing

6

of Research and Exprimental Expenditures），2018—

美国研发税收抵免政策的特点
40 多年的历程中，美国的研发税收抵免政策

2022 财年两项加总分别为 11.9 亿、11.9 亿、13.1 亿、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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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国家企业研发平均补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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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完善，在不断扩大政策优惠力度的同时，注重

取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不仅在美国税收抵免制度

扩大政策惠及面，在操作处理中也更为灵活，还积

中得到体现，也是许多国家在促进中小企业创新中

极调动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配套优惠措施。

的共同做法。我国也已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实施了

一是注重对特殊实体的优惠，扩大政策享受范

更为优惠的加计扣除比例，并在随后推广至所有企

围。如上文所述，美国的研发抵免政策在委托外部

业。可探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试点鼓励委托中小企

研发上，对小企业、联盟、实验室等作出了更为优

业、产业联盟研发，实施提高加计扣除比例等优惠

惠的规定，使它们拥有比普通企业更高的计入研发

措施。

费用的比例；并且对于年收入不超过 500 万美元的

二是采取更灵活的优惠方式。美国的研发税

小企业，还允许将额度用于抵免企业为员工代扣代

收抵免在操作上明显更为灵活，不仅规定了未使

缴的薪金税，总额不得超过 25 万美元，解决了尚

用完的抵免额度可在一定条件下向前回转，而且

未赢利的初创企业无法获得激励的问题，并有助于

还允许特定条件的小企业将额度用于抵免为员工

减轻企业人力成本压力；此外，对于支付给特定能

代扣代缴的工薪税，已解决政策对于亏损企业优

源研究团体（Energy Research Consortium）的费用，

惠力度不足的问题。我国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符合条件款项的 20% 可以直接抵免企业所得税额。

尝试探索更为灵活的优惠方式，研究加计扣除额

二是简化操作，在会计处理上较为灵活。在会
计处理上，企业对研发支出的账务处理有多种选

度的新用途。
三是鼓励地方政府出台配套措施。美国大部分

择：当期扣除法，将研发支出在实际发生的会计期

州都出台了各自的研发配套政策，在州企业所得税、

间扣除；后期摊销法，将研发支出资本化处理，在

州薪金税等方面进行减免，吸引企业落户。我国虽

之后 5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进行摊销；可选择的转

与美国有不同的企业所得税体系，但也可鼓励地方

销法，未选择前两种方法的企业可以自研发活动发

因地制宜，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出台相关配套措施，

生的当年起，将支出在不少于 10 年的期间内转销，

如建立研发后补助制度、举办培训班加强政策宣介

这是一种相对来说更为简化的处理方法。

等，调动企业积极性，促进政策落实落地。■

三是鼓励地方出台配套措施。在联邦颁布研发
税收抵免政策后，美国许多州甚至市县政府也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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