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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6417.htm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

八日） 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关于在国营企业推行利改税第二

步改革的报告》和《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现

转发给你们，从今年十月一日起试行。 利改税第二步改革，

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次改革，

把国营企业的分配关系用税的形式固定下来，较好地解决企

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为落实企业自主权提供了必要

条件，使企业逐步做到“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调动企业

和职工的积极性。可以预料，这对理顺经济，搞活经济，推

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必将发挥重大

作用。 利改税第二步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地区、

各部门一定要加强领导，组成精干的办事机构，把这件事切

实办好。各级领导要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和解决执行中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重大问题要随时向上反映，有关部

门要抓紧研究解决办法。调整税率和增加新税，这是税、利

之间的转移，不牵涉物价的变动。 所有企业都要努力挖掘内

部潜力，增产增收，绝不能以增税为由，自行提高物价或变

相涨价。 财政部关于在国营企业推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报

告 按照国务院的决定，利改税第二步改革将于今年十月一日

起在全国试行。在六月底召开的全国第二步利改税工作会议

上，详细讨论和修改了 《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

和产品税、增值税、盐税、营业税、资源税、 国营企业所得

税等六个税收条例（草案），以及国营企业调节税征收办法



。现将试行办法报请审批，并就几个主要问题报告如下：一

、暂缓开征地方税。 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精神，确定对

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四个

地方税， 保留税种，暂缓开征。何时开征，另行报批。在未

经正式颁发以前，除了个别地区在一九八三年已经试行开征

的以外，各地都不得开征，也不得以收费等形式变相征收。

二、对已经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等办法的企业，要区别情况进

行处理。国务院办公厅已于今年七月十三日发出了《关于今

后不再批准企业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等办法的通知》，各地区

、各部门应当严格按照通知的各项规定办理。三、要加强对

这项改革的领导。利改税第二步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

，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领导，建议各级政府要有一位领导

同志负责抓这项工作。要广泛宣传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重大

意义，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地区、各部门要从财

政、税务机关抽调精干人员组成利改税办公室，负责办理日

常工作。要及早制定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施方案。企业

的调节税税率，要在今年十一月底以前，汇总上报财政部核

批。四、要严格执行国家的价格政策，防止物价波动。这次

利改税第二步改革，调整了部分产品的税率，并开征了一些

新税，是为了解决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要向企业讲清楚

，这是税、利之间的转移，不牵涉到价格的变动。任何企业

都不准以国家增税为由，自行提高物价，降低产品质量，缺

斤少两，变相涨价，损害群众利益。五、要帮助企业推行内

部经济责任制。利改税第二步改革，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还要看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问题解决之后，企业能不

能在内部认真实行经济责任制，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解



决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希望各级经委、企业主管

部门和财政部门，结合企业整顿，督促企业实行不同形式的

经济责任制，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要鼓励企业挖掘内

部潜力，增产增收，为企业求发展，为国家作贡献。六、要

严格财政、税务监督。通过这次改革，进一步扩大了企业自

主权，国家对企业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可以大大减少。企业依

法纳税后，利润归企业支配。但是，不能认为实行利改税以

后，国家就可以不再进行财政监督了。各级财政、税务机关

应当根据《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和国营企业财务会计制

度，对企业成本列支范围和成本、利润的计算，进行严格检

查监督，防止偷税、漏税等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以上报告

，请审议。如无不妥，请连同《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

办法》批转各地区、各部门，从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起试行

。 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 （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８日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发布） 为了促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一

步搞活经济，调整和完善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保证

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并使企业在经营管理和发展上有

一定的财力保证和自主权，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特制

定本办法。一、第二步利改税，将现行的工商税按照纳税对

象，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盐税和营业税；将第一步利改

税设置的所得税和调节税加以改进；增加资源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国营企业应按

照国务院颁布的有关税收条例（草案）和征收办法执行。（

一）产品税。对生产应纳产品税产品的国营企业，在应税产

品销售后，应按照规定计算缴纳产品税。 从一九八四年十月

一日起，卷烟提价收入部分，也按规定缴纳产品税。原由预



算拨补的烟叶提价补贴和名牌烟价外补贴，同时取消。（二

）增值税。对生产应纳增值税产品的国营企业，在应税产品

销售后，应按照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通过实行增值税，避

免重复纳税，促进专业化协作生产的发展，适应调整生产结

构的需要。 计算缴纳增值税时应扣除的项目，应按照国家统

一规定办理，不得任意扩大或缩小范围。（三）盐税。对生

产、经营和进口盐的国营企业，在销售或进口盐时，应按照

规定计算缴纳盐税。（四）营业税。对从事商业、物资供销

、交通运输、建筑安装、金融保险、邮政电讯、公用事业、

出版业、娱乐业、加工修理业和其他各种服务业的国营企业

，在商品销售或取得营业收入后，应按照规定计算缴纳营业

税。 国营商业批发环节的营业税，先在石油和五金、交电、

化工行业征收；国营商业其他行业以及物资、供销、医药、

文教和县以上供销社等批发环节的营业税，暂缓征收。 国营

建筑安装企业承包工程的收入，暂缓征收营业税。（五）资

源税。对从事原油、天然气、煤炭、金属矿产品和其他非金

属矿产品资源开发的国营企业，在应税产品销售后，应按照

规定计算缴纳资源税。 目前先对原油、天然气、煤炭征收资

源税，其余的暂缓开征。 对合理开发资源的矿产企业（包括

小煤窑），国家需要扶植发展的，可以给予减税照顾。（六

）城市维护建设税。凡缴纳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国营

企业，应按照规定计算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七）房产税

。对拥有房产的国营企业，应按照规定计算缴纳房产税。（

八）土地使用税。对使用属于国家所有土地的国营企业，应

按照规定计算缴纳土地使用税。（九）车船使用税。对拥有

行驶车船的国营企业，应按照规定计算缴纳车船使用税。（



十）所得税。对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 应按照５５％的固

定比例税率计算缴纳所得税；对盈利的国营小型企业，应按

照新的八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所得税。（十一）调节税

。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在缴纳所得税后，应按照核定的调

节税税率，计算缴纳调节税。 上述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保留税种，暂缓开征。另外，

国营企业缴纳的屠宰税、烧油特别税、农（牧）业税、建筑

税以及奖金税等，仍按原有规定征收。二、核定调节税税率

时， 以企业一九八三年实现的利润为基数，在调整由于变动

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税率以及开征资源税而增减的利润

之后，作为核定的基期利润。基期利润扣除按５５％计算的

所得税和一九八三年合理留利后的部分，占基期利润的比例

，为核定的调节税税率。 在核定国营卷烟企业的调节税税率

时，企业一九八三年实现的利润还应加上卷烟提价收入，再

扣除卷烟提价收入应纳产品税、烟叶提价补贴、名牌烟价外

补贴后的余额，作为核定的基期利润。 凡与其他单位联营的

企业，在核定调节税税率时，还要加上按规定从联营单位分

得的利润，或减掉分给联营单位的利润，作为核定的基期利

润。 核定的基期利润扣除按５５％计算的所得税后，余利达

不到一九八三年合理留利的大中型企业，不征调节税，并在

一定期限内，经过批准，减征一定数额的所得税。 企业的调

节税税率和上述减征的所得税，由财税部门商企业主管部门

核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税部门核定的企业调节税税

率和减征的所得税，要汇总报财政部批准。 企业当年利润比

核定的基期利润增长部分，减征７０％调节税。利润增长部

分按定比计算，一定七年不变。 对物资、 供销、金融、保险



企业，不实行减征７０％调节税的办法。 核定的调节税税率

，自一九八五年起执行。三、国营小型盈利企业， 按新的八

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以后，一般由企业自负盈亏，国

家不再拨款。但在核定基数时，对税后利润较多的企业，国

家可以收取一定数额的承包费，具体办法由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税后不足一九八三年合理留利的，经

过批准，可在一定期限内减征一定数额的所得税。 京、津、

沪三市，固定资产原值不超过四百万元，年利润不超过四十

万元，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为国营小型工交企业；其他地

区，固定资产原值不超过三百万元，年利润不超过三十万元

，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为国营小型工交企业（包括城市公

用企业和商办工业、粮办工业、饲料工业、储运企业）。 以

独立核算的自然门店为单位，京、津、沪三市，年利润不超

过二十万元，职工人数不超过六十人；各省省会、自治区首

府所在城市和重庆市，年利润不超过十五万元，职工人数不

超过六十人；其他城市，年利润不超过八万元，职工人数不

超过三十人的，均为国营小型商业零售企业。小型商业零售

企业的标准，利润额的条件必须具备，是否要同时具备职工

人数的条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自行确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在上

述标准范围内，作适当调整。个别城市需要放宽标准的，要

报财政部批准。 物资部门所属生产资料服务公司或门市部、

煤建公司、废金属回收公司和县物资企业可比照其他城市小

型商业零售企业的标准，划分小型物资企业。 商办农牧企业

，一律视为小型企业。 商业批发企业、贸易中心、贸易货栈

、侨汇商店、友谊商店、石油商店 （ 包括加油站）、外轮供



应公司、自选商店、食品购销站、物资企业（不包括上述划

为小型企业的物资企业）和供销企业，不论利润、固定资产

和职工人数多少，一律视为大中型企业。 对文教企业，可分

别比照小型工交企业和小型商业零售企业的标准，划分小型

企业。 小型企业一律按一九八三年的有关数据划分。但对一

九八三年实现的利润，应相应调整由于变动税率和开征新税

而增减的利润。上述小型企业划分标准和新的八级超额累进

所得税税率，均从一九八五起执行。小型企业划定后，一定

七年不变。四、营业性的宾馆、饭店、招待所和饮食服务企

业， 都按新的八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企业缴纳的所

得税，比第一步利改税办法多缴的部分， 由同级财政列作预

算支出，拨给主管部门用于网点建设、技术改造和重点扶持

。五、军工企业、邮电企业、民航企业、外贸企业、农牧企

业和劳改企业， 以及少数经批准试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等办

法的企业，暂不按本办法缴纳所得税和调节税，但应按有关

规定缴纳其他各税。其利润和资金占用费的上缴以及职工福

利基金、奖金的列支办法，仍按原规定执行。六、对亏损企

业和微利企业的补贴或减税、免税，按以下办法处理：（一

）凡属国家政策允许的亏损，实行计划补贴办法，超亏不补

，减亏分成。补贴数额和减亏分成比例，可一年一定，也可

以一定三年不变。（二）凡属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亏损，由

企业主管部门责成企业限期扭亏。 在规定限期内，由财政部

门适当核定亏损补贴，超亏不补，减亏分成；超过限期的，

一律不再补贴。到期扭亏为盈的，按本办法实行利改税。 凡

在规定扭亏期限内提前扭亏为盈的，当年的亏损补贴照拨，

盈利留用；第二年实现的利润，视同减亏，按规定分成。（



三）一九八三年的盈利企业，由于调增税率和开征新税使一

九八三年由盈变亏的或利润不足一九八三年合理留利的，可

在三年内减征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这些企业可视为微

利企业，不缴所得税和调节税。在实际执行中，实现利润超

过合理留利的，可由国家与企业分成，分成比例一定三年不

变。 上述企业一九八三年合理留利和减征各税数额，由财税

部门商企业主管部门核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税部门

核定企业的减税数额，要汇总报财政部批准。七、国营企业

的职工福利基金和奖金的列支办法，按照《国营企业成本管

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执行。 建筑工人、煤矿井下采掘工人

和铁路、港口码头装卸工人的计件超额工资，应计入成本。

八、国营企业在申请技措性借款时，借款项目所需资金的１

０－３０％，要用企业专用基金自行解决。在归还技措性借

款和基建改扩建项目借款时，经过财政部门批准后，可在缴

纳所得税之前，用借款项目投产后新增利润归还。 企业用利

润归还上述借款的，可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 

在计算增长利润时，为使口径一致，原则上基期利润可扣除

一九八三年归还上述借款的利润和企业单项留利。具体扣除

数额，由财政部门批准。九、实行第二步利改税以后，遇有

价格、税率调整，除变动较大，并经国务院专案批准允许适

当调整基期利润和调节税税率的以外， 一律不作调整。调整

基期利润和调节税税率，要按本办法第二条规定报经批准。 

企业新建车间投产或全厂性技术改造完成，生产能力扩大，

必须报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相应调整核定的基期利润

。如是借款项目，可在还清借款时进行调整。十、企业留用

利润应合理分配使用。 要建立新产品试制基金、生产发展基



金、后备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职工奖励基

金占企业留利的比例，由财政部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企业主管部门商定，并由各地区、各部门层层核定到所属企

业。企业从增长利润中留用的利润，一般应将５０％用于生

产发展，２０％用于职工集体福利，３０％用于职工奖励。

十一、在本办法颁发以前， 已经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等办法的

企业，应区别情况，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一）经国务院

或财政部、国家经委批准试行利润递增包干等办法的企业，

凡是已经到期的，应改按本办法执行；尚未到期的，继续试

行原办法，但到期后必须改过来。（二）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试行利润递增包干等办法的企业，各地要

进行一次清理。已经到期的，应改按本办法执行。尚未到期

的，如果搞得比较好，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比较合理，到

期后再改过来，但要补报财政部、国家经委批准；如果分配

不合理，各方面看法又不一致的，应当尽快改过来，按本办

法执行。（三）行署和市、县人民政府自行批准搞利润增递

包干等办法的，应当坚决改过来，按本办法实行利改税。（

四）凡是经过批准继续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等办法的企业，从

今年第四季度起，都应按照新的税收条例（草案），缴纳产

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资源税。十二、实行第二步利改税

以后， 企业主管部门仍可适当集中一部分留利，用于重点技

术改造和商业网点、设施的建设，但不得用于主管部门本身

的支出。企业主管部门集中的留利，可自行从企业集中，也

可采用退库办法解决。十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

域自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在执行国家税

法时，除应由国家统一审批的减免税收项目以外，对某些属



于地方财政收入，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经省、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实行减税、免税。 西藏自治区对

本办法如何执行，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十四、试行本办

法的具体规定，由财政部制定。十五、本办法自一九八四年

十月一日起试行。过去颁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

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