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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博〔2021〕61号

成都市博览局
关于取得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拨款

提供票据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

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附件 1），经咨询市

财政局、市审计局、高新区税务局，现就相关单位取得会展业发

展专项资金拨款应提供票据明确如下。

一、与我局签订合同协议的项目，需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根据《公告》第七条“纳税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与其销

成都市博览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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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收入或者数量直接挂

钩的，应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

相关单位与我局（会）签订合同协议，完成约定后拨款的，

属于以上规定所指范围，取得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拨款时，需开

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二、向我局申请补贴的项目，需提供统一格式收款证明

根据《公告》第七条“纳税人取得的其他情形的财政补贴收

入，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相关单位向我局（会）申请资金补贴，经审核后拨款的，属

于以上规定所指范围，取得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拨款时，需提供

《成都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附件 2）及《成都市会

展业发展专项资金收款证明》（附件 3）。

以上规定从通知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

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2．成都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

3．成都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收款证明

成都市博览局

2021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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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
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5 号

现将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公告

如下：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 2017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取消认证确认、稽

核比对、申报抵扣的期限。纳税人在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应

当通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

平台对上述扣税凭证信息进行用途确认。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及以前开具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超过认证确认、稽核比对、申报抵扣期限，但符合规定条件

的，仍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逾期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问题

的公告》（2011年第 50 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36 号、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按期申报抵扣增值

税扣税凭证有关问题的公告》（2011 年第 78 号，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规定，继续抵扣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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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纳税人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有纳税信用级别条件

要求的，以纳税人申请退税税款所属期的纳税信用级别确定。申

请退税税款所属期内纳税信用级别发生变化的，以变化后的纳税

信用级别确定。

纳税人适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有纳税信用级别条件要求

的，以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提交《退

（抵）税申请表》时的纳税信用级别确定。

三、按照《财政部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

的公告》（2019 年第 39 号）和《财政部?税务总局 税务总局关

于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2019

年第 84 号）的规定，在计算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的进项构

成比例时，纳税人在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内

按规定转出的进项税额，无需从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机动

车销售统一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缴税款完税凭

证注明的增值税额中扣减。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境内”）单位和个人作

为工程分包方，为施工地点在境外的工程项目提供建筑服务，从

境内工程总承包方取得的分包款收入，属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跨境应税行为增值税免税管理办法（试

行）〉的公告》（2016 年第 29 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第六条规定的“视同从境外取得收入”。

五、动物诊疗机构提供的动物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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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育手术等动物诊疗服务，属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

策的规定》（财税〔2016〕36号附件 3）第一条第十项所称“家禽、

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

动物诊疗机构销售动物食品和用品，提供动物清洁、美容、

代理看护等服务，应按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

动物诊疗机构，是指依照《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农业

部令第 19 号公布，农业部令 2016 年第 3 号、2017 年第 8 号修

改）规定，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并在规定的诊疗活动范围内开

展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

六、《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

理办法》（2017 年第 55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第二条修改为：

“第二条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增值税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

人）适用本办法：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境内）提供公路或

内河货物运输服务，并办理了税务登记（包括临时税务登记）。

（二）提供公路货物运输服务的（以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

车辆从事普通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除外），取得《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提

供内河货物运输服务的，取得《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

舶营业运输证》。

（三）在税务登记地主管税务机关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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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七、纳税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与其销售货物、劳务、服

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收入或者数量直接挂钩的，应按规定计

算缴纳增值税。纳税人取得的其他情形的财政补贴收入，不属于

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本公告实施前，纳税人取得的中央财政补贴继续按照《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中央财政补贴增值税有关问题的公告》（2013 年第

3 号）执行；已经申报缴纳增值税的，可以按现行红字发票管理

规定，开具红字增值税发票将取得的中央财政补贴从销售额中扣

减。

八、本公告第一条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第二条至第

七条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此前已发生未处理的事项，按

照本公告执行，已处理的事项不再调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

央财政补贴增值税有关问题的公告》（2013 年第 3 号）、《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

公告》（2019 年第 31号）第五条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第 17

号）第二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期限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617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抗震救灾期间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稽核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173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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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明确营改增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2017 年第 11 号，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第十条、《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增值税发票管理等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33 号）第

四条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废止。《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

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2017 年第 55 号发布，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根据本公告作相应修改，重新

发布。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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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2020年 12月 31日前举办，且通过成都会展业公共服

务平台申请项目适用。

成都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通过平台申请日期）

申报类型 展会节庆赛事补贴和奖励（）国际认证奖励（）参赛参训补贴（）会展经贸交流活动补助（）

填报人姓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举办地点

举办时间 类 别 （会议/展览） 申请金额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展会类别 国家级品牌展会（ ）省级品牌展会（ ）市级品牌展会（ ）区市县品牌展会（ ）

活动举办

依据
（相关批文文件名称）

项目情况

介绍

（项目举办时间、地点、举办届数、展览面积、展览内容、活动规模、活动内容、国际化

程度等基本情况简介）

认证基本

情况
（国际认证奖励必填，包括认证工作启动、推进及第三方审计机构等进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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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支持

理由
（项目举办的意义及支持事由）

申报单位

意见
（恳请经费支持的意见，加盖公章）

填表说明
1、在（）内打√，选择申报类型和展会类别，每一项只能勾选一栏。

2、填报中的具体问题可向受理部门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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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2021年 1月 1日之后举办项目适用

成都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
填报日期：

申请单位

（盖章）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项目名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主办单位 （经贸交流项目不填）

承办单位 （经贸交流项目不填）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本届项目规模 （经贸交流项目不填） 上届项目规模 （经贸交流项目不填）

已办届数 （经贸交流项目不填） 已获补年限

行业类别 展会级别 （经贸交流项目不填）

申报类型

（一）通过成都会展业公共服务平台申请项目

1．线下展览会补贴 （ ） （需同时填写申请支持政策依据）

2．线上展览会补贴 （ ）

3．线上线下一体展览会补贴（ ）

4．线下会议补贴 （ ）（需同时填写申请支持政策依据）

（二）通过向成都市博览局（市贸促会）提交书面材料进行申报

1．会展新经济补贴 （ ）

2．会展经贸交流补贴 （ ）

3．会展奖励 （ ）

4．其他促进我市会展业发展的重大事项执行及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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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初审结论

（经贸交流项

目不填）

通过（ ） 不予通过（ ）

不予通过原因

申请支持政策

依据

依据《成都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第二条第一款“线下展览会补贴”

（ ）

1.展览总面积 1万平方米（含）以上、2 万平方米以下的展览会，

给予 20 万元资金补贴，展览总面积每增加 1 万平方米，补贴金额

相应增加 10 万元，单个展览会基本补贴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展

览总面积包括室内展区和室外展区，不包括餐饮区、办公区和仓储

区，以及与展览会主题不符的展位；室内展区会议、论坛、活动区

域及室外展览区面积按 50%折算计入展览总面积。）

（ ）

2.获支持的展览会，按展览总面积给予基本补贴不超过 3 年（届），

第 4 年（届）起实行增量补贴，仅对其展览总面积较上年（届）增

长达到 1 万平米（含）以上的展览会进行补贴，面积每增长 1 万平

米，给予增量补贴 10万元，以此类推。

（ ）
3.对在我市连续举办三届及以上（含单、双年隔年举办）的外来重

点展览会，可在第三届举办完成后，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

（ ）

4.对在我市举办的境外展商比例达到 20%（含）以上的国际性展览

会，以及国家级行业协会（学会）在我市举办的国家级展览会，可

在当年基本补贴或增量补贴基础上再给予 50%的上浮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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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经专家评审小组认定符合低碳、环保标准的绿色展览会，可在当

年基本补贴或增量补贴基础上再给予 20%的上浮补贴，上浮金额

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依据《成都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第二条第四款“线下会议补贴”

（ ）

1.在我市举办的，由省市政府重点支持或由国家级行业商协会（学

会）、中央直属企业、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 500 强企业、中国服

务业 500 强企业、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美欧日 500强企业、新经

济 500 强企业（上年度排名）等机构或企业举办的参会人数达 500

人（含）以上的国家级、国际性重要会议，按会议场地租赁费和会

议代表住宿费的 50%给予基本补贴，最高不超过 150 万元。

（ ）

2.对在我市举办的，参会国家和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不少于 3

个，境外参会人数比例达到 20%（含）以上的国际性会议，可在

当年基本补贴基础上再给予 50%的上浮补贴。

（ ）

3.对符合我市会议补贴的项目，同期配套举办经贸类专业展览活

动，展览净面积达 2000 ㎡以上的，可在当年会议基本补贴基础上

再给予 30%的上浮补贴。

本单位郑重承诺：

1.所申报项目不是完全使用财政资金执行的项目，

2.同一项目未申请其他市级财政资金补贴的项目。

（不包括经市政府批准的重大事项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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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成都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
收款证明

成都市贸促会（市博览局）：

（单位名称） 于 （日期） 在 （地点） 举办（参加）

“ （项目名称） ”，取得 年度成都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

金补贴人民币（大写） 元

（￥ 元）。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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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成都市博览局办公室 2021年 6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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