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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等出台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新规
■ 本报记者 王勇

1、 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范围
被进一步明确。

《公告》明确提出，企业或个
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
机关， 用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公
益慈善事业捐赠支出， 准予按
税法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扣除。

《公告》所称公益性社会组
织，包括依法设立或登记并按规
定条件和程序取得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的慈善组织、其他
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

旧规中没有“公益性社会组
织”这一概念，用的是“公益性社
会团体”。 而且“公益性社会团
体”被限定在基金会、社会团体
的范围内，民非（社会服务机构）
则被排除在外。

《公告》的规定不仅明确使
用了不易被混淆的“公益性社会
组织”， 还给出了范围———慈善
组织、 其他社会组织和群众团
体。 基金会、社团、社会服务机构
（民非）都有机会申请了。

2、 取消了对年检结论方面
的要求。

《公告》要求，社会组织要取
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每
年应当在 3 月 31 日前按要求向
登记管理机关报送经审计的上
年度专项信息报告。 报告应当包
括财务收支和资产负债总体情
况、 开展募捐和接受捐赠情况、
公益慈善事业支出及管理费用
情况等内容。 首次确认公益性捐
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应当报送经
审计的前两个年度的专项信息
报告。

旧规要求，申请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需要在申请前年
检合格。

2016 年实施的《慈善法》规
定，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其登记
的民政部门报送年度工作报告
和财务会计报告。 此后，社会组
织中是慈善组织的不再进行年
检，而是实行年报制。

基于《慈善法》作为上位法
的要求，《公告》取消了关于年检
合格的相关要求。

3、 关于年度公益支出及管
理费的比例有了新要求。

《公告》提出，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
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支出占上
年总收入的比例均不得低于
70%。 计算该支出比例时，可以用
前三年收入平均数代替上年总
收入。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

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用于公益
慈善事业的支出占上年末净资
产的比例均不得低于 8%。 计算
该比例时，可以用前三年年末净
资产平均数代替上年末净资产。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
组织，前两年度每年支出的管理
费用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均不
得高于 10%。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
会组织，前两年每年支出的管理
费用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均不
得高于 12%。

旧规对于年度支出和管理
费是按照基金会和社会团体分
开规定的。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
募基金会每年公益事业支出，不
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 70%；非
公募基金会每年的公益事业支
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
8%。 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
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
支出的 10%。

对于社会团体，旧规的规定
是申请前连续 3 年每年用于公
益活动的支出不低于上年总收
入的 70%（含 70%）， 同时需达到
当年总支出的 50%以上 （含
50%）。

2016 年实施的《慈善法》对
慈善组织的年度支出和管理费
的比例，则是按照是否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进行分类规定的。

依据《慈善法》，民政部、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关
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
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对此作
出了进一步细化的规定：

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基金会年度慈善活动支
出不得低于上年总收入的 70%；
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
支出的 10%。

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机
构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
上年总收入的 70%；年度管理费
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 13%。

慈善组织中不具有公开募
捐资格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社
会服务机构，年度慈善活动支出
和年度管理费用则根据上年末
净资产的规模分为四个档次。

同为财政部、 税务总局、民
政部制定的《公告》并没有完全
采纳《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
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
的上述规定。

对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基金会、 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
机构，《公告》并没有进行区分，

而是统一规定为年度公益支出
不低于 70%， 管理费占比不高
于 10%。

这一要求和旧规对公募基
金会的要求并没有什么变化，对
社会团体的要求则提高了。

对于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
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
机构，《公告》 既没有分类规定，
也没有采用依据净资产的规模
分为档次的做法。 而是统一规定
为年度公益支出不低于 8%，管
理费占比不高于 12%。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
会组织，即使符合《关于慈善组
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
理费用的规定》， 申请了也不一
定能够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

4、 员工工资不超过上年度
税务登记所在地人均工资水平
两倍。

《公告》要求，要取得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社会组织必
须具有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且
免税资格在有效期内。

那么，如何才能取得非营利
组织免税资格呢？

2018 年出台的《关于非营
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 规定必须满足 8
个条件。 其中第七条规定，工作
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
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该组织的
财产。

具体来说，工作人员平均工
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税务登记
所在地的地市级（含地市级）以
上地区的同行业同类组织平均
工资水平的两倍，工作人员福利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5、 放宽了行政处罚方面的
要求。

《公告》要求，要取得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社会组织前
两年度未受到登记管理机关行
政处罚（警告除外）。 前两年度未
被登记管理机关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

旧规要求“申请前 3 年内未
受到行政处罚”，《公告》 的规定
很显然是放宽了。

首先，年份由前 3 年内缩短
为前两年度。其次，行政处罚的范
围被进一步明确为登记管理机关
的行政处罚， 而不是所有部门的
行政处罚，且警告被排除在外。

但在具体执行中依然存在
问题。 2018 年发布的《关于公
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有关问
题的补充通知》规定，旧规中的
行政处罚是指指税务机关和登
记管理机关给予的行政处罚
（警告或单次 1 万元以下罚款
除外）。

这一规定和《公告》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那么以谁为准呢？
旧规被废止， 但 2018 年发布的
《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并没有被
明确废止。

6、 新设立或新认定的慈善
组织更容易取得公益性捐赠税

前扣除资格。
《公告》明确，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慈善法》新设立或新认
定的慈善组织，在其取得非营利
组织免税资格的当年，只需要符
合本条第一项、第六项、第七项
条件即可。

按照《公告》的规定，新设立
或新认定的慈善组织，在其取得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当年，
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至需
要符合：1、 符合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到
第八项规定的条件。 2、前两年
度未受到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
罚（警告除外）。 3、前两年度未
被登记管理机关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

也就是说没有年报提交、年
度公益支出、 管理费、3A 及以上
评级的要求。 所以新设立或新认
定的慈善组织，在其取得非营利
组织免税资格的当年一定不能
错过对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
格的申请。

7、 应当取消公益性捐赠税
前扣除资格的情形达到三类十
二种。

旧规规定的应取消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情形只有六
种（五种加补充一种），且只分为
取消后 1 年和 3 年不得重新申
请两种分类。

《公告》则分为取消后可申
请、取消后三年不可申请、取消
后不得重新申请三类，其取消资
格的情形达到了 12 种。

其中比较值得关注，且社会
组织容易触碰的包括： 年报、年
度公益支出比例、 管理费用比
例、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行政
处罚、信用信息、登记评估、捐赠
等方面。

另外还要强调的是，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是有时间限
制的，《公告》规定：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在全国范围内有
效，有效期为三年。

8、 社会组织（不仅是基金
会）注册资金都可以进行税前扣
除了。

《公告》规定，公益性社会组
织登记成立时的注册资金捐赠
人，在该公益性社会组织首次取

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
当年进行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可
按规定对其注册资金捐赠额进
行税前扣除。

旧规只规定了 2008 年 1 月
1 日以后成立的基金会， 在首次
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后，原始基金的捐赠人在基金会
首次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资格的当年进行所得税汇算清
缴时，可按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公告》的规定则将范围从
基金会扩展到整个公益性社会
组织。

9、 具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
更容易查询了。

《公告》要求，为方便纳税主
体查询，省级以上财政、税务、
民政部门应当及时在官方网站
上发布具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
公告。

企业或个人可通过上述渠
道查询社会组织公益性捐赠税
前扣除资格及有效期。

旧规规定具备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
织名单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和民政部以及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税务和民
政部门每年公告。

但长期以来，这种公告对于
公众来说并不容易查询。《公告》
的新规定，第一，强调了“方便纳
税主体查询”；第二，明确了发布
渠道是“官方网站”；第三，特别
说明了企业或个人可以通过上
述渠道查询，且查询的不仅是名
单，还有有效期。

10、老人老办法，新人新
办法。

考虑到相关部门、社会组织
都需要时间适应《公告》出台前
后的变化，《公告》按照“老人老
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进行
了区分：

尚未完成 2019 年度及以前
年度社会组织公益性捐赠税前
扣除资格确认工作的，按照原政
策规定执行。 2020 年度及以后
年度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
格的确认及管理按本公告规定
执行。

5 月 21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对外公布。 与此同
时，2008 年 、2010 年 、2015 年发布的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的三个
规定（以下简称“旧规”）废止。

今后社会组织是否能够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将取决
于这一新的《公告》。 如果社会组织还按照过去的规定操作，将有可
能无法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那么此次发布的《公告》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