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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利好释放：防伪税控设备市场扩大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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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规模纳税人使用专用防伪税控设备，带来整体市场规模扩大四倍。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行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有关问题的

公告》：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新认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新办的小规模纳

税人应使用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纳税人端税控设备

包括金税盘和税控盘。 

过去按照每年的收入标准不同，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通常二者

的比例在 1：4。之前一般纳税人可以开具增值税防伪税控发票，小规模纳税人

一般只能开具普通发票，不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如果小规模纳税人向

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购货方要求销货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时，

税务机关可以为其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过去只有一般纳税人需要购置专

用防伪税控设备，而由于当时计算机普及等诸多因素考虑，小规模纳税人则没

有纳入防伪税控系统之中，也就没有强制使用专用防伪税控设备开具发票。随

着国家金税工程的完善，将小规模纳税人使用的普通发票纳入防伪税控系统之

中的条件已经成熟，2013 年在北京营改增推广的过程中，就已经试点要求小规

模纳税人使用专用防伪税控设备，随后重庆在营改增推广的时候也同样采取了

这一模式。 

本次国家在新出台的方案中，将小规模纳税人正式纳入防伪税控系统之中，要

求对新认定的企业强制使用防伪税控设备，使防伪税控设备这一市场规模快速

扩大至原来的四倍。 

2. 防伪税控设备厂商直接受益，龙头企业利润有望大幅增长 

专用防伪税控设备属于国家指定机构生产运营，因此价格由发改委等机构确定。

现在一套专用防伪税控设备售 720 元，每年的服务费为 330 元。专用防伪税控

设备市场分为传统行业和“营改增”行业，传统行业全部由航天信息垄断经营，

“营改增”行业由航天信息和总参三部(设备由恒宝股份、旋极信息、天喻信息、

许继信息、握奇数据 5 家企业提供)寡头垄断经营。 

传统行业税控设备市场每年新增市场规模约 40-45 万套左右，存量市场客户约

400 万。随着 2015 年新规定的执行，年新增用户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200 万套，

行业的市场规模由过去的 每年 20 亿（考虑 330 元/年服务费），迅速扩大到 30

亿/年，并随着存量用户的不断快速增长，市场规模不断的扩大。 

“营改增”行业市场：2014 年约有 35-40 万套的规模，航天信息作为传统税控

领域市场的领军企业，在市场份额的获得上拥有优势地位，总参三部下属的旋

极信息、握奇、许继信息、恒宝股份和天喻信息将瓜分剩余市场。“营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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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市场规模受制于国家对营改增推进的力度，目前每年新增的用户数约 35-40 万左右，目

前大约有 2500-3000 万用户营业税用户未完成“营改增”。根据李克强总理在《求是》杂志

发表署名文章：提出营改增“五步曲”，明确 2015 年全覆盖的时间表，我们预期今年房地产

等剩余的行业也将纳入营改增范畴。同样随着小规模纳税人纳入防伪税控设备体系，2500

万用户市场规模将逐步释放。 

3. 投资建议 

我们初步框算，防伪税控设备厂商直接受益与该政策的执行，龙头企业利润有望大幅增长。

航天信息受此影响，2015 年税控板块收入有望增厚 60%。 恒宝股份、旋极信息、天喻信息、

许继信息、握奇数据 5 家企业市场空间也同样迅速得以扩大。 

强烈推荐关注防伪税控设备龙头企业航天信息。推荐恒宝股份，关注天喻信息和旋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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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行业公司投资评级体系(基准指数沪深 300) 

公司投资评级说明： 

 强推：预期未来 6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20%以上； 

 推荐：预期未来 6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10%－20%； 

 中性：预期未来 6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 -10%－10%之间； 

 回避：预期未来 6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10%－20%之间。 

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推荐：预期未来3-6个月内该行业指数涨幅超过基准指数5%以上； 

 中性：预期未来3-6个月内该行业指数变动幅度相对基准指数-5%－5%； 

 回避：预期未来3-6个月内该行业指数跌幅超过基准指数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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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和观点均准确地反映了其个人对该证券或发行人的看法和判断；分析师对任何其他券商发布的所有可能存在雷同的研究报告不负

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可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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