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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必须开具发票？ 

在国内开展商品供应或服务提供等活动，并在经营过程中获得报酬的企业家. 

根据税法，在下列情况下，他们的业务有义务开具发票。  

 是应税的工作和服务或与财产有关的其他服务的供应 （也是对私人）或  

 它是为另一个企业家的业务提供的营业额或  

给非企业家的法人。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从销售增值税法的角度来看，开具发票是自愿的。  

特别规定可能适用于外国交易。 

必要的发票内容 

一张合适的发票必须包含以下信息。  

 供应商（发票开具者）的名称和地址 (1)  

 和服务的接受者（发票接受者）（2）。 

 由发票签发人分配一次的连续发票号码，以识别发票（3）。 

 自己的税号或自己的增值税识别号（4）。  

 签发日期(5)。 

 交付或履行的日期；在预付或赊销的情况下，收到对价或部分对价的日期，条件是收到的日期是固定的

，并且不与开具发票的日期重合；如果履行期限尚未商定，这必须是明显的(6)。 

 所提供货物的数量和性质（商业描述）或其他服务的范围和性质（7）。 

 按税率和个人免税额分列的各自净额（费用），以及事先商定的任何费用减免（退税），前提是这些费

用尚未考虑在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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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的税率和对价的应付税额。  

税额(9)。 

 在免税的情况下，只需用俗语（如 "出口"、共同体内部供应）说明即可。 

 如果是建筑、修理或服务发票或类似的土地或建筑物上的工作，提及服务接受者的两年保留义务。前提

是服务接受者不是企业家，或者作为企业家，将服务用于他的非创业领域）。 

 如果一项服务是由服务接受者通过增值税抵扣单（如佣金）结算的，结算文件必须包含 "抵扣单 "的说明

。注：税收抵免票据不得与商业信用票据相混淆，例如，由于交货期短、缺陷等原因；商业信用票据可

继续被称为商业信用票据，因为它不是基于单独的服务交换）。 

在特殊情况下，发票上必须包括以下额外的逐字信息。 

 在服务接受者的税务责任的情况下："服务接受者的税务责任"（例如，在《美国法典》第13b条定义的

建筑服务的情况下）。 

 对于旅游服务："旅行社的特别规定"。 

 对于其他差别征税："二手货/特别计划"、"艺术品/特别计划 "或 "古董/特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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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Fa. Musteraussteller - Exhibitorstr.1 - 54321 展商城市 (1) 

发票 

Fa. Musterempfänger, Empfängerstr. 2, 12345 Empfängerstadt (2) 

报告编号：1-2020 (3) 身份证号码: DE 123456789 (4) 发票日期: 8.6.2020 (5) 

交付日期：6.6.2020 (6) 

位置

。 
名称  安兹。 EP € 金额 € 圣。 

1 教科书销售税 3 55,00  165,00  E (7) 

2 教科书所得税 1 49,00 49,00 E 

3 复印纸500张 5 4,50  22,50  V 

 小计   236,50  

圣。  % 补助额度€ 税款€ (8/9) 

E 交付的税率为 7 214,00  14,98 

V 交付的税率为 19 22,50 4,28 

 总数  236,50 19,26  

 发票总金额   255,76  

 

表示税率的缩写（这里：E或V）不是强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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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最终发票，例如建筑业，也必须说明收到的预付款及其应缴税款，并从所提供服务的总金额中扣除。

这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 

......如上所述，直到小计被确定......。 

(假设统一税率为19%) 

 小计   60.000,00  

 减去收到的折扣。 欧元毛额 增值税€   

06.06.20 部分发票 1001 11.900,00 1.900,00 10.000,00  

03.07.20 部分发票1015 17.850,00 2.850,00 15.000,00  

 小计 29.750,00 4.750,00 25.000,00  

 剩余费用   35.000,00  

 剩余费用的增值税 19%  6.650,00  

 支付金额   41.650,00  

 

开具发票的最后期限 

 对于在另一个欧盟成员国进行的共同体内部供应或其他服务，如果供应的接收者有义务纳税，则必须在

供应月份的下一个月的15日之前开具发票。 

 如果向另一个企业家提供服务，一般必须在提供服务后6个月内开具发票。 

 如果是与财产有关的工作交付或其他服务，无论客户类型如何，都必须在履行服务后六个月内开具发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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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发票的例外情况 

总金额（包括增值税）不超过250欧元的发票只需包含以下信息。 

 供应商（发票开具者）的全名和地址。 

 签发日期。 

 所提供货物的数量和性质或其他性能的范围和性质。 

 总金额和适用的税率，或者在豁免的情况下，说明该供应是豁免的。 

特别说明 

 如果发票中缺少必要的内容，在部分发票的情况下还包括交货或履约时间的信息，则不符合进项税额扣

减的前提条件。因此，必须要求提供更正的发票。 

 UStG第19条意义上的小企业主不允许显示增值税。他们必须在发票上注明其小企业身份。 

 如果发票上显示的税额高于应缴税额或未经授权的增值税，则必须向税务局支付。 

 对于外国事务、旅行服务、差额征税等，适用补充规定；在此，你应始终咨询你的税务顾问。 

 如果在德国设立的交易商在另一个欧盟成员国进行的交易需要承担外国客户的纳税义务，德国的会计规

则仍然适用--但信用证的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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