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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纳税申报相关税收政策

2020 年 2 月 28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3 号）明确：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对湖北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 3%预征

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除湖北省外，其他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

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 3%预征

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

业等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5 号）第三条规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办理增值税

纳税申报时，按照 13 号公告有关规定，免征增值税的销售

额等项目应当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

用）》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免税项目相应栏次；

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销售额应当填写在《增值税纳税

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

（3%征收率）”相应栏次，对应减征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按销

售额的 2%计算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

用）》“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

表》减税项目相应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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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附列资料》

第 8 栏“不含税销售额”计算公式调整为：第 8 栏=第 7 栏

÷（1+征收率)。

二、申报操作指南

（一）预缴税款申报

1、建筑公司提供异地建筑服务预缴申报案例

广东省某建筑公司，为登记在广州市的按季申报小规模

纳税人，2020 年 3 月在佛山市顺德区进行建筑施工，其中 A

项目取得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 50 万元，向其他建筑企业

支付分包款 15 万元，该纳税人应如何向佛山市顺德区税务

局预缴申报？

【注意事项】

该纳税人当季在预缴地提供的跨县（市）提供建筑服务

销售额超过 30 万元，应在顺德区就全部建筑服务收入按照

1%的预征率预缴税款。纳税人可以通过广东省电子税务局或

办税服务厅前台办理预缴申报。

【数据计算】

应预缴税款=（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支付的分包款）÷

（1+征收率）×预征率=（500000-150000）÷（1+1%）×

1%=3465.35 元。

【表样填写】



3

该纳税人应将 A 项目的编号、名称和地址等相关信息填

在《增值税预缴税款表》，“是否适用一般计税方法”选“否”，

将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500000 元填在“预征项目和

栏次”部分的第 1 栏“建筑服务”第 1 列“销售额”，将分

包款 150000 元填在第 2 列“扣除金额”，在第 3 列“预征

率”选择 0.01，将预征税款 3465.35 元填在第 4 列“预征税

款”。

（二）未超过小微企业免税标准申报

2、设计服务个体户开具普通发票申报案例

广东省某设计服务个体工商户，为按季申报的小规模纳

税人，2020 年 1-3 月份提供设计服务含税销售额分别为

103000 元、51500 元和 101000 元，1、2 月均按照 3%开具了

增值税普通发票，3 月按照 1%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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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应当如何申报?

【注意事项】

该纳税人第一季度不含税销售额合计 25 万元，未超过

30 万元，且均开具普通发票，所以第一季度销售额均可享受

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不需要缴纳增值税。

【数据计算】

本期不含税销售额=1、2、3 月含税销售额÷（1+征收率）

=103000÷（1+3%）+51500÷（1+3%）+101000÷（1+1%）

=100000+50000+100000=250000 元

本期免税额＝本期不含税销售额×征收率=250000×

3%=7500 元

【表样填写】

该纳税人登记注册类型为“个体”，应将当季全部免税

销售额 250000 填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

用）》“本期数”“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列第 9、11

栏的“免税销售额”“未达起征点销售额”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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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销售公司 2020 年 3 月开具专用发票申报案例

广东省某电子设备销售公司，为按季申报的小规模纳税

人，2020 年 1-3 月份销售货物含税销售额分别为 103000 元、

51500 元和 101000 元，1、2 月均按照 3%开具了增值税普通

发票，3 月按照 1%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一季度应当如

何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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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该纳税人第一季度不含税销售额合计 25 万元，未超过

30 万元，故其开具普通发票的销售额可以享受小微企业普惠

性税收优惠政策，但需就 3 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销售额

缴纳增值税，同时 3 月份的应税销售额可以享受减按 1%征收

率征收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数据计算】

1、2 月不含税免税销售额=1、2 月开具普票含税销售额

÷（1+征收率）=103000÷（1+3%）+51500÷（1+3%）

=100000+50000=150000 元

本期免税额＝开具普通发票不含税销售额×征收率

=100000×3%+50000×3%=3000+1500=4500 元

3 月不含税应税销售额=3 月开具专票含税销售额÷（1+

征收率）=101000÷（1+1%）=100000 元

本期应纳税额=本期开具专票不含税销售额×征收率

=100000×1%=1000 元

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3 月开具专票不含税销售额×

2%=100000×2%=2000 元

【表样填写】

该纳税人登记注册类型非“个体”，应将当季开具普通

发票的不含税免税销售额 150000 元填入《增值税纳税申报

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本期数”“货物及劳务”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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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栏的“免税销售额”“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栏次，

将开具专用发票的不含税销售额 100000 元填入第 1、2栏“应

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3%征收率）”“税务机关代开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栏次，将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

2000 元填入第 16 栏“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栏次。

同时，该纳税人享受了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优惠

政策，还需填写《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在《增值税

减免税申报明细表》“一、减税项目”中选择对应的减税性

质代码及名称（0001011608∣SXA031901121∣对湖北省外的

小规模纳税人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将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2000

元填入第 2 列“本期发生额”。

先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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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填写《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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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贸企业 2020 年 2月和 3月开具专用发票申报案例

广东省某日用品销售公司，为按季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

2020 年 1-3 月份销售货物含税销售额分别为 103000 元、

61800元和101000元，1月均按照3%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

2 月均按照 3%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3 月均按照 1%开具了

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一季度应当如何申报?

【注意事项】

该纳税人第一季度不含税销售额合计 26 万元，未超过

30 万元，故其开具普通发票的销售额可以享受小微企业普惠

性税收优惠政策，但需就 2、3 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销

售额缴纳增值税，同时 3 月份的应税销售额可以享受减按 1%

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数据计算】

本期不含税免税销售额=1 月开具普票含税销售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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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率）=103000÷（1+3%）=100000 元

本期免税额＝开具普通发票不含税销售额×征收率

=100000×3%=3000 元

本期不含税应税销售额=2、3 月开具专票含税销售额÷

（ 1+征收率） =61800 ÷（ 1+3% ） +101000 ÷（ 1+1% ）

=60000+100000=160000 元

本期应纳税额=本期开具专票不含税销售额×征收率

=60000×3%+100000×1%=2800 元

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3 月开具专票不含税销售额×

2%=100000×2%=2000 元

【表样填写】

该纳税人登记注册类型非“个体”，应将当季开具普通

发票的不含税免税销售额 100000 元填入《增值税纳税申报

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本期数”“货物及劳务”列第

9、10 栏的“免税销售额”“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栏次，

将开具专用发票的不含税销售额 160000 元填入第 1、2栏“应

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3%征收率）”“税务机关代开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栏次，将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

2000 元填入第 16 栏“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栏次。

同时，该纳税人享受了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优惠

政策，还需填写《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在《增值税

减免税申报明细表》“一、减税项目”中选择对应的减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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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代码及名称（0001011608∣SXA031901121∣对湖北省外的

小规模纳税人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将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2000

元填入第 2 列“本期发生额”。

先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再填写《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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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过小微企业免税标准申报

5、咨询服务个体户开具普票申报案例

广东省某咨询服务个体工商户，为按季申报的小规模纳

税人，2020 年 1-3 月份提供咨询服务取得含税销售额分别为

103000 元、123600 元和 151500 元，全部销售收入均开具了

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一季度应当如何申报?

【注意事项】

该纳税人第一季度合计销售额 37 万元，超过 30 万元，

不可以享受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应对其全部销售

额计算缴纳增值税，但是 3 月份的销售额可以享受减按 1%

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数据计算】

本期不含税销售额=1、2、3 月含税销售额÷（1+征收率）

=103000÷（1+3%）+123600÷（1+3%）+1515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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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120000+150000=370000 元

本期应纳税额=1、2、3 月不含税销售额×征收率=100000

×3%+120000×3%+150000×1%=3000+3600+1500=8100 元

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3 月不含税销售额×2%=150000×

2%=3000 元

【表样填写】

该纳税人应将当季不含税免税销售额 370000 元填入《增

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本期数”“服务、

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列第 1、3 栏的“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

售额（3%征收率）”“税控器具开具的普通发票不含税销售

额”栏次，将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 3000 元填写在第 16 栏“本

期应纳税额减征额”栏次。

同时，该纳税人享受了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优惠

政策，还需填写《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在《增值税

减免税申报明细表》“一、减税项目”中选择对应的减税性

质代码及名称（0001011608∣SXA031901121∣对湖北省外的

小规模纳税人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将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3000

元填写在第 2 列“本期发生额”。

先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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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填写《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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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销售不动产业务申报

6、商贸企业销售不动产申报案例

广东省某服装零售公司，为按季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

2020 年 1 月份销售货物含税销售额 206000 元，2 月份因疫

情停业未销售货物，3 月份销售货物含税销售额 50500 元，

同时销售不动产取得含税销售额 525000 元，全部销售收入

均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一季度应当如何申报?

【注意事项】

该纳税人第一季度合计不含税销售额 75 万元，但扣除不

动产销售额 50 万元后，货物销售额为 25 万元，未超过 30

万元，可以享受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但销售不动

产适用 5%的征收率，不适用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政

策。因此，纳税人一季度销售不动产取得的 50 万元，需要

按照现行销售不动产的政策计算缴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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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计算】

本期不含税免税销售额=销售货物含税销售额÷（1+征收

率）=206000÷（1+3%）＋50500÷（1＋1%）=250000 元

本期免税额＝本期不含税销售额×征收率=250000×

3%=7500 元

本期应纳税额=销售不动产含税销售额÷（1＋征收率）

×征收率=525000÷（1＋5%）×5%=25000 元

【表样填写】

该纳税人登记注册类型非“个体”，应将当季可享受免

税的不含税收入 250000 元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

规模纳税人适用）》“本期数”“货物及劳务”第 9、10 栏

的“免税销售额”“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 ”等栏次；将当季

不能享受免税的销售不动产不含税收入 500000 万元填写在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本期数”“服

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第 4、6 栏的“应征增值税不含税

销售额（5%征收率）”“税控器具开具的普通发票不含税销

售额”等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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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差额征税申报

7、建筑公司差额征税申报案例

广东省某建筑公司，为按季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2020

年 1 月份取得建筑服务含税销售额 463500 元，对外分包业

务支付含税金额 206000 元；2 月未发生业务；3 月份取得建

筑服务含税销售额 252500 元，对外分包业务支付含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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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00 元，全部销售收入均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一季

度应当如何申报?

【注意事项】

该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适用差额征税政策，当季差额后

的不含税销售额为 38 万元，超过 30 万元，不可以享受小微

企业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应对其全部销售额计算缴纳增值

税，但是 3 月份的销售额可以享受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的优惠政策。

【数据计算】

先判断该纳税人本期差额后的不含税销售额是否适用小

微企业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

1 月差额后不含税销售额=（463500-206000）÷（1+3%）

=257500÷1.03=250000 元

3 月差额后不含税销售额=（252500-121200）÷（1+1%）

=131300÷1.01=130000 元

本期差额后不含税销售额=250000+130000=380000 元

经计算，该纳税人本期差额后的不含税销售额不适用小

微企业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

本期应纳税额=差额后不含税销售额×征收率=250000×

3%+130000×1%=7500+1300=8800 元

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3 月差额后不含税销售额×

2%=130000×2%=2600 元

【表样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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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期取得的全部含税收入、本期扣除额以及扣除后的

含税销售额、不含税销售额分别填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

规模纳税人适用）》附列资料第 2- 8 栏，此处注意第 8 栏

“不含税销售额”计算公式调整为：第 8 栏=第 7 栏÷(1+征

收率)；将扣除后的不含税销售额 380000 元填入主表第 1 栏

“（一）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3%征收率）”“服务、

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列，将扣除前的不含税销售额 700000

元填入主表第 3栏“税控器具开具的普通发票不含税销售额”。

同时，该纳税人享受了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优惠

政策，还需填写《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在《增值税

减免税申报明细表》“一、减税项目”中选择对应的减税性

质代码及名称（0001011608∣SXA031901121∣对湖北省外的

小规模纳税人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将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2600

元填写在第 2 列“本期发生额”。

先填写附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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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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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填写《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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