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全文废止和部分条款废止的

印花税文件目录
序号 文号 文件名称 备注

1
（1988）国税地字第 28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对金融系统营业

账簿贴花问题的具体规定
全文

2
（1989）国税地字第 41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华能集团公司资

金账簿贴花问题的复函
全文

3
（1989）国税地字第 76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由铁道部自行解

决工交事业费的单位贴花问题的

批复

全文

4
（1989）国税地字第 77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家庭财产两全保

险合同征收印花税问题的批复
全文

5
（1989）国税地字第 97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对水库水工建筑

物原值征收印花税问题的批复
全文

6
（1989）国税地字第 110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对“拨改贷”借款

合同征收印花税问题的复函
全文

7 国税函发〔1990〕433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汇总缴纳印花税

税额计算问题的通知
全文

8 国税函发〔1990〕428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改变保险合同印

花税计税办法的通知
全文

9 国税函发〔1990〕508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代购、代销“国务

院市场调节粮”协议书征免印花税

事宜的函

全文

10 国税函发〔1990〕994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各种要货单据征

收印花税问题的批复
全文

11 国税发〔1990〕173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货运凭证征收印

花税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
第三条

12
国税函发〔1990〕1383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中国银行营运资

金印花税纳税地点问题的批复
全文

13
国税函发〔1991〕1081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借贷业务应纳印

花税凭证问题的批复
全文

14
国税函发〔1991〕1187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订货会所签合同

印花税缴纳地点问题的通知
全文

15 国税发〔1991〕155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

问题的解释和规定的通知
全文

16
国税函发〔1991〕1268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集体土地建设用

地使用权登记证”贴花问题的批复
全文

17
国税函发〔1991〕1415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物资订货合同印

花税确定纳税人问题的批复
全文



18
国税函发〔1992〕1145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飞机租赁合同征

收印花税问题的批复
全文

19
国税函发〔1992〕1431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飞机租赁合同征

收印花税问题的函
全文

20
国税函发〔1992〕1640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批发市场交易合

同征收印花税问题的通知
全文

21 国税函发〔1993〕8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投资银行系统资

金账簿缴纳印花税问题的复函
全文

22 国税函发〔1993〕705 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向

专业银行发放贷款所签合同征免

印花税问题的批复

全文

23 国税发〔1994〕25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金账簿印花

税问题的通知
全文

24 国税发〔1994〕95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

和外国企业征收印花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

全文

25 国税发〔1997〕129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证券交易

印花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
第二、四条

26 国税函〔1997〕505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

的订单要货单据征收印花税问题

的批复

全文

27 国税函〔2000〕106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电力公司

及其子公司资金账簿征收印花税

有关问题的通知

全文

28 国税函〔2000〕162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征免印花税问题

的通知

全文

29 国税函〔2000〕236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征收印花税

有关问题的通知

全文

30 国税函〔2000〕394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改制后有关资金账簿印

花税问题的通知

全文

31 国税函〔2001〕228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铁道通信信息

有限责任公司印花税问题的通知
全文

32 国税函〔2001〕227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电信集团

公司及其子公司有关印花税问题

的通知

全文

33 国税函〔2001〕361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邮政及所

属各级邮政企业资金账簿征收印

花税问题的通知

全文

34 国税函〔2001〕766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征收印花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全文



35 国税函〔2002〕104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国银行分行

营运资金缴纳印花税问题的批复
全文

36 国税函〔2002〕164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电信集团

“两费”返还资金有关印花税问题

的通知

全文

37 国税函〔2003〕58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牧工商（集

团）总公司接收山丹军马场等 7家

企业增加的资金有关印花税问题

的通知

全文

38 国税函〔2003〕91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联合通信

有限公司重组上市过程中有关印

花税问题的通知

全文

39 国税函〔2003〕1027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重组改制过程中有关印花税

和契税问题的通知

第一条

40 国税函〔2004〕150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印

花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全文

41 国税函〔2004〕272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航空集团

公司重组过程中印花税问题的通

知

全文

42 国税函〔2004〕315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重组过程中印花税问

题的通知

全文

43 国税函〔2004〕399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航空工业

第二集团公司重组改制过程中印

花税问题的通知

全文

44 国税函〔2004〕411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电子产业

工程公司重组过程中印花税问题

的通知

全文

45 国税函〔2004〕432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电信集团

公司重组改制过程中印花税问题

的通知

全文

46 国税函〔2004〕429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网络通信

集团公司印花税问题的通知
全文

47 国税函〔2004〕913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科学院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印花税

问题的通知

全文

48 国税函〔2005〕489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电信集团

公司湖北等十省（区）电信资产重

组改制过程中印花税问题的通知

全文

49 国税函〔2006〕749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安利（中国）日

用品有限公司征收印花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

全文



50 国税函〔2008〕679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铁道建筑

总公司股份制改革过程中有关税

收问题的通知

第二条

51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2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寿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相关税收问题的公告

第五条中有

关印花税的

规定

52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77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印花税管

理规程（试行）》的公告
全文

53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9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税费申报

有关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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