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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有关措施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58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9］13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有关问题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2号 ）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2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所得税优惠
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8号）

一、主要优惠政策介绍



从事国家非限制或禁止行业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300万元

二、小型微利企业的标准

1.从业人数≤ 300人
2.资产总额≤ 5000万元



“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的计算公式

u从业人数：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

u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应按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

u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u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300万元

u应纳税所得额≤ 100万时：
减免税额=应纳税所得额×25%×90%

u100万元＜应纳税所得额≤300万元时：
减免税额=应纳税所得额×25%×60%+7.5万

l≤ 100万元部分：减按1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l100万元—300万元部分：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减免税额的计算

2021年度汇算清缴：



征收方式无论是查账征收或
核定征收，均可享受小型微
利企业优惠政策

在预缴和汇算清缴企业所得
税时，通过填写纳税申报表
相关内容，即可享受小型微
利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
统一实行按季度预缴

l原不符合，年度中间预缴
时符合，此前期间多缴的税
款，可在以后季度应预缴的
企业所得税税款中抵减。

四、享受优惠的方式

不限征收方式

直接填报享受

按季预缴

l预缴时享受了小型微利减
免政策，年度汇算清缴时不
符合条件的，应当按照规定
补缴税款

多抵少补



四、享受优惠的方式

Q：视同独立纳税人缴税的二级分支机构能否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

A：视同独立纳税人缴税的二级分支机构不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现行企业

所得税实行法人税制，企业应以法人为主体，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应

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由于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经营情况应并入企业总机

构，由企业总机构汇总计算应纳税款，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实施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减税降费政策答复汇编》



五、2021年度申报表填报案例 u 查账征收企业

中国居民企业A企业是查账征收企业，2021年度

主营业务收⼊560万元，主营业务成本300万元，发

⽣管理费用60万元，经计算应纳税所得额200万元，

季度申报已预缴13万元，假设该企业资产、⼈数、

⾏业符合小微企业标准，其他条件暂不考虑，计

算A企业2021年度应纳企业所得税。

查账征收企业案例



1.填写封面:

根据实际情况进⾏填报。



2.勾选《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填报表单》。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小型微利企业所

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有关措施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2018年第58号）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A类）》（A100000）为小型微利企业必填表单；

《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A101010）、《金融企

业收入明细表》（A101020）、《一般企业成本支

出明细表》（A102010）、《金融企业支出明细表》

（A102020）、《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收入、

支出明细表》（A103000）、《期间费用明细表》

（A104000）为免填表；其他表单小型微利企业可

结合自身经营情况选择填报，未发生则无需填报。

表单编号 表单名称
小型微利企业
填报要求

A000000 企业基础信息表 必填表

A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 必填表

A101010 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

免填表

A101020 金融企业收入明细表

A102010 一般企业成本支出明细表

A102020 金融企业支出明细表

A103000 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收入、支出明细表

A104000 期间费用明细表

A105000 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

选填表（结合
自身经营情况，
选择表单填报）

…… ……

A105050 职工薪酬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 ……

A105080 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 ……

A107040 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

…… ……



3.填写《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A000000）中的“基本经营情况”为小型微利企业必填
项目；“有关涉税事项情况”为选填项目，存在或者发生相关事项时小型微利企业必须填报；“主要股
东及分红情况”为小型微利企业免填项目。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填报注意事项：
l “103资产总额”单位为“万元”；
l “106 从事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应选“否”；
l “109 小型微利企业”标志应选“是”。



A企业2021年度“应纳税所得额”200万元，符合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条件，则小微“减免所

得税额”=200×25%- [100×12.5%×20%+（200-100）

×50%×20%]= 200×25%×60%+7.5=37.5万元；

本年“实际应纳所得税额”= 12.5万元；

同时，在主表32⾏录⼊季度申报已预缴税额13万

元，则“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0.5万元。

4.填写A100000主表
行次 类别 项 目 金 额

1

利润

总额

计算

一、营业收入(填写A101010\101020\103000) 5,600,000.00
2 减：营业成本(填写A102010\102020\103000) 3,000,000.00
3-4 …… 0.00
5 减：管理费用(填写A104000) 600,000.00
6-9 …… 0.00
10 二、营业利润(1-2-3-4-5-6-7+8+9) 2,000,000.00
11-
12

…… 0.00

13 三、利润总额（10+11-12） 2,000,000.00
14-
18 应纳

税所

得额

计算

…… 0.00

19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17+18） 2,000,000.00
20-
22

…… 0.00

23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2,000,000.00
24

应纳

税额

计算

税率（25%） 25%
25 六、应纳所得税额（23×24） 500,000.00
26 减：减免所得税额（填写A107040） 375,000.00
27 减：抵免所得税额（填写A107050） 0.00
28 七、应纳税额（25-26-27） 125,000.00
29 加：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填写A108000） 0.00
30 减：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填写A108000） 0.00
31 八、实际应纳所得税额（28+29-30） 125,000.00
32 减：本年累计实际已缴纳的所得税额 130,000.00
33 九、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31-32） -5,000.00
…… …… 0.00



5.填报A107040《减免所得优惠明细表》

盈利的小微企业还应将“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37.5万元填写

在A107040《减免所得优惠明细表》的第1⾏。到此，A企业的年度申报表填报完成。

行次 项 目 金额

1 一、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375,000.00



五、2021年度申报表填报案例 u 核定征收企业

核定征收企业案例

中国居民企业B企业是核定征收企业，

2021年度收⼊总额300万元，核定应税所得

率10%，全年资产总额平均值为3000万元，

从业⼈数平均值为150⼈，季度申报已预缴

税额1.3万元，其他条件暂不考虑，计算B企

业2021年度应纳企业所得税。



1. 信息填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和年度纳税申报表（B类，2018年版）》，“按年度填报信息”中，填写年

度从业人数及资产总额平均值，勾选是否从事行业为国家限制和禁止行业，根据前述标准判断符合享受小型微利优惠条件的，

“小型微利企业”栏次勾选“是”。

填写步骤

按 年 度 填 报 信 息

从业人数（填写平均
值） 150 资产总额（填写平均值，单位：

万元） 3000

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 □是 ☑ 否 小型微利企业 ☑是 □否



2.减免税款计算及申报表填写

B企业申报表第14行“应纳税所得额”=300

万元×10%=30万元；

第16行“应纳所得税额”=30万元× 25%=7.5

万元；

第17行“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

所得税”=30万元×25%-30万元

×12.5%×20%= 30万元×25%×90%=6.75万元；

季度已预缴税额1.3万元填写在第18行。计

算应补（退）所得税额=7.5万元—6.75万

元—1.3万元=-0.55万元，填写在第19行。

填写步骤

B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和年度纳税申报表
（B类，2018年版）

行次 项 目 本年累计金额
1 收入总额 3,000,000.00
…… …… 0.00
12 应税收入额（1-2-3） \成本费用总额 3,000,000.00
13 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 10%

14 应纳税所得额（第12×13行） \ [第12行÷（1-第
13行）×第13行] 300,000.00

15 税率（25%） 25%
16 应纳所得税额（14×15） 75,000.00

17 减：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67,500.00

18 减：实际已缴纳所得税额 13,000.00

19 本期应补（退）所得税额（16-17-18） \税务机
关核定本期应纳所得税额 -5,500.00



企业所得税好帮手——扫码即可学习企业所得税有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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