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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
税款所属期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纳税人名称：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优 惠 及 附 报 事 项 有 关 信 息

项 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季度平均值
季初 季末 季初 季末 季初 季末 季初 季末

从业人数

资产总额（万元）

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 □是□否 小型微利企业 □是□否

附 报 事 项 名 称 金额或选项

事项 1 （填写特定事项名称）

事项 2 （填写特定事项名称）

预 缴 税 款 计 算 本年累计

1 营业收入

2 营业成本

3 利润总额

4 加：特定业务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

5 减：不征税收入

6 减：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除）调减额（填写 A201020）

7 减：免税收入、减计收入、加计扣除（7.1+7.2+…）

7.1 （填写优惠事项名称）

7.2 （填写优惠事项名称）

8 减：所得减免（8.1+8.2+…）

8.1 （填写优惠事项名称）

8.2 （填写优惠事项名称）

9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10 实际利润额（3+4-5-6-7-8-9）\ 按照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平均额确定的应纳税所得额

11 税率(25%)

12 应纳所得税额（10×11）

13 减：减免所得税额（13.1+13.2+…）

13.1 （填写优惠事项名称）

13.2 （填写优惠事项名称）

14 减：本年实际已缴纳所得税额

15 减：特定业务预缴（征）所得税额

16 本期应补（退）所得税额（12-13-14-15） \ 税务机关确定的本期应纳所得税额

汇 总 纳 税 企 业 总 分 机 构 税 款 计 算

17

总机

构

总机构本期分摊应补（退）所得税额（18+19+20）

18 其中：总机构分摊应补（退）所得税额（16×总机构分摊比例__%）

19 财政集中分配应补（退）所得税额（16×财政集中分配比例__%）

20
总机构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部门分摊所得税额（16×全部分支机构分摊比例

__%×总机构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部门分摊比例__%)

21
分支

机构
分支机构本期分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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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支机构本期分摊应补（退）所得税额

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计算

23
减：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 免征 □ 减征:减征

幅度____%）

本年累计应减免金额

[（12-13-15）×40%×减

征幅度]

24 实际应补（退）所得税额

谨声明：本纳税申报表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报的，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纳税人（签章）：年月日

经办人：

经办人身份证号：

代理机构签章：

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理人：

受理税务机关（章）：

受理日期：年月日

国家税务总局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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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000《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

填报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表适用于实行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居民企业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在

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时填报。执行《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7 号发布,2018 年第 31 号修改）的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

企业的分支机构，除预缴纳税申报时填报外，在年度纳税申报时也填报本表。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对仅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内设

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企业，参照《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

法》征收管理的，企业的分支机构在除预缴纳税申报时填报外，在年度纳税申报时也填

报本表。

二、表头项目

（一）税款所属期间

1.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

正常经营的纳税人，填报税款所属期月（季）度第一日至税款所属期月（季）度最

后一日；年度中间开业的纳税人，在首次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时，填报开始经营之

日至税款所属月（季）度最后一日，以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时按照正常情况填报；

年度中间终止经营活动的纳税人，在终止经营活动当期纳税申报时，填报税款所属期月

（季）度第一日至终止经营活动之日，以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时不再填报。

2.年度纳税申报

填报税款所属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二）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填报税务机关核发的纳税人识别号或有关部门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三）纳税人名称

填报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证件载明的纳税人名称。

三、优惠及附报事项信息

本项下所有项目按季度填报。按月申报的纳税人，在季度最后一个属期的月份填报。

企业类型为“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的，不填报“优惠及附报事项有关信

息”所有项目。

（一）从业人数

必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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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填报第一季度至税款所属季度各季度的季初、季末、季度平均从业人员的数

量。季度中间开业的纳税人，填报开业季度至税款所属季度各季度的季初、季末从业人

员的数量，其中开业季度“季初”填报开业时从业人员的数量。季度中间停止经营的纳

税人，填报第一季度至停止经营季度各季度的季初、季末从业人员的数量，其中停止经

营季度“季末”填报停止经营时从业人员的数量。“季度平均值”填报截至本税款所属

期末从业人员数量的季度平均值，计算方法如下：

各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截至本税款所属期末季度平均值＝截至本税款所属期末各季度平均值之和÷相应

季度数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计算上述指标。

从业人数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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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和。汇总纳税企业总机构填报包括分支机构在内的所有从业人数。

（二）资产总额（万元）

必报项目。

纳税人填报第一季度至税款所属季度各季度的季初、季末、季度平均资产总额的金

额。季度中间开业的纳税人，填报开业季度至税款所属季度各季度的季初、季末资产总

额的金额，其中开业季度“季初”填报开业时资产总额的金额。季度中间停止经营的纳

税人，填报第一季度至停止经营季度各季度的季初、季末资产总额的金额，其中停止经

营季度“季末”填报停止经营时资产总额的金额。“季度平均值”填报截至本税款所属

期末资产总额金额的季度平均值，计算方法如下：

各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截至本税款所属期末季度平均值＝截至本税款所属期末各季度平均值之和÷相应

季度数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计算上述指标。

填报单位为人民币万元，保留小数点后 2位。

（三）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

必报项目。

纳税人从事行业为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的，选择“是”；其他选择“否”。

（四）小型微利企业

必报项目。

本纳税年度截至本期末的从业人数季度平均值不超过 300 人、资产总额季度平均值

不超过 5000 万元、本表“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选择“否”且本期本表第 10 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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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额 \ 按照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平均额确定的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0 万

元的纳税人，选择“是”；否则选择“否”。

（五）附报事项

纳税人根据《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发生符合税法相关规定的支持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捐赠支出、扶贫捐赠支出、软件集成电路企业优惠政策适用类

型等特定事项时，填报事项名称、该事项本年累计享受金额或选择享受优惠政策的有关

信息。同时发生多个事项，可以增加行次。

四、预缴税款计算

预缴方式为“按照实际利润额预缴”的纳税人，填报第 1 行至第 16 行，预缴方式

为“按照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平均额预缴”的纳税人填报第 10、11、12、13、14、

16 行，预缴方式为“按照税务机关确定的其他方法预缴”的纳税人填报第 16 行。

1.第 1 行“营业收入”：填报纳税人截至本税款所属期末，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

规定核算的本年累计营业收入。

如：以前年度已经开始经营且按季度预缴纳税申报的纳税人，第二季度预缴纳税申

报时本行填报本年 1月 1日至 6月 30 日期间的累计营业收入。

2.第 2 行“营业成本”：填报纳税人截至本税款所属期末，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

规定核算的本年累计营业成本。

3.第 3 行“利润总额”：填报纳税人截至本税款所属期末，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

规定核算的本年累计利润总额。

4.第 4 行“特定业务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从事房地产开发等特定业务的纳税人，

填报按照税收规定计算的特定业务的应纳税所得额。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未完工开发产

品取得的预售收入，按照税收规定的预计计税毛利率计算出预计毛利额，扣除实际缴纳

且在会计核算中未计入当期损益的土地增值税等税金及附加后的金额，在此行填报。

5.第 5 行“不征税收入”：填报纳税人已经计入本表“利润总额”行次但税收规定

不征税收入的本年累计金额。

6.第 6 行“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除）调减额”：填报资产税收上享受加速折旧、

摊销优惠政策计算的折旧额、摊销额大于同期会计折旧额、摊销额期间发生纳税调减的

本年累计金额。

本行根据《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除)优惠明细表》（A201020）填报。

7.第 7 行“免税收入、减计收入、加计扣除”：根据相关行次计算结果填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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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在第 7.1 行、第 7.2 行……填报税收规定的免税收入、

减计收入、加计扣除等优惠事项的具体名称和本年累计金额。发生多项且根据税收规定

可以同时享受的优惠事项，可以增加行次，但每个事项仅能填报一次。

8.第 8 行“所得减免”：根据相关行次计算结果填报。第 3+4-5-6-7 行≤0时，本行

不填报。

根据《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在第 8.1 行、第 8.2 行……填报税收规定的所

得减免优惠事项的名称和本年累计金额。发生多项且根据税收规定可以同时享受的优惠

事项，可以增加行次，但每个事项仅能填报一次。每项优惠事项下有多个具体项目的，

应分别确定各具体项目所得，并填写盈利项目（项目所得>0）的减征、免征所得额的合

计金额。

9.第 9 行“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填报纳税人截至本税款所属期末，按照税收规定

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弥补的以前年度尚未弥补亏损的本年累计金额。

当本表第 3+4-5-6-7-8 行≤0时，本行＝0。

10.第 10 行“实际利润额 \ 按照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平均额确定的应纳税

所得额”：预缴方式为“按照实际利润额预缴”的纳税人，根据本表相关行次计算结果

填报，第 10 行＝第 3+4-5-6-7-8-9 行；预缴方式为“按照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平均额预缴”的纳税人，填报按照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平均额计算的本年累计金

额。

11.第 11 行“税率（25%）”：填报 25%。

12.第 12 行“应纳所得税额”：根据相关行次计算结果填报。第 12 行＝第 10×11

行，且第 12 行≥0。

13.第 13 行“减免所得税额”：根据相关行次计算结果填报。根据《企业所得税申

报事项目录》，在第 13.1 行、第 13.2 行……填报税收规定的减免所得税额优惠事项的

具体名称和本年累计金额。发生多项且根据税收规定可以同时享受的优惠事项，可以增

加行次，但每个事项仅能填报一次。

14.第 14 行“本年实际已缴纳所得税额”：填报纳税人按照税收规定已在此前月（季）

度申报预缴企业所得税的本年累计金额。

建筑企业总机构直接管理的跨地区设立的项目部，按照税收规定已经向项目所在地

主管税务机关预缴企业所得税的金额不填本行，而是填入本表第 15 行。

15.第 15 行“特定业务预缴（征）所得税额”：填报建筑企业总机构直接管理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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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设立的项目部，按照税收规定已经向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企业所得税的本

年累计金额。

本行本期填报金额不得小于本年上期申报的金额。

16.第 16 行“本期应补（退）所得税额 \ 税务机关确定的本期应纳所得税额”：按

照不同预缴方式，分情况填报：

预缴方式为“按照实际利润额预缴”以及“按照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平均额

预缴”的纳税人，根据本表相关行次计算填报。第 16 行＝第 12-13-14-15 行，当第

12-13-14-15 行＜0时，本行填 0。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全额归属中央且按比例就地预

缴企业的分支机构，以及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内的按比例就地预

缴企业的分支机构，第 16 行＝第 12 行×就地预缴比例-第 13 行×就地预缴比例-第 14

行-第 15 行，当第 12 行×就地预缴比例-第 13 行×就地预缴比例-第 14 行-第 15 行＜0

时，本行填 0。

预缴方式为“按照税务机关确定的其他方法预缴”的纳税人，本行填报本期应纳企

业所得税的金额。

五、汇总纳税企业总分机构税款计算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总机构”的纳税人填报第 17、18、19、20 行；“跨地区

经营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的纳税人填报第 21、22 行。

1.第 17 行“总机构本期分摊应补（退）所得税额”：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的总

机构根据相关行次计算结果填报，第 17 行＝第 18+19+20 行。

2.第 18 行“总机构分摊应补（退）所得税额（16×总机构分摊比例__%）”：根据相

关行次计算结果填报，第 18 行＝第 16 行×总机构分摊比例。其中：跨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经营的汇总纳税企业“总机构分摊比例”填报 25%，同一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内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总机构分摊比例”按照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确定的总机构分摊比例填报。

3.第 19 行“财政集中分配应补（退）所得税额（16×财政集中分配比例__%）”：根

据相关行次计算结果填报，第 19 行＝第 16 行×财政集中分配比例。其中：跨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经营的汇总纳税企业“财政集中分配比例”填报 25%，同一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内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财政集中分配比例”按

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确定的财政集中分配比例填报。

4.第 20 行“总机构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部门分摊所得税额（16×全部分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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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分摊比例__%×总机构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部门分摊比例__%)”：根据相关行次计算

结果填报，第 20 行＝第 16 行×全部分支机构分摊比例×总机构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

部门分摊比例。其中：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经营的汇总纳税企业“全部

分支机构分摊比例”填报 50%，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内跨地区经营

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分摊比例”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确定的

分支机构分摊比例填报；“总机构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部门分摊比例”按照设立的具

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部门在参与税款分摊的全部分支机构中的分摊比例填报。

5.第 21 行“分支机构本期分摊比例”：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填报其总

机构出具的本期《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分配比例”列次中列

示的本分支机构的分配比例。

6.第 22 行“分支机构本期分摊应补（退）所得税额”：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分

支机构填报其总机构出具的本期《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分配

所得税额”列次中列示的本分支机构应分摊的所得税额。

六、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

适用于民族自治地区纳税人填报。

1.第 23 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本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

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减征或免征（□ 免征 □ 减征:减征幅度____%）”：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

21 号）等规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本民族自治

地方的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可以决定免征或减征，自治州、

自治县决定减征或者免征的，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纳税人填报该行次时，根据享受政策的类型选择“免征”或“减征”，二者必选其

一。选择“免征”是指免征企业所得税税收地方分享部分；选择“减征:减征幅度____%”

是指减征企业所得税税收地方分享部分。此时需填写“减征幅度”，减征幅度填写范围

为 1至 100，表示企业所得税税收地方分享部分的减征比例。例如：地方分享部分减半

征收，则选择“减征”，并在“减征幅度”后填写“50%”。

本行填报纳税人按照规定享受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本民族自治地方的企

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减征或免征额的本年累计金额。

2.第 24 行“本期实际应补（退）所得税额”：本行填报民族自治地区纳税人本期实

际应补（退）所得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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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表内表间关系

（一）表内关系

1.第 7 行＝第 7.1+7.2+…行。

2.第 8 行＝第 8.1+8.2+…行。

3.预缴方式为“按照实际利润额预缴”的纳税人，第 10 行＝第 3+4-5-6-7-8-9 行。

4.第 12 行＝第 10×11 行。

5.第 13 行＝第 13.1+13.2+…行

6.预缴方式为“按照实际利润额预缴”“按照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平均额预

缴”的纳税人，第 16 行＝第 12-13-14-15 行。当第 12-13-14-15 行＜0时，第 16 行＝0。

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全额归属中央且按比例就地预缴企业的分支机构，以及在同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内的按比例就地预缴企业的分支机构，第 16 行

＝第 12 行×就地预缴比例-第 13 行×就地预缴比例-第 14 行-第 15 行。当第 12 行×就

地预缴比例-第 13 行×就地预缴比例-第 14 行-第 15 行＜0时，第 16 行＝0。

7.第 17 行＝第 18+19+20 行。

8.第 18 行＝第 16 行×总机构分摊比例。

9.第 19 行＝第 16 行×财政集中分配比例。

10.第 20 行＝第 16 行×全部分支机构分摊比例×总机构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部

门分摊比例。

（二）表间关系

1.第 6 行＝表 A201020 第 3 行第 5列。

2.第 16 行＝表 A202000“应纳所得税额”栏次填报的金额。

3.第 18 行＝表 A202000“总机构分摊所得税额”栏次填报的金额。

4.第 19 行＝表 A202000“总机构财政集中分配所得税额”栏次填报的金额。

5.第 20 行＝表 A202000“分支机构情况”中对应总机构独立生产经营部门行次的“分

配所得税额”列次填报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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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020 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除)优惠明细表

行

次
项目

本年享受优惠

的资产原值

本年累计折旧\摊销（扣除）金额

账载折旧\摊销

金额

按照税收一般

规定计算的折

旧\摊销金额

享受加速政策计算

的折旧\摊销金额
纳税调减金额

享受加速政

策优惠金额

1 2 3 4 5 6（4-3）

1 一、加速折旧、摊销（不含一次性扣除，1.1+1.2+…）

1.1 （填写优惠事项名称）

1.2 （填写优惠事项名称）

2 二、一次性扣除（2.1+2.2+…）

2.1 （填写优惠事项名称）

2.2 （填写优惠事项名称）

3 合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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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020《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除)优惠明细表》填报说明

一、适用范围及总体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A200000）

附表，适用于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4〕75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

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06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设

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4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适用范围的公告》（2019年第 66号）、《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8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等税费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2020

年第 28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

税〔2020〕31 号）等文件规定，享受资产加速折旧、摊销和一次性扣除优惠政策的

纳税人填报。不享受资产加速折旧、摊销和一次性扣除优惠政策的纳税人，无需填报。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所得税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发〔2009〕81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 号）等规定，上述政策仅适用于汇

算清缴，纳税人在月（季）度预缴申报时不填报本表。

（二）总体说明

1.本表主要目的

（1）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本年度内享受相关文件规定的资产加速折旧、摊销和

一次性扣除优惠政策的纳税人，在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时对其相应资产的折旧、

摊销金额进行纳税调整，以调减其应纳税所得额。

（2）实施减免税核算。对本年度内享受上述文件规定的资产加速折旧、摊销和

一次性扣除优惠政策的纳税人，核算其减免税情况。

2.填报原则

纳税人享受文件规定资产加速折旧、摊销和一次性扣除优惠政策，应按以下原则

填报：

（1）按照上述政策，本表仅填报执行加速折旧、摊销和一次性扣除政策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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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执行上述政策的资产不在本表填报。

（2）自该资产开始计提折旧、摊销起，在“享受加速政策计算的折旧\摊销金额”

大于“按照税收一般规定计算的折旧\摊销金额”的折旧、摊销期间内，必须填报本

表。

“享受加速政策计算的折旧\摊销金额”是指纳税人享受文件规定资产加速折旧、

摊销优惠政策的资产，采取税收加速折旧、摊销或一次性扣除方式计算的税收折旧、

摊销额。

“按照税收一般规定计算的折旧\摊销金额”是指该资产按照税收一般规定计算

的折旧、摊销金额，即该资产在不享受加速折旧、摊销政策情况下，按照税收规定的

最低折旧年限以直线法计算的折旧、摊销金额。对于享受一次性扣除的资产，“按照

税收一般规定计算的折旧\摊销金额”直接填报按照税收一般规定计算的 1 个月的折

旧、摊销金额。

（3）自该资产开始计提折旧、摊销起，在“享受加速政策计算的折旧\摊销金额”

小于“按照税收一般规定计算的折旧\摊销金额”的折旧、摊销期间内，不填报本表。

资产折旧、摊销本年先后出现“税收折旧、摊销大于一般折旧、摊销”和“税收

折旧、摊销小于等于一般折旧、摊销”两种情形的，在“税收折旧、摊销小于等于一

般折旧、摊销”期间，仍需根据该资产“税收折旧、摊销大于一般折旧、摊销”期内

最后一期折旧、摊销的有关情况填报本表，直至本年最后一次月（季）度预缴纳税申

报。

（4）以前年度开始享受加速政策的，若该资产本年符合第（2）条原则，应继续

填报本表。

二、有关项目填报说明

（一）行次填报

1.第 1 行“一、加速折旧、摊销（不含一次性扣除）”：根据相关行次计算结果填

报。根据《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在第 1.1 行、第 1.2 行……填报税收规定的

资产加速折旧、摊销（不含一次性扣除）优惠事项的具体信息。同时发生多个事项的

可以增加行次，但每个事项仅能填报一次。一项资产仅可适用一项优惠事项，不得重

复填报。

2.第 2 行“二、一次性扣除”：根据相关行次计算结果填报。根据《企业所得税

申报事项目录》，在第 2.1 行、第 2.2 行……填报税收规定的资产一次性扣除优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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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具体信息。发生多项且根据税收规定可以同时享受的优惠事项，可以增加行次，

但每个事项仅能填报一次。一项资产仅可适用一项优惠事项，不得重复填报。

（二）列次填报

列次填报时间口径：纳税人享受加速折旧、摊销和一次性扣除优惠政策的资产，

仅填报采取税收加速折旧、摊销计算的税收折旧、摊销额大于按照税法一般规定计算

的折旧、摊销金额期间的金额；税收折旧、摊销小于一般折旧、摊销期间的金额，不

再填报本表。同时，保留本年税收折旧、摊销大于一般折旧摊销期间最后一期的本年

累计金额继续填报，直至本年度最后一期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

1.第 1 列“本年享受优惠的资产原值”

填报纳税人按照文件规定享受资产加速折旧、摊销和一次性扣除优惠政策的资

产，会计处理计提折旧、摊销的资产原值（或历史成本）的金额。

2.第 2 列“账载折旧\摊销金额”

填报纳税人按照文件规定享受资产加速折旧、摊销和一次性扣除优惠政策的资

产，会计核算的本年资产折旧额、摊销额。

3.第 3 列“按照税收一般规定计算的折旧\摊销金额”

填报纳税人按照文件规定享受资产加速折旧、摊销优惠政策的资产，按照税收一

般规定计算的允许税前扣除的本年资产折旧、摊销额；享受一次性扣除的资产，本列

填报该资产按照税法一般规定计算的一个月的折旧、摊销金额。

所有享受上述优惠的资产都须计算填报一般折旧、摊销额，包括税收和会计处理

不一致的资产。

4.第 4 列“享受加速政策计算的折旧\摊销金额”

填报纳税人文件规定享受资产加速折旧、摊销和一次性扣除优惠政策的资产，按

照税收规定的加速折旧、摊销方法计算的本年资产折旧、摊销额和按上述文件规定一

次性税前扣除的金额。

5.第 5 列“纳税调减金额”

纳税人按照文件规定享受资产加速折旧、摊销和一次性扣除优惠政策的资产，在

列次填报时间口径规定的期间内，根据会计折旧、摊销金额与税收加速折旧、摊销金

额填报：

当会计折旧、摊销金额小于等于税收折旧、摊销金额时，该项资产的“纳税调减

金额”＝“享受加速政策计算的折旧\摊销金额”－“账载折旧\摊销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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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会计折旧、摊销金额大于税收折旧、摊销金额时，该项资产“纳税调减金额”

按 0填报。

6.第 6 列“享受加速政策优惠金额”：根据相关列次计算结果填报。本列＝第 4-3

列。

三、表内、表间关系

（一）表内关系

1.第 1 行＝第 1.1+1.2+…行。

2.第 2 行＝第 2.1+2.2+…行。

3.第 3 行＝第 1+2 行。

4.第 6 列＝第 4-3 列。

（二）表间关系

第 3行第 5列＝表 A200000 第 6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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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2000 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

税款所属期间：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总机构名称（盖章）:

总机构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金额单位: 元（列至角分）

应纳所得税额 总机构分摊所得税额 总机构财政集中分配所得税额 分支机构分摊所得税额

分
支
机
构
情
况

分支机构纳税人识别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分支机构名称

三项因素 分配

比例
分配所得税额

营业收入 职工薪酬 资产总额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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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2000《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填报说明

一、适用范围及报送要求

本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A200000）

附表，适用于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的总机构填报。纳税人应根据《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算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12〕40 号）、《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7 号发布，2018 年第 31 号修改）规定，计算总分机构每

一预缴期应纳的企业所得税额、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应分摊的企业所得税额。对于仅在

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企业，本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参照上述文件规定制定企业所得税分配管理办法

的，按照其规定填报本表。

二、具体项目填报说明

1.“税款所属时期”：填报税款所属期月（季）度第一日至税款所属期月（季）

度最后一日。如：按季度预缴纳税申报的纳税人，第二季度申报时“税款所属期间”

填报“××年 4月 1日至××年 6月 30 日”。

2.“总机构名称”“分支机构名称”：填报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证件载明的纳

税人名称。

3.“总机构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分支机构纳税人识别号（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填报税务机关核发的纳税人识别号或有关部门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4.“应纳所得税额”：填报本税款所属期企业汇总计算的本期应补（退）的所得

税额。

5.“总机构分摊所得税额”：对于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经营汇

总纳税企业，填报本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A200000）第 16 行×25%的金额；对于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内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填报本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

纳税申报表（A类）》（A200000）第 16 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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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总机构分摊比例的金额。

6.“总机构财政集中分配所得税额”：对于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经营汇总纳税企业，填报本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

表（A 类）》（A200000）第 16 行×25%的金额；对于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内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填报本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

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A200000）第 16 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

市）确定的财政集中分配比例的金额。

7.“分支机构分摊所得税额”：对于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经营

汇总纳税企业，填报本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A200000）第 16 行×50%的金额；对于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内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填报本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

纳税申报表（A类）》（A200000）第 16 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确

定的全部分支机构分摊比例的金额。

8.“营业收入”：填报上一年度各分支机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让渡资产使用

权等日常经营活动实现的全部收入的合计额。

9.“职工薪酬”：填报上一年度各分支机构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

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的合计额。

10.“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各分支机构在经营活动中实际使用的应归属于该

分支机构的资产合计额。

11.“分配比例”：填报经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的各分支机构分配

比例，分配比例应保留小数点后十位。

12.“分配所得税额”：填报分支机构按照分支机构分摊所得税额乘以相应的分配

比例的金额。

13.“合计”：填报上一年度各分支机构的营业收入总额、职工薪酬总额和资产总

额三项因素的合计金额及本年各分支机构分配比例和分配税额的合计金额。

三、表间关系

1.“应纳所得税额”栏次＝表 A200000 第 16 行。

2.“总机构分摊所得税额”栏次＝表 A200000 第 18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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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总机构财政集中分配所得税额”栏次＝表 A200000 第 19 行。

4.“分支机构情况”中对应总机构独立生产经营部门行次的“分配所得税额”栏

次＝表 A200000 第 20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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