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税减税降费政策操作指南（七）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续实施缓缴税费政策

一、适用对象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二、政策内容

（一）继续延缓缴纳 2021 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国家

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 2021 年第

四季度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2021 年第 30 号）规定的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 2021 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政策，

缓缴期限继续延长 6 个月。

（二）延缓缴纳 2022 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部分税费。

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在依法办理纳税申报后，制

造业中型企业可以延缓缴纳规定的税费金额的 50%，制造业

小微企业可以延缓缴纳规定的全部税费，延缓的期限为 6 个

月。

三、操作流程

（一）享受方式

纳税人在申报相关税费时，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自行判断

是否享受缓缴税费政策，确认符合规定条件才能享受，税务

机关对合规性实施事后风险核查。

（二）办理渠道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

点和网址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

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三）申报要求

1.继续延缓缴纳 2021 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

一是纳税人 2021 年第四季度延缓缴纳的税费在公告施

行前尚未缴纳入库的，纳税人无需操作，缴款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纳税人需要在缓缴期限届满前缴纳相关税费。

如，纳税人 2021 年 11 月（所属期）已缓缴的相关税费，

缴纳期限在延缓 3 个月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纳税人需要

在 2022 年 9 月申报期届满前缴纳。

二是纳税人 2021 年第四季度延缓缴纳的税费在公告施

行前已缴纳入库的，可自愿选择申请办理退税（费）并享受

延续缓缴政策。选择退税（费）并享受缓缴政策的，具体按

以下流程办理：

（1）更正申报。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办税服务厅

进行更正申报，小微企业将申报表应纳税费款暂时调整为零，

中型企业将申报表应纳税费款调整为原来的 50%，确认提交

申报表。（此次更正申报暂选择不享受缓缴政策）。

（2）申请退税。更正申报后形成的多缴税款，纳税人

发起退税申请，税务部门通过后台办理审核。

（3）享受缓缴。退税审核通过后，纳税人据实再次更



正申报，选择享受缓缴政策。

2.延缓缴纳 2022 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部分税费

一是纳税人在申报相关税费时自行判断是否享受缓税

政策。电子税务局已开通缓税提示功能，纳税人可通过电子

税务局进行操作。

如，纳税人在 2022 年 4 月申报期登录电子税务局申报

所属期为 3 月的相关税费时，界面会自动弹出是否延缓缴纳

规定的部分税费的提示，纳税人需进行确认。

确认缓缴的，小微企业相关税费的缴纳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中型企业，界面跳转进入缴款界面，只需缴纳应缴税

费金额的 50%，剩余部分缴纳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缓缴税

款可在 2022 年 10 月申报期内缴纳。

确认不缓缴的，则系统提供下拉框供纳税人选择理由：

①不是制造业。②不是中型企业（或小微企业）。③相关部

门办理证照需要。④其他。选择“其他”的，需要填写选择

不缓缴的具体理由。

二是纳税人所属期为 2022 年 1 月的税费在公告施行前

已缴纳入库的，可自愿选择申请办理退税（费）并享受延续

缓缴政策。选择退税（费）并享受缓缴政策的，具体流程同

上。

（四）相关规定

1.制造业中型企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行业门类



为制造业，且年销售额 2000 万元以上（含 2000 万元）4 亿

元以下（不含 4 亿元）的企业。制造业小微企业是指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中行业门类为制造业，且年销售额 2000 万元以

下（不含 2000 万元）的企业。

销售额是指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包括纳税申报销售额、

稽查查补销售额、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适用增值税差额征

税政策的，以差额后的销售额确定。

2.延缓缴纳的税费包括所属期为 2022 年 1 月、2 月、3

月、4 月、5 月、6 月（按月缴纳）或者 2022 年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按季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国内增

值税、国内消费税及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不包括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以及向税务机关

申请代开发票时缴纳的税费。

3.享受 2021 年第四季度缓缴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制造业

中小微企业，在办理 2021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年度申

报时，产生的应补税款与 2021 年第四季度已缓缴的税款一

并延后缴纳入库，产生的应退税款由纳税人按照有关规定办

理。

4.纳税人不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骗取享受缓缴税费政

策的，税务机关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5.符合公告规定条件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可以申请延

期缴纳税款的，仍然可以依法申请办理延期缴纳税款。

四、相关文件

（一）《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

缓缴纳 2021 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2021 年

第 30 号）

（二）《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延续实施制造业中小

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2022 年第 2 号）

五、有关问题

（一）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如何延缓缴纳 2022 年第一季

度、第二季度部分税费？

答：公告明确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可延缓缴纳 2022 年第

一季度、第二季度部分税费，延缓缴纳的期限为 6 个月。为

了便利纳税人享受该政策，税务部门对电子税务局进行了优

化，开通了缓税提示功能，纳税人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进行

操作。是否符合缓税条件由纳税人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自行判

断，税务机关实施事后风险核查。

（二）2021 年第四季度已缓缴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根

据公告规定缓缴期限可再延长 6 个月，其如何办理 2021 年

度汇算清缴？

答：公告明确了享受 2021 年第四季度缓缴企业所得税

政策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在办理 2021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



算清缴年度申报时，产生的应补税款可与 2021 年第四季度

已缓缴的税款一并延后缴纳入库，产生的应退税款由纳税人

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因此，享受 2021 年第四季度缓税政策

的纳税人首先应当按照现行规定，在 2022 年 5 月底前进行

2021 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其中涉及汇算清缴补税、

退税业务的，视情形分别处理。

情形一：汇算清缴需要补税的纳税人，产生的应补税款

可与 2021 年第四季度已缓缴的税款一并延后缴纳入库。

举例：纳税人按季预缴申报企业所得税。2022 年 1 月申

报税款属期为 2021 年四季度的企业所得税时，应缴纳税款

10 万元，按照最新政策规定，其缓缴期再延长 6 个月可推迟

至 2022 年 10 月缴纳入库。2022 年 4 月，该企业完成 2021

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结果显示汇算清缴需要补

税 20 万元。由于其享受了 2021 年度第四季度企业所得税缓

缴政策，该笔 20 万元的汇算清缴补税可与此前的 10 万元缓

税一并在 2022 年 10 月缴纳入库。

情形二：汇算清缴需要退税的纳税人，可以自主选择办

理退税。

1.汇算清缴可退税款大于缓缴税款时，选择退税更有利

于纳税人

举例：纳税人按季预缴申报企业所得税。2022 年 1 月申

报税款属期为 2021 年四季度的企业所得税时，应缴纳税款



10 万元，按照最新政策规定，其缓缴期再延长 6 个月可推迟

至 2022 年 10 月缴纳入库。2022 年 4 月，该企业完成 2021

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结果显示汇算清缴可退税

25 万元。企业可以在完成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后，选择

申请抵减缓缴的 10 万元预缴税款，并就剩余的 15 万元办理

退税。

2.汇算清缴可退税款小于缓缴税款时，选择继续缓缴暂

不办理退税更有利于纳税人

举例：纳税人按季预缴申报企业所得税。2022 年 1 月申

报税款属期为 2021 年四季度的企业所得税时，应缴纳税款

10 万元，按照最新政策规定，其缓缴期再延长 6 个月可推迟

至 2022 年 10 月缴纳入库。2022 年 4 月，该企业完成 2021

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结果显示汇算清缴可退税

2 万元。相对而言，继续延缓缴纳 2021 年四季度的 10 万元

预缴税款更有利于企业，因此该企业可暂不办理退税业务，

待 2022 年 10 月，先申请抵减 2 万元退税，再将剩余的 2021

年四季度缓缴税款 8 万元缴纳入库。

（三）纳税人登记行业与实际经营不一致的，如何享受

延缓缴纳政策？

答：对符合缓缴税费条件的纳税人，登记行业与实际经

营不一致等情况，区分两种情形处理：一是纳税人在市场监

管部门登记信息为非制造业的，可以向税务机关提供制造业



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超过 50%的说明，享受延缓缴纳政策，

后期需向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行业信息更正。二是对纳税人在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为制造业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变更

行业信息，享受延缓缴纳政策。

（四）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在缓税公告发布前，因为逾期

申报缴纳所属期为 1 月的税款，所以缴纳了滞纳金。在办理

退税时，这部分滞纳金能否退还？

答：对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在 2022 年 2 月

28 日缓税公告发布前，逾期申报缴纳所属期为 1 月的税款并

缴纳了滞纳金的，在办理退税时，多征的滞纳金应随同税款

一并退还。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所属期为 2021 年

10 月的税款，在 2022 年 2 月 28 日缓税公告发布前入库并缴

纳滞纳金的，比照上述办法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