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税减税降费政策操作指南（三）

——中小微企业设备器具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

一、适用对象

中小微企业

二、政策内容

（一）中小微企业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购置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在 500 万元以上的，

按照单位价值的一定比例自愿选择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其中，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最低折旧年限为 3 年的设

备器具，单位价值的 100%可在当年一次性税前扣除；最低折

旧年限为 4 年、5 年、10 年的，单位价值的 50%可在当年一

次性税前扣除，其余 50%按规定在剩余年度计算折旧进行税

前扣除。企业选择适用上述政策当年不足扣除形成的亏损，

可在以后 5 个纳税年度结转弥补，享受其他延长亏损结转年

限政策的企业可按现行规定执行。

（二）中小微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

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

1.信息传输业、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 亿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2 亿元以

下；

2.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 亿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



亿元以下；

3.其他行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 亿元

以下。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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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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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设备、器具，是指除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

产。其中：

1.最低折旧年限为 3 年的固定资产包括电子设备；

2.最低折旧年限为 4 年的固定资产包括除飞机、火车、

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

3.最低折旧年限为 5年的固定资产包括与生产经营活动

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

4.最低折旧年限为 10 年的固定资产包括飞机、火车、

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

（四）中小微企业可按季（月）在预缴申报时享受上述

政策。中小微企业购置设备、器具按一定比例一次性税前扣

除政策发布前，企业在 2022 年度已经购置的设备、器具，

可在政策文件发布后的预缴申报、年度汇算清缴时享受。



中小微企业可根据自身生产经营核算需要自行选择享

受上述政策，当年度未选择享受的，以后年度不得再变更享

受。

三、操作流程

（一）享受方式

由企业按照“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的方式享受。主要留存备查资料如下：

1.有关固定资产购进时点的资料（如以货币形式购进固

定资产的发票，以分期付款或赊销方式购进固定资产的到货

时间说明，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竣工决算情况说明等）；

2.固定资产记账凭证；

3.核算有关资产税务处理与会计处理差异的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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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微企业在办理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和年度纳税申

报时，通过填报申报表相关行次即可享受优惠。

预缴申报时，通过手工申报的，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之《资产加速折旧、摊



销（扣除）优惠明细表》（A201020）第 2 行“二、一次性扣

除”下的明细行次中填报优惠事项的具体信息。通过电子税

务局申报的，可直接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相应的优惠事项。

年度申报时，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

税申报表（A 类，2017 版）》之《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

整明细表》（A105080）有关栏次。

四、相关文件

（一）《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中小微企业设备器具所得

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2022 年第 12 号）；

（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

税政策执行问题的公告》（2018 年第 46 号）；

（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2018 年第 23 号）；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2017 年版）》；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

税申报表（A 类）》；

（六）《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国家税务总局网站

“纳税服务”栏目发布）。

五、有关问题



（一）我公司是一家信息传输业企业，从业人数 1500

人，营业收入 15 亿元，资产总额 20 亿元，可以适用此次出

台的中小微企业固定资产按一定比例一次性扣除政策吗？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中小微企业设备器具所得税

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2022 年第 12 号）对适用固定资

产按一定比例一次性扣除政策的中小微企业的标准进行了

明确。

中小微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符合以

下条件的企业：（一）信息传输业、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从业人数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 亿元以下或资

产总额 12 亿元以下；（二）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

亿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 亿元以下；（三）其他行业：从业人

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 亿元以下。

根据上述规定，企业的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

三个指标中，只要有一个指标符合条件即可判断为中小微企

业。就你公司而言，如你公司属于国家非限制和禁止的行业，

从业人数 1500 人，未超过信息传输业从业人数 2000 人的上

限，虽然你公司的营业收入超过了 10 亿元，资产总额也超

过 12 亿元，也就是说有两项指标超标，一项指标在中小微

企业标准之内，你公司也属于财税 2022 年第 12 号公告规定

的中小微企业，可以适用新购置固定资产按一定比例一次性

扣除政策。



（二）我公司是一家建筑业中小微企业，2022 年初新购

置了一台单位价值 600 万元的生产设备，税法规定的最低折

旧年限为 10 年，我公司这台生产设备能享受按一定比例一

次性税前扣除政策吗？

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中小微企业设备器具

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2022 年第 12 号）规定，

中小微企业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新购置的

设备、器具，单位价值在 500 万元以上的，按照单位价值的

一定比例自愿选择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其中，对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最低折旧年限为 3 年的设备器具，单位

价值的 100%可在当年一次性税前扣除；对最低折旧年限为 4

年、5 年、10 年的，单位价值的 50%可在当年一次性扣除，

其余 50%按规定在剩余年度计算折旧进行税前扣除。

你公司购置的单位价值 600 万元的生产设备，最低折旧

年限为 10 年，可以享受按一定比例一次性扣除政策。按照

财税 2022 年第 12 号公告规定，你公司购置设备的法定最低

折旧年限为 10 年，如果你公司对其也按 10 年折旧扣除，你

公司可以将其单位价值的 50%在购置当年一次性扣除，其余

50%按规定在剩余年度计算折旧进行税前扣除。即 300 万元

可以在 2022 年一次性扣除，另外 300 万元可自 2023 年起在

不短于 9 个年度计算折旧在税前扣除。



（三）我公司是一家中小微企业，2022 年新购置了一套

500 万元以上的设备器具，我们想了解一下固定资产按一定

比例一次性扣除政策对设备器具有哪些具体要求？

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中小微企业设备器具

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2022 年第 12 号）规定，

中小微企业新购置设备器具享受此项优惠政策，对设备器具

主要从三个方面把握：一是在购置时点上，属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新购置的设备器具；二是从购置金

额上，其单位价值在 500 万元以上；三是从购置资产类型上，

购置的设备器具应当是除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产。

（四）我公司是一家中小微企业，今年 1 月份购置了一

台单位价值 700 万元的机器，可以在预缴时享受固定资产按

一定比例一次性扣除政策吗？

答：可以。《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中小微企业设备器具

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2022 年第 12 号）适用于

企业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新购置的设备、器具。

你公司在今年 1 月份购置了单位价值 700 万元的机器，虽然

你公司这台机器购置时间是今年 1 月份，在财税 2022 年第

12 号公告发布之前，但根据该公告规定，也可以在 2022 年

预缴申报、年度汇算清缴时享受。

（五）我公司符合中小微企业条件，2022 年 2 月份购置

了一台单位价值 550 万元的生产设备，可以不选择享受固定



资产按一定比例一次性扣除的政策吗？

答：可以。享受一次性税前扣除政策是纳税人的一项权

利，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愿选择是否享受此项政策。需

要说明，目前中小微企业按一定比例一次性扣除政策仅适用

于 2022 年新购置的设备、器具，对于 2022 年新购置设备器

具拟享受此项优惠的企业，建议抓紧时间及时适用政策，充

分享受政策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