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 消费税申报

3.2.1—049 烟类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申报

【事项描述】

从事烟类应税消费品生产、委托加工、批发的纳税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或者税务机关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办理消费税纳税申报。

【报送资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对从事烟类应税消

费品生产的纳税人，应

报送

《烟类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纳税申报

表》及其附报资料
2 份

2. 对从事卷烟应税消

费品批发的纳税人，应

报送

《卷烟批发环节消费税纳税申报

表》及其附报资料
2 份

以下为条件报送资料

外购已税烟丝用于连

续生产卷烟的纳税人，

还应报送

（1）外购应税消费品增值税专用发

票抵扣联
1 份

（2）由销售方开具并加盖财务专用

章或发票专用章的销货清单原件和

复印件

1 份

外购应税消费品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属于汇

总填开时报送

委托加工收回应已税

烟丝用于连续生产卷

烟的纳税人，应报送

《代扣代收税款凭证》 1 份

进口已税烟丝用于连

续生产卷烟的纳税人，

应报送

《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 1 份

享受消费税减免税优

惠政策的纳税人，还应

报送

《本期减（免）税额明细表》 1 份



委托方以高于受托方

的计税价格出售应税

消费品时，还应报送

《代扣代收税款凭证》 1 份

【办理渠道】

1．办税服务厅（场所）。

2.电子税务局、移动终端、自助办税终端。

具体渠道由省税务机关确认。

【办理时限】

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填写内容完整的，税务机关受理后即时办结。

【办理结果】

税务机关反馈申报结果。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 纳税人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

关跑一次。

3．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将影响纳税

信用评价结果。

4.烟类应税消费品是指以烟叶为原料加工生产的产品，包括卷烟、雪茄烟、

烟丝 3个子目。

5．消费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 1日、3日、5日、10 日、15 日、1个月或者 1

个季度。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

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6．纳税人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也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纳

税人享受减税、免税待遇的，在减税、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7.办税服务厅地址、电子税务局网址，可在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或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查询。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财法〔2012〕8 号）

4．《卷烟消费税计税价格信息采集和核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26

号）

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消费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5 年第 32 号）

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卷烟消费税政策调整后纳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35 号）

７．《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征收管理规定〉的通

知》（国税发〔2006〕49 号）

8．《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烟产品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

84 号）

9．《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烟类应税消费品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9〕272 号）

10．《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卷烟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5〕60

号）

3.2.2—050 酒类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申报

【事项描述】

从事酒类应税消费品生产、委托加工的纳税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

者税务机关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办理消费税纳税申报。

【报送资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酒类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纳税申报表》及其附报资料 2份

以下为条件报送资料

白酒生产企业，还应

报送
《已核定最低计税价格白酒清单》 1份



享受消费税减免税优

惠政策的纳税人，还

应报送

《本期减（免）税额明细表》 1份

委托方以高于受托方

的计税价格出售应税

消费品时，还应报送

《代扣代收税款凭证》 1份

【办理渠道】

1．办税服务厅（场所）。

2.电子税务局、移动终端、自助办税终端。

具体渠道由省税务机关确认。

【办理时限】

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填写内容完整的，税务机关受理后即时办结。

【办理结果】

税务机关反馈申报结果。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 纳税人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

关跑一次。

3．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将影响纳税

信用评价结果。

4.酒类应税消费品包括薯类白酒、粮食白酒、黄酒、啤酒、其他酒 5个子目。

5．消费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 1日、3日、5日、10 日、15 日、1个月或者 1

个季度。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

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6．纳税人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也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纳

税人享受减税、免税待遇的，在减税、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7.办税服务厅地址、电子税务局网址，可在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或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查询。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财法〔2012〕8 号）

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93 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消费税纳税申报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72 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葡萄酒消费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15 号）

7．《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消费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5 年第 32 号）

8．《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征收管理规定〉的通知》

（国税发〔2006〕49 号）

9．《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白酒消费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

380 号）

3.2.3—051 成品油消费税申报

【事项描述】

从事成品油应税消费品生产、委托加工的纳税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或者税务机关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办理消费税纳税申报。

【报送资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成品油消费税纳税申报表》及其附报资料 2 份

以下为条件报送资料



委托加工收回已税汽

油、柴油、石脑油、燃

料油、润滑油用于连续

生产应税成品油的纳

税人，还应报送

《代扣代收税款凭证》 1 份

进口已税汽油、柴油、

石脑油、燃料油、润滑

油用于连续生产应税

成品油的纳税人，还应

报送

《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 1 份

石脑油、燃料油生产企

业，还应报送

《生产企业销售含税石脑油、燃料油

完税情况明细表》
1 份 按月报送

石脑油、燃料油使用企

业，还应报送

《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凭证

明细表》

1 份 按月报送

《石脑油、燃料油生产、外购、耗用、

库存月度统计表》

《乙烯、芳烃生产装置投入产出流量

计统计表》

《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凭证

明细表》中“外购含税油品”项“消

费税税款缴纳凭证号码”所对应的消

费税税款缴纳凭证的复印件当期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取得认证相

符的普通版及汉字防伪版（非 DDZG）

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

进口货物报关单、海关进口消费税专

用缴款书、自动进口许可证等材料复

印件
享受消费税减免税优

惠政策的纳税人，还应

报送

《本期减（免）税额明细表》 1 份

【办理渠道】

1．办税服务厅（场所）。

2.电子税务局、移动终端、自助办税终端。

具体渠道由省税务机关确认。

【办理时限】

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填写内容完整的，税务机关受理后即时办结。

【办理结果】



税务机关反馈申报结果。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 纳税人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

关跑一次。

3．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将影响纳税

信用评价结果。

4．成品油应税消费品包括汽油、柴油、航空煤油、石脑油、溶剂油、润滑

油、燃料油 7个子目。

5．消费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 1日、3日、5日、10 日、15 日、1个月或者 1

个季度。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

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6．纳税人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也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纳

税人享受减税、免税待遇的，在减税、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7．办税服务厅地址、电子税务局网址，可在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或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查询。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08〕

167 号）

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税率后相关成品油消费税政

策的通知》（财税〔2008〕168 号）

5．《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执行部分石脑油燃料油消费

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87 号）

6．《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石脑油燃料油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消费

税退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3 年第 29 号）

7．《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

油退（免）消费税暂行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36 号）

8．《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消费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5 年第 32 号）

9．《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征收管理规定〉的通知》

（国税发〔2006〕49 号）

10.《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石脑油、燃料油退（免）消费税管理操作规

程（试行）〉的通知》（税总函〔2014〕412 号）

1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5〕

11 号）

1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1号）

3.2.4—052 小汽车消费税申报

【事项描述】

从事小汽车应税消费品生产、委托加工、零售环节的纳税人，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办理消费税纳税申报。

【报送资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小汽车消费税纳税申报表》及其附报资料 2 份

2
《其他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纳税申报表》及其附报资

料
2 份

以下为条件报送资料

享受消费税减免税优

惠政策的纳税人，还

应报送

《本期减（免）税额明细表》 1 份

委托方以高于受托方

的计税价格出售应税

消费品时，还应报送

《代扣代收税款凭证》 1 份

【办理渠道】



1．办税服务厅（场所）。

2.电子税务局、移动终端、自助办税终端。

具体渠道由省税务机关确认。

【办理时限】

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填写内容完整的，税务机关受理后即时办结。

【办理结果】

税务机关反馈申报结果。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 纳税人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

关跑一次。

3．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将影响纳税

信用评价结果。

4.小汽车应税消费品包括乘用车、中轻型商用客车、超豪华小汽车 3个子目。

5.超豪华小汽车的征收范围为每辆零售价格 130 万元（不含增值税）及以上

的乘用车和中轻型商用客车。对超豪华小汽车，在生产（进口）环节按现行税率

征收消费税基础上，在零售环节加征消费税，税率为 10%。

6.将超豪华小汽车销售给消费者的单位和个人为超豪华小汽车零售环节纳

税人。

7．消费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 1日、3日、5日、10 日、15 日、1个月或者 1

个季度。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

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8．纳税人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也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纳

税人享受减税、免税待遇的，在减税、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9.办税服务厅地址、电子税务局网址，可在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或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查询。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财法〔2012〕8 号）

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超豪华小汽车加征消费税有关事项的通知》

（财税〔2016〕129 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消费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5 年第 32 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征收管理规定〉的通知》

（国税发〔2006〕49 号）

7.《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小汽车消费税纳税申报表〉有关内容的通知》

（国税函〔2008〕757 号）

8.《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乘用车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

105 号）

9.《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超豪华小汽车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74 号）

3.2.5—053 电池消费税申报

【事项描述】

从事电池生产、委托加工的纳税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

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办理消费税纳税申报。

【报送资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电池消费税纳税申报表》及其附报资料 2份

以下为条件报送资料

享受消费税减免税优

惠政策的纳税人，还

应报送

《本期减（免）税额明细表》 1份



委托方以高于受托方

的计税价格出售应税

消费品时，还应报送

《税收缴款书（代扣代收专用）》 1份

【办理渠道】

1．办税服务厅（场所）。

2.电子税务局、移动终端、自助办税终端。

具体渠道由省税务机关确认。

【办理时限】

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填写内容完整的，税务机关受理后即时办结。

【办理结果】

税务机关反馈申报结果。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 纳税人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

关跑一次。

3．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将影响纳税

信用评价结果。

4.电池应税消费品包括原电池、蓄电池、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和其他电池

5个子目。

5．消费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 1日、3日、5日、10 日、15 日、1个月或者 1

个季度。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

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6．纳税人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也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纳

税人享受减税、免税待遇的，在减税、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7.纳税人应当建立《电池、涂料税款抵扣台账》，作为申报扣除委托加工收

回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税款的备查资料。

8.办税服务厅地址、电子税务局网址，可在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或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查询。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电池涂料征收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5〕

16 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电池涂料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5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消费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5 年第 32 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电池涂料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95 号）

3.2.6—054 涂料消费税申报

【事项描述】

从事涂料生产、委托加工的纳税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

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办理消费税纳税申报。

【报送资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涂料消费税纳税申报表》及其附报资料 2份

以下为条件报送资料

享受消费税减免税优

惠政策的纳税人，还

应报送

《本期减（免）税额明细表》 1份

委托方以高于受托方

的计税价格出售应税

消费品时，还应报送

《税收缴款书（代扣代收专用）》 1份

【办理渠道】

1．办税服务厅（场所）。



2.电子税务局、移动终端、自助办税终端。

具体渠道由省税务机关确认。

【办理时限】

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填写内容完整的，税务机关受理后即时办结。

【办理结果】

税务机关反馈申报结果。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纳税人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

跑一次。

3.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将影响纳税信

用评价结果。

4．消费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 1日、3日、5日、10 日、15 日、1个月或者 1

个季度。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

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5．纳税人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也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纳

税人享受减税、免税待遇的，在减税、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6.纳税人应当建立《电池、涂料税款抵扣台账》，作为申报扣除委托加工收

回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税款的备查资料。

7.办税服务厅地址、电子税务局网址，可在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或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查询。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电池涂料征收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5〕

16 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电池涂料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5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消费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5 年第 32 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涂料涂料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95 号）

3.2.7—055 其他类消费税申报

【事项描述】

从事高档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鞭炮焰火、气缸容量 250 毫升（含）

以上摩托车、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及实木地板等

应税消费品生产、委托加工、零售的纳税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

机关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申报缴纳消费税。

【报送资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其他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纳税申报表》及其附报资料 2份

以下为条件报送资料

1

（1）纳税人以外购的已税高档化妆

品生产的高档化妆品，应报送

——外购应税消费品增

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

——由销售方开具并加

盖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

用章的销货清单原件和

复印件

1份

外购应税消费

品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属于汇

总填开时报送

（2）纳税人以外购的已税珠宝玉石

生产的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应报

送

（3）纳税人以外购的已税鞭炮焰火

生产的鞭炮焰火，应报送

（4）纳税人以外购的已税杆头、杆

身和握把为原料生产的高尔夫球

杆，应报送

（5）纳税人以外购的已税木制一次

性筷子为原料生产的木制一次性筷

子，应报送

（6）纳税人以外购的已税实木地板

为原料生产的实木地板，应报送



（7）纳税人以外购的已税摩托车连

续生产的应税摩托车，应报送

2

（1）纳税人以委托收回的已税高档

化妆品生的产高档化妆品，应报送

《代扣代收税款凭证》 1份

（2）纳税人以委托收回的已税珠宝

玉石生产的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

应报送

（3）纳税人以委托收回的已税鞭炮

焰火生产的鞭炮焰火，应报送

（4）纳税人以委托收回的已税杆

头、杆身和握把为原料生产的高尔

夫球杆，应报送

（5）纳税人以委托收回的已税木制

一次性筷子为原料生产的木制一次

性筷子，应报送

（6）纳税人以委托收回的已税实木

地板为原料生产的实木地板，应报

送

（7）纳税人以委托收回的已税摩托

车连续生产的应税摩托车，应报送

3

（1）纳税人以进口的已税高档化妆

品生产的高档化妆品，应报送

《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

缴款书》
1份

（2）纳税人以进口的已税珠宝玉石

生产的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应报

送

（3）纳税人以进口的已税鞭炮焰火

生产的鞭炮焰火，应报送

（4）纳税人以进口的已税杆头、杆

身和握把为原料生产的高尔夫球

杆，应报送

（5）纳税人以进口的已税木制一次

性筷子为原料生产的木制一次性筷

子，应报送

（6）纳税人以进口的已税实木地板

为原料生产的实木地板，应报送

（7）纳税人以进口的已税摩托车连

续生产的应税摩托车，应报送



4.享受消费税减免税优惠政策的纳税人，还

应报送

《本期减（免）税额明细

表》
1份

5.委托方以高于受托方的计税价格出售应税

消费品时，还应报送
《代扣代收税款凭证》 1份

【办理渠道】

1．办税服务厅（场所）。

2.电子税务局、移动终端、自助办税终端。

具体渠道由省税务机关确认。

【办理时限】

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填写内容完整的，税务机关受理后即时办结。

【办理结果】

税务机关反馈申报结果。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 纳税人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

关跑一次。

3．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将影响纳税

信用评价结果。

4. 其他类消费税品目包括：

（1）高档化妆品应税消费品，包括各种高档美容、修饰类化妆品、高档护

肤类化妆品和成套化妆品。

（2）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应税消费品包括金、银、白金、宝石、珍珠、钻

石、翡翠、珊瑚、玛璃等高贵稀有物质以及其他金属、人造宝石等制作的各种纯

金银首饰及镶嵌首饰（含人造金银、合成金银首饰等）。

（3）鞭炮焰火应税消费品包括各种鞭炮和焰火。

（4）气缸容量 250 毫升（含）以上摩托车应税消费品包括轻便摩托车和摩

托车 2个子目。



（5）高尔夫球及球具应税消费品包括高尔夫球、高尔夫球杆及高尔夫球包

（袋）等。

（6）高档手表应税消费品包括销售价格（不含增值税）每只在 10000 元（含）

以上的各类手表。

（7）游艇应税消费品包括无动力艇、帆艇和机动艇 3个子目。

（8）木制一次性筷子应税消费品包括各种规格的木制一次性筷子。

（9）实木地板应税消费品实木地板按生产工艺不同，可分为独板（块）实

木地板、实木指接地板、实木复合地板三类；按表面处理状态不同，可分为未涂

饰地板（白坯板、素板）和漆饰地板两类。

5．消费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 1日、3日、5日、10 日、15 日、1个月或者 1

个季度。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

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6．纳税人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也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纳

税人享受减税、免税待遇的，在减税、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7.办税服务厅地址、电子税务局网址，可在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或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查询。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财法〔2012〕8 号）

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93 号）

5．《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化妆品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

103 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消费税纳税申报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72 号）

7．《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消费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5 年第 32 号）

8．《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档化妆品消费税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66 号）



9．《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征收管理规定〉的通知》

（国税发〔2006〕49 号）

10．《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超豪华小汽车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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