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 代收代缴、代扣代缴申报

3.20.1—087 代收代缴车船税申报

【事项描述】

从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作为车船税的扣缴义务人，

在收取保险费时依法代收车船税后，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代收代缴车船税申

报。

【报送资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车船税代收代缴报告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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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缴义务人注意事项】

1．扣缴义务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 扣缴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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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缴义务人在代收车船税并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应当在增值税发票备注

栏中注明代收车船税税款信息。

4．扣缴义务人代收车船税后，纳税人需要换开正式完税凭证的，可以向税



务机关申请开具。

5．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已代收代缴车船税的，

纳税人不再向车辆登记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车船税。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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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实施条例》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车船税管理规程（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83 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机构代收车船税开具增值税发票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51 号）

3.20.2—088 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

【事项描述】

符合以下情况的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应办理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

1．支付法律规定的各项个人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应作为个人所得税扣缴

义务人，在次月 15 日内向税务机关申报入库扣缴的应纳税款，其中特定行业的

工资、薪金所得按年计算应纳的税款，由扣缴义务人在年度终了之日起 30 日内

申报入库。

2．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时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以证券机构为扣缴义

务人，于次月 15 日内缴入国库。

3．个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以受让方为扣缴义务人，在次月 15 日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报送资料】

1．首次申报或基础信息发生变化时，应报送：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A表）》 2份



2．扣缴义务人办理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时，应报送：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 2份

3．扣缴义务人办理特定行业职工工资、薪金所得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时，

应报送：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 2份 适用于月度申报

2 《特定行业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表》 2份 适用于年度申报

4．证券机构办理预扣预缴或者直接代扣代缴限售股转让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申报的，应报送：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限售股转让所得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 2份

2 省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5．扣缴义务人办理股权转让扣缴申报时，应报送：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 2份

2 《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A表）》 2份

3 股权转让合同（协议） 1份

4 股权转让身份证明 1份

5 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

以下为条件报送资料

按规定需要进行资产

评估的

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净

资产或土地房产等资产价值评估报

告

1份



计税依据明细偏低但

有正当理由时
相应证明材料 1份

选择股权激励和技术

入股递延纳税所得税

政策的

能够证明股票（权）转让价格、递

延纳税股票（权）原值、合理税费

的其他有关资料

1份

6．有下列情形的，还应报送：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

得税政策试点的纳税人，还

应报送

《商业健康保险税前扣除情况

明细表》
1份

实施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

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

的纳税人，还应报送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

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表》
1份

纳税人存在减免个人所得

税情形的，还应报送

《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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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缴义务人注意事项】

1．扣缴义务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扣缴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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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税款后，纳税人需要换开正式完税证明的，可以向

税务机关申请开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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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

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67 号）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

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0〕70 号）

4．《财政部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

5．《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

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2015〕116 号）

6．《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有关税收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5〕125 号）

7．《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6〕101 号）

8．《财政部税务总局保监会关于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

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2017〕39 号）

9.《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财税（2018）22

号）

10．《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3 年第 21 号）

1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

1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生产经营所得及减免税事项有关个人所得税申

报表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28 号）

1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奖励和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80 号）

1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62 号）

1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广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征管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17 号）



3.20.3—089 代扣代缴文化事业建设费申报

【事项描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广告媒介单位和户外广告经营单位在境内提供广告

服务，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以广告服务接受方为文化事业建设费的扣缴义

务人。扣缴义务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

内容，向税务机关申报代扣代缴的文化事业建设费。

【报送资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文化事业建设费代扣代缴报告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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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缴义务人注意事项】

1．扣缴义务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扣缴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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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申报期限与扣缴义务人的增值税申报期限相同。

4．扣缴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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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税款后，纳税人需要换开正式完税证明的，可以向

税务机关申请开具。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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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文化事业建设费政

策及征收管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25 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文化事业建设费登记与申

报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64 号）

3.20.4—090 代扣代缴证券交易印花税申报

【事项描述】

在上海、深圳证券登记公司集中托管的股票，在办理法人协议转让和个人继

承、赠与等非交易转让时，其证券交易印花税统一由上海、深圳证券登记公司按

月向税务机关办理代扣代缴证券交易印花税申报。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买卖、继承、赠与股票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

依书立时实际成交金额，由出让方按 1‰的税率计算缴纳证券（股票）交易印花

税。

【报送资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代扣代缴证券交易印花税报告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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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缴义务人注意事项】

1．扣缴义务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扣缴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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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缴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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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税款后，纳税人需要换开正式完税证明的，可以向

税务机关申请开具。

5．扣缴义务人扣缴的 A种股票税款，以一个交易周为解缴期，自期满之日

起 5日内将税款解缴入库，于次月 1日起 10 日内结清上月代扣的税款；扣缴的

B种股票税款，以两个交易周为解缴期，自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将税款解缴入库，

于次月 1日起 10 日内结清上月代扣的税款；扣缴的非交易转让税款，以一个月

为解缴期，于次月 1日起 10 日内将税款解缴入库。

6．香港市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买卖、继承、赠与深交所上市 A股，

按照内地现行税制规定缴纳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内地投资者通过深港通买

卖、继承、赠与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税法规定缴纳印

花税。

7．对香港市场投资者通过沪股通和深股通参与股票担保卖空涉及的股票借

入、归还，暂免征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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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27 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证券交易印花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

〔1997〕129 号）



3.20.5—091 其他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申报

【事项描述】

扣缴义务人除扣缴企业所得税申报、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代收代缴车船税

申报、代扣代缴文化事业建设费申报、代扣代缴证券交易印花税申报外，就其他

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义务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向税务机关申报入库相

关应纳税款。

【报送资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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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缴义务人注意事项】

1．扣缴义务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扣缴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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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后，纳税人需要换开正式完税证明

的，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开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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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

续费管理的通知》（财行〔2005〕365 号）

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

税〔2016〕36 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代扣代缴管理办法〉的

通知》（国税发〔1998〕49 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代征代扣税款会计核算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2〕

4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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