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 企业所得税优惠

4.4.1—108 企业所得税优惠

【事项描述】

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

查”的办理方式。企业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根据经营情况以及相关税收规定自行判

断是否符合优惠事项规定的条件。符合条件的自行计算减免税额，并通过填报企

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享受税收优惠。同时归集和留存相关资料备查。

【留存备查资料】

1．受灾地区农村信用社免征企业所得税（鲁甸）（减免性质代码：04011613，

政策依据：财税〔2015〕27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2．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企业限额减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

码：04011802，政策依据：财税〔2017〕46 号），应留存：

（1）新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出现役证》或

《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证》；

（2）企业当年已享受增值税和附加税抵减税额优惠的证明资料。

3．安置残疾人员所支付的工资加计扣除（减免性质代码：04012704，政策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应留存：

（1）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企业所在区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家

政策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证明

资料；

（2）通过非现金方式支付工资薪酬的证明；

（3）安置残疾职工名单及其《残疾人证》或《残疾军人证》；

（4）与残疾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4．符合条件的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

质代码：04012705，政策依据：财税〔2016〕111 号），应留存：



（1）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在民政部《中国伤残人员专门用品目

录》范围之内的说明；

（2）伤残人员专门用品制作师名册、《执业资格证书》（假肢制作师、矫形

器制作师）；

（3）企业的生产和装配条件以及帮助伤残人员康复的其他辅助条件的说明

材料。

5．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企业限额减征企业所得税（下岗失业人员

再就业）（减免性质代码：04013609，政策依据：财税〔2017〕49 号），应留存：

（1）县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企业实体吸纳失业人员认定证

明》《持〈就业创业证〉人员本年度实际工作时间表》；

（2）企业当年已享受增值税和附加税抵减税额优惠的证明资料。

6．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企业限额减征企业所得税（高校毕业生就

业）（减免性质代码： 04013610，政策依据：财税〔2017〕49 号），应留存：

（1）县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企业实体吸纳失业人员认定证

明》《持〈就业创业证〉人员本年度实际工作时间表》；

（2）企业当年已享受增值税和附加税抵减税额优惠的证明资料。

7．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21201，

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应留存：

（1）所转让的技术产权证明；

（2）企业发生境内技术转让：

——技术转让合同（副本）；

——技术合同登记证明；

——技术转让所得归集、分摊、计算的相关资料；

——实际缴纳相关税费的证明资料；

（3）企业向境外转让技术：

——技术出口合同（副本）；

——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书或技术出口许可证；

——技术出口合同数据表；

——技术转让所得归集、分摊、计算的相关资料；

——实际缴纳相关税费的证明资料；



——有关部门按照商务部、科技部发布的《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

术目录》出具的审查意见；

（4）转让技术所有权的，其成本费用情况；转让使用权的，其无形资产费

用摊销情况；

（5）技术转让年度，转让双方股权关联情况。

8．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

人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减免性质代码：04021203，政策依据：

财税〔2015〕116 号），应留存：

（1）发展改革或证监部门出具的符合创业投资企业条件的年度证明材料；

（2）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合同（协议）、章程、实际出资等相关材料；

（3）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出具

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有效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注明“与原件一致”，并

加盖公章）；

（4）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企业职工人数、年销售（营业）额、

资产总额、未上市等]说明。

9．线宽小于 0.8 微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性

质代码：04021907，政策依据：财税〔2012〕27 号），应留存：

（1）在发展改革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立项的备案文件（应注明总投资额、

工艺线宽标准）复印件以及企业取得的其他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等；

（2）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比例说明，以及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3）加工集成电路产品主要列表及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外知识产权相关

主管机构）出具的企业自主开发或拥有的一至两份代表性知识产权（如专利、布

图设计登记、软件著作权等）的证明材料；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

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以及集成电路制造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

费用、境内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说明；

（5）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6）保证产品质量的相关证明材料（如质量管理认证证书复印件等）。

10．线宽小于 0.25 微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4021913，政策依据：财税〔2012〕27 号），应留存：

（1）在发展改革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立项的备案文件（应注明总投资额、

工艺线宽标准）复印件以及企业取得的其他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等；

（2）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比例说明，以及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3）加工集成电路产品主要列表及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外知识产权相关

主管机构）出具的企业自主开发或拥有的一至两份代表性知识产权（如专利、布

图设计登记、软件著作权等）的证明材料；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

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以及集成电路制造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

费用、境内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说明；

（5）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6）保证产品质量的相关证明材料（如质量管理认证证书复印件等）。

11．新办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21914，政

策依据：财税〔2012〕27 号、财税〔2016〕49 号），应留存：

（1）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比例说明，以及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2）企业开发销售的主要集成电路产品列表，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

外知识产权相关主管机构）出具的企业自主开发或拥有的一至两份代表性知识产

权（如专利、布图设计登记、软件著作权等）的证明材料；

（3）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

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以及集成电路设计销售（营业）收入、集成电路

自主设计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费用、境内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表；

（4）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的集成电路产品测试报告或用户报告，以及与主

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5）企业开发环境等相关证明材料。

12．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可减按 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减免

性质代码：04021915，政策依据：财税〔2012〕27 号），应留存：

（1）企业开发销售的主要软件产品列表或技术服务列表；

（2）主营业务为软件产品开发的企业，提供至少 1个主要产品的软件著作



权或专利权等自主知识产权的有效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的软件产

品测试报告；主营业务仅为技术服务的企业提供核心技术说明；

（3）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

说明，以及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

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以及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软件产品

自主开发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费用、境内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说明；

（5）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的软件产品销售合同或技术服务合

同复印件；

（6）企业开发环境相关证明材料；

（7）符合财税〔2016〕49 号文件第六条规定的第二类条件的，应提供在国

家规定的重点软件领域内销售（营业）情况说明；

（8）符合财税〔2016〕49 号文件第六条规定的第三类条件的，应提供商务

主管部门核发的软件出口合同登记证书，以及有效出口合同和结汇证明等材料。

13．投资额超过 80 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4021916，政策依据：财税〔2012〕27 号），应留存：

（1）在发展改革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立项的备案文件（应注明总投资额、

工艺线宽标准）复印件以及企业取得的其他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等；

（2）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比例说明，以及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3）加工集成电路产品主要列表及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外知识产权相关

主管机构）出具的企业自主开发或拥有的一至两份代表性知识产权（如专利、布

图设计登记、软件著作权等）的证明材料；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

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以及集成电路制造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

费用、境内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说明；

（5）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6）保证产品质量的相关证明材料（如质量管理认证证书复印件等）。

14．线宽小于 0.25 微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

码：04021917，政策依据：财税〔2012〕27 号），应留存：



（1）在发展改革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立项的备案文件（应注明总投资额、

工艺线宽标准）复印件以及企业取得的其他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等；

（2）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比例说明，以及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3）加工集成电路产品主要列表及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外知识产权相关

主管机构）出具的企业自主开发或拥有的一至两份代表性知识产权（如专利、布

图设计登记、软件著作权等）的证明材料；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

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以及集成电路制造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

费用、境内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说明；

（5）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6）保证产品质量的相关证明材料（如质量管理认证证书复印件等）。

15．投资额超过 80 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

码：04021918，政策依据：财税〔2012〕27 号），应留存：

（1）在发展改革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立项的备案文件（应注明总投资额、

工艺线宽标准）复印件以及企业取得的其他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等；

（2）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比例说明，以及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3）加工集成电路产品主要列表及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外知识产权相关

主管机构）出具的企业自主开发或拥有的一至两份代表性知识产权（如专利、布

图设计登记、软件著作权等）的证明材料；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

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以及集成电路制造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

费用、境内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说明；

（5）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6）保证产品质量的相关证明材料（如质量管理认证证书复印件等）。

16．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21919，政策

依据：财税〔2012〕27 号），应留存：

（1）企业开发销售的主要软件产品列表或技术服务列表；

（2）主营业务为软件产品开发的企业，提供至少 1个主要产品的软件著作



权或专利权等自主知识产权的有效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的软件产

品测试报告；主营业务仅为技术服务的企业提供核心技术说明；

（3）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

说明，以及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

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以及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软件产品

自主开发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费用、境内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说明；

（5）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的软件产品销售合同或技术服务合

同复印件；

（6）企业开发环境相关证明材料。

17．国家规划布局内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可减按 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4021920，政策依据：财税〔2012〕27 号），应留存：

（1）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比例说明，以及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2）企业开发销售的主要集成电路产品列表，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

外知识产权相关主管机构）出具的企业自主开发或拥有的一至两份代表性知识产

权（如专利、布图设计登记、软件著作权等）的证明材料；

（3）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

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以及集成电路设计销售（营业）收入、集成电路

自主设计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费用、境内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表；

（4）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的集成电路产品测试报告或用户报告，以及与主

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5）企业开发环境等相关证明材料；

（6）符合财税〔2016〕49 号文件第五条规定的第二类条件的，应提供在国

家规定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领域内销售（营业）情况说明。

18．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

码：04021921，政策依据：财税〔2015〕6 号），应留存：

省级相关部门根据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规定办法出具的证明。

19．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生产企业、集成电路专用设备生产企

业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21922，政策依据：财税〔2015〕6



号），应留存：

省级相关部门根据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规定办法出具的证明。

20．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

扣除（减免性质代码：04021923，政策依据：财税〔2017〕34 号），应留存：

（1）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企业有权部门关于自主、委

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立项的决议文件；

（2）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专门机构或项目组的编制情况和研发人员

名单；

（3）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

（4）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包括外聘人员）和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

无形资产的费用分配说明（包括工作使用情况记录及费用分配计算证据材料）；

（5）集中研发项目研发费决算表、集中研发项目费用分摊明细情况表和实

际分享收益比例等资料；

（6）“研发支出”辅助账及汇总表；

（7）企业已取得的地市级（含）以上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鉴定意见；

（8）科技型中小企业取得的入库登记编号证明资料。

21．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减

免性质代码：04021924，政策依据：财税〔2016〕89 号），应留存：

（1）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有效认定文件或其他相关证明；

（2）非营利组织认定资料；

（3）当年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公益活动和非营利活动的明细情况；

（4）当年工资薪金情况专项报告，包括薪酬制度、工作人员整体平均工资

薪金水平、工资福利占总支出比例、重要人员工资薪金信息（至少包括工资薪金

水平排名前 10 的人员）；

（5）当年财务报表；

（6）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

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当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事业发展情况或非

营利活动的材料；

（7）应纳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与免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

本、费用、损失分别核算的情况说明；



（8）取得各类免税收入的情况说明；

（9）各类免税收入的凭证。

22．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国家大学科技园）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减

免性质代码：04021925，政策依据：财税〔2016〕98 号），应留存：

（1）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有效认定文件或其他相关证明；

（2）非营利组织认定资料；

（3）当年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公益活动和非营利活动的明细情况；

（4）当年工资薪金情况专项报告，包括薪酬制度、工作人员整体平均工资

薪金水平、工资福利占总支出比例、重要人员工资薪金信息（至少包括工资薪金

水平排名前 10 的人员）；

（5）当年财务报表；

（6）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

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当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事业发展情况或非

营利活动的材料；

（7）应纳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与免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

本、费用、损失分别核算的情况说明；

（8）取得各类免税收入的情况说明；

（9）各类免税收入的凭证。

23．企业为获得创新性、创意性、突破性的产品进行创意设计活动发生的相

关费用加计扣除（减免性质代码：04021926，政策依据：财税〔2015〕119 号），

应留存：

（1）创意设计活动相关合同；

（2）创意设计活动相关费用核算情况的说明。

24．线宽小于 130 纳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税性质代

码：04021927，政策依据：财税〔2018〕27 号），应留存：

（1）在发展改革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立项的备案文件（应注明总投资额、

工艺线宽标准）复印件以及企业取得的其他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等；

（2）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比例说明，以及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3）加工集成电路产品主要列表及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外知识产权相关



主管机构）出具的企业自主开发或拥有的一至两份代表性知识产权（如专利、布

图设计登记、软件著作权等）的证明材料；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

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以及集成电路制造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

费用、境内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说明；

（5）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6）保证产品质量的相关证明材料（如质量管理认证证书复印件等）。

25．线宽小于 65 纳米或投资额超过 150 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免企业

所得税（减免税性质代码：04021928，政策依据：财税〔2018〕27 号），应留存：

（1）在发展改革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立项的备案文件（应注明总投资额、

工艺线宽标准）复印件以及企业取得的其他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等；

（2）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比例说明，以及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3）加工集成电路产品主要列表及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外知识产权相关

主管机构）出具的企业自主开发或拥有的一至两份代表性知识产权（如专利、布

图设计登记、软件著作权等）的证明材料；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

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以及集成电路制造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

费用、境内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说明；

（5）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6）保证产品质量的相关证明材料（如质量管理认证证书复印件等）。

26．线宽小于 130 纳米的集成电路生产项目的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税

性质代码：04021929，政策依据：财税〔2018〕27 号），应留存：

（1）在发展改革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立项的备案文件（应注明总投资额、

工艺线宽标准）复印件以及企业取得的其他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等；

（2）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比例说明，以及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3）加工集成电路产品主要列表及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外知识产权相关

主管机构）出具的企业自主开发或拥有的一至两份代表性知识产权（如专利、布

图设计登记、软件著作权等）的证明材料；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

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以及集成电路制造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

费用、境内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说明；

（5）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6）保证产品质量的相关证明材料（如质量管理认证证书复印件等）。

27．线宽小于 65 纳米或投资额超过 150 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项目的所得减

免企业所得税（减免税性质代码：04021930，政策依据：财税〔2018〕27 号），

应留存：

（1）在发展改革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立项的备案文件（应注明总投资额、

工艺线宽标准）复印件以及企业取得的其他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等；

（2）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比例说明，以及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3）加工集成电路产品主要列表及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外知识产权相关

主管机构）出具的企业自主开发或拥有的一至两份代表性知识产权（如专利、布

图设计登记、软件著作权等）的证明材料；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

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以及集成电路制造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

费用、境内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说明；

（5）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6）保证产品质量的相关证明材料（如质量管理认证证书复印件等）。

28．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

04023003、04023005，政策依据：财税〔2014〕59 号、财税〔2017〕79 号），应

留存：

（1）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文件；

（2）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资料；

（3）优惠年度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收入总额、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收入总额

占本企业当年收入总额比例情况说明；

（4）企业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占企业总职工总数比例情况说明。

29．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符合条件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 15%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23004，政策依据：财税〔2016〕122



号），应留存：

（1）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文件；

（2）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资料；

（3）优惠年度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收入总额、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收入总额

占本企业当年收入总额比例情况说明；

（4）企业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占企业总职工总数比例情况说明。

30．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性质

代码：04024401，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应留存：

（1）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企业有权部门关于自主、委

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立项的决议文件；

（2）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专门机构或项目组的编制情况和研发人员

名单；

（3）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

（4）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包括外聘人员）和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

无形资产的费用分配说明（包括工作使用情况记录及费用分配计算证据材料）；

（5）集中研发项目研发费决算表、集中研发项目费用分摊明细情况表和实

际分享收益比例等资料；

（6）“研发支出”辅助账及汇总表；

（7）企业如果已取得地市级（含）以上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鉴定意见，

应作为资料留存备查。

31．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新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区内取得的所得定期

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24404，政策依据：国发〔2007〕40

号），应留存：

（1）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

（2）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料；

（3）知识产权相关材料；

（4）年度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

高新技术领域》规定范围的说明，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及对应收入资料；

（5）年度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证明材料；

（6）当年和前两个会计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及占同期销售收入比例、研发费



用管理资料以及研发费用辅助账，研发费用结构明细表；

（7）新办企业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凭证（原始凭证及账务处理凭证）；

（8）区内区外所得的核算资料。

32．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减

免性质代码：04024501，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应留存：

（1）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

（2）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料；

（3）知识产权相关材料；

（4）年度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

高新技术领域》规定范围的说明，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及对应收入资料；

（5）年度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证明材料；

（6）当年和前两个会计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及占同期销售收入比例、研发费

用管理资料以及研发费用辅助账，研发费用结构明细表。

33．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减免性质代码：04024508，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 63 号），应报送：

（1）发展改革或证监部门出具的符合创业投资企业条件的年度证明材料；

（2）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合同（协议）、章程、实际出资等相关材料；

（3）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出具

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有效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注明“与原件一致”，并

加盖公章）；

（4）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企业职工人数、年销售（营业）额、

资产总额、未上市等]说明。

34．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减免性质代码：04024509，政策依据：财税〔2018〕55 号），

应留存：

（1）发展改革或证监部门出具的符合创业投资企业条件的年度证明材料；

（2）初创科技型企业接受现金投资时的投资合同（协议）、章程、实际出资

的相关证明材料；

（3）创业投资企业与其关联方持有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股权比例的说明；



（4）被投资企业符合初创科技型企业条件的有关资料：

——接受投资时从业人数、资产总额、年销售收入和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的从业人数比例的情况说明；

——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不超过 5年的证明材料；

——接受投资时以及接受投资后 2年内未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情

况说明；

——研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用总额比例的情况说明。

35．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

人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减免性质代码：04024510，政策依据：

财税〔2018〕55 号），应留存：

（1）发展改革或证监部门出具的符合创业投资企业条件的年度证明材料；

（2）初创科技型企业接受现金投资时的投资合同（协议）、章程、实际出资

的相关证明材料；

（3）创业投资企业与其关联方持有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股权比例的说明；

（4）被投资企业符合初创科技型企业条件的有关资料：

——接受投资时从业人数、资产总额、年销售收入和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的从业人数比例的情况说明；

——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不超过 5年的证明材料；

——接受投资时以及接受投资后 2年内未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情

况说明；

——接受投资当年及下一纳税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用总额比例

的情况说明；

（5）法人合伙人投资于合伙创投企业的出资时间、出资金额、出资比例及

分配比例的相关证明材料、合伙创投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受理后的《合伙创投企业

法人合伙人所得分配情况明细表》。

36．海峡两岸海上直航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32101，政策依

据：财税〔2009〕4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37．海峡两岸空中直航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32102，政策依

据：财税〔2010〕63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38．从事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海上直航业务取得的运输收入免征企

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32103，政策依据：财税〔2007〕91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39．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减免

性质代码：04033302，政策依据：财税〔2011〕58 号），应留存：

（1）主营业务属于《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的具体项目的相关证明

材料；

（2）符合目录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70%以上的说明。

40．新疆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新办企业定期免征企业所得税（减

免性质代码：04033303，政策依据：财税〔2011〕112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41．新疆困难地区新办企业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33304，

政策依据：财税〔2011〕53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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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性质代码：04033305，政策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43．广东横琴、福建平潭、深圳前海等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39901，政策依据：财税〔2014〕26 号），

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含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规定。

44．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 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减低税率）

（减免性质代码：04049904，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应留

存：

（1）所从事行业不属于限制和禁止行业的说明；

（2）从业人数的计算过程；

（3）资产总额的计算过程。

45．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50 万元及以下）（减免



性质代码：04049909、04049910、04049911 政策依据：财税〔2017〕43 号），应

留存：

（1）所从事行业不属于限制和禁止行业的说明；

（2）从业人数的计算过程；

（3）资产总额的计算过程。

46．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取得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

04061002，政策依据：财税〔2009〕30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47．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减

免性质代码：04061004，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应留存：

（1）符合《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范围、条

件和标准的情况说明及证据资料；

（2）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取得的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凭证（原始凭证

及账务处理凭证）；

（3）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所得分项目核算资料，以及合理分摊期间共

同费用的核算资料；

（4）项目权属变动情况及转让方已享受优惠情况的说明及证明资料（优惠

期间项目权属发生变动的）。

48．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所得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

04061008，政策依据：财税〔2009〕30 号），应留存：

（1）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立项有关文件；

（2）企业将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的 HFC 和 PFC 类 CDM 项目，及将温室气体

减排量转让的 N20 类 CDM 项目的证明材料；

（3）将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上缴给国家的证明资料；

（4）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第一笔减排量转让收入凭证（原始凭证及账务处理

凭证）；

（5）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所得单独核算资料，以及合理分摊期间共同费用的

核算资料。

49．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按一定比

例实行税额抵免（减免性质代码：04061009，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63 号），应留存：

（1）购买并自身投入使用的专用设备清单及发票；

（2）以融资租赁方式取得的专用设备的合同或协议；

（3）专用设备属于《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

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或《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中的

具体项目的说明；

（4）专用设备实际投入使用时间的说明。

50．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所得定期减免征收企

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64001，政策依据：财税〔2010〕110 号），应留

存：

（1）能源管理合同；

（2）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公布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情况确认表，或者政府节能主管部门出具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确认意见；

（3）项目转让合同、项目原享受优惠的备案文件（项目发生转让的，受让

节能服务企业）；

（4）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凭证（原始凭证及账务处

理凭证）；

（5）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应纳税所得额计算表；

（6）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所得单独核算资料，以及合理分摊期间共同费用的

核算资料。

51．综合利用资源生产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减

免性质代码：04064005，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应留存：

（1）企业实际资源综合利用情况（包括综合利用的资源、技术标准、产品

名称等）的说明；

（2）综合利用资源生产产品取得的收入核算情况说明。

52．取得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81507，

政策依据：财税〔2013〕5 号），应留存：

（1）购买地方政府债券证明，包括持有时间、票面金额、利率等相关材料；

（2）应收利息（投资收益）科目明细账或按月汇总表；

（3）减免税计算过程的说明。



53．外国政府利息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81511，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54．国际金融组织利息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81512，政策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55．QFII 和 RQFII 股票转让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81513，

政策依据：财税〔2014〕79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56．沪港通 A股转让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81514，政策依据：

财税〔2014〕81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57．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减免性

质代码：04081516，政策依据：财税〔2008〕1 号），应留存：

（1）购买证券投资基金记账凭证；

（2）证券投资基金分配公告；

（3）免税的分配收入明细账及按月汇总表。

58．内地居民企业通过沪港通投资且连续持有 H股满 12 个月取得的股息红

利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81518，政策依据：财税〔2014〕81

号），应留存：

（1）相关记账凭证、本公司持股比例以及持股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情况说明；

（2）被投资企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利润分配决议或公告、分配表；

（3）投资收益、应收股利科目明细账或按月汇总表。

59．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取得的保险保障基金等收入免征企业所

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81519，政策依据：财税〔2018〕41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60．内地居民企业通过深港通投资且连续持有 H股满 12 个月取得的股息红

利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81520，政策依据：财税〔2016〕127

号），应留存：

（1）相关记账凭证、本公司持股比例以及持股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情况说明；



（2）被投资企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利润分配决议或公告、分配表；

（3）投资收益、应收股利科目明细账或按月汇总表。

61．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

04081521，政策依据：财税〔2017〕88 号），应留存：

（1）由利润分配企业填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扣缴企业所得税报告表》。

（2）由境外投资者提交并经利润分配企业补填信息后的《非居民企业递延

缴纳预提所得税信息报告表》。

62．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深港通投资深交所上市 A股取

得的转让差价所得，暂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81522，政策依据：

财税〔2016〕127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63．国债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83904，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应留存：

（1）国债净价交易交割单；

（2）购买、转让国债的证明，包括持有时间、票面金额、利率等相关材料；

（3）应收利息（投资收益）科目明细账或按月汇总表；

（4）减免税计算过程的说明。

64．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

系的股息、红利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083906，政策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65．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征企业所得

税（减免性质代码：04083907，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应

留存：

（1）被投资企业的最新公司章程（企业在证券交易市场购买上市公司股票

获得股权的，提供相关记账凭证、本公司持股比例以及持股时间超过 12 个月情

况说明）；

（2）被投资企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利润分配决议或公告、分配表；

（3）被投资企业进行清算所得税处理的，留存被投资企业填报的加盖主管

税务机关受理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算所得税申报表》及附表三《剩余财产计



算和分配明细表》复印件；

（4）投资收益、应收股利科目明细账或按月汇总表。

66．金融机构取得的涉农贷款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减

免性质代码：04091507，政策依据：财税〔2017〕44 号），应留存：

（1）相关利息收入的核算情况说明；

（2）相关贷款合同。

67．小额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

收入（减免性质代码：04091508，政策依据：财税〔2017〕48 号），应留存：

（1）相关利息收入的核算情况说明；

（2）相关贷款合同；

（3）省级金融管理部门（金融办、局等）出具的小额贷款公司准入资格文

件。

68. 保险机构取得的涉农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减免性

质代码：04091509，政策依据：财税〔2017〕44 号），应留存：

（1）相关保费收入的核算情况说明；

（2）相关保险合同。

69．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

04099905，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应留存：

（1）企业从事相关业务取得的资格证书或证明资料，包括有效期内的远洋

渔业企业资格证书、从事农作物新品种选育的认定证书、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兽医的资格证明等；

（2）与农户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企业）；

（3）与家庭承包户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国有农场实行内部家庭承包经营）；

（4）农产品初加工项目及工艺流程说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项目说明）；

（5）同时从事适用不同企业所得税待遇项目的，每年度单独计算减免税项

目所得的计算过程及其相关账册，期间费用合理分摊的依据和标准；

（6）生产场地证明资料，包括土地使用权证、租用合同等；

（7）企业委托或受托其他企业或个人从事符合规定的农林牧渔业项目的委

托合同、受托合同、支出明细等证明材料。

70. 北京冬奥组委、北京冬奥会测试赛赛事组委会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



质代码：04102905，政策依据：财税〔2017〕60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71. 对国际奥委会取得的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有关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4102906，政策依据：财税〔2017〕60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72. 中国奥委会取得的由北京冬奥组委支付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

质代码：04102907，政策依据：财税〔2017〕60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73. 对国际残奥委会取得的与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有关的收入免征企业所

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102908，政策依据：财税〔2017〕60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74. 中国残奥委会取得的由北京冬奥组委分期支付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减免性质代码：04102909，政策依据：财税〔2017〕60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75．动漫企业自主开发、生产动漫产品定期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

代码：04103206，政策依据：财税〔2009〕65 号），应留存：

（1）动漫企业认定证明；

（2）动漫企业认定资料；

（3）动漫企业年审通过名单；

（4）获利年度情况说明。

76．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

04103214，政策依据：财税〔2014〕84 号），应留存：

（1）企业转制方案文件；

（2）有关部门对转制方案的批复文件；

（3）整体转制前已进行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同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销

事业编制的证明，以及注销事业单位法人的证明；

（4）企业转制的工商登记情况；

（5）企业与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6）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记录；

（7）有关部门批准引入非公有资本、境外资本和变更资本结构的批准函；



（8）同级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同意变更函（已

认定发布的转制文化企业名称发生变更，且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的）。

77．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120601，

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应留存：

（1）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有效认定文件或其他相关证明；

（2）非营利组织认定资料；

（3）当年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公益活动和非营利活动的明细情况；

（4）当年工资薪金情况专项报告，包括薪酬制度、工作人员整体平均工资

薪金水平、工资福利占总支出比例、重要人员工资薪金信息（至少包括工资薪金

水平排名前 10 的人员）；

（5）当年财务报表；

（6）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

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当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事业发展情况或非

营利活动的材料；

（7）应纳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与免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

本、费用、损失分别核算的情况说明；

（8）取得各类免税收入的情况说明；

（9）各类免税收入的凭证。

78．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定期减免征收企

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121101，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应留存：

（1）有关部门批准该项目文件；

（2）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并投入运行后取得的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凭证

（原始凭证及账务处理凭证）；

（3）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完工验收报告；

（4）项目权属变动情况及转让方已享受优惠情况的说明及证明资料（优惠

期间项目权属发生变动的）；

（5）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所得分项目核算资料，以及合理分摊期间共同费用

的核算资料；

（6）符合《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范围、条件和标



准的情况说明及证据资料。

79．取得铁路债券利息收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121302，

政策依据：财税〔2014〕2 号），应留存：

（1）购买铁路债券证明资料，包括持有时间、票面金额、利率等相关资料；

（2）应收利息（投资收益）科目明细账或按月汇总表；

（3）减免税计算过程的说明。

80．固定资产或购入软件等可以加速折旧或摊销（减免性质代码：04129920，

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应留存：

（1）固定资产的功能、预计使用年限短于规定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的理由、

证明资料及有关情况的说明；

（2）被替代的旧固定资产的功能、使用及处置等情况的说明；

（3）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拟采用的方法和折旧额的说明，外购软件拟缩短折

旧或摊销年限情况的说明；

（4）集成电路生产企业证明材料；

（5）购入固定资产或软件的发票、记账凭证。

81．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或一次性扣除（减免性质代码：04129921、04129923，

政策依据：财税〔2014〕75 号、财税〔2015〕106 号、财税〔2018〕54 号此文

件优惠暂无减免税性质代码），应留存：

（1）企业属于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说明材料[以某重点行业业务为主营业

务，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50%（不含）以上]；

（2）购进固定资产的发票、记账凭证（购入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应提供

已使用年限的相关说明）；

（3）核算有关资产税法与会计差异的台账。

82．分配 08 年以前股息红利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129922，

政策依据：财税〔2008〕1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83．享受过渡期税收优惠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129924，

政策依据：国发〔2007〕39 号），应留存：

符合过渡期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况说明。

84. 中央电视台的广告费和有线电视费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



04129925，政策依据：财税〔2016〕80 号），应留存：

具体资料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纳税人注意事项】

1．企业对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2．企业同时享受多项优惠事项或者享受的优惠事项按照规定分项目进行核

算的，应当按照优惠事项或者项目分别归集留存备查资料。

3．享受集成电路生产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软件企业、国家规划布局

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等优惠事项的企业,应当在完成年度汇算

清缴后，按照《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2017 版）》“后续管理要求”项

目中列示的清单向税务机关提交资料。

4．企业留存备查资料的保存期限为享受优惠事项后 10 年。

5．设有非法人分支机构的居民企业以及实行汇总纳税的非居民企业机构、

场所享受优惠事项的，由居民企业的总机构以及汇总纳税的主要机构、场所负责

统一归集并留存备查资料。分支机构以及被汇总纳税的非居民企业机构、场所按

照规定可独立享受优惠事项的，由分支机构以及被汇总纳税的非居民企业机构、

场所负责归集并留存备查资料，同时分支机构以及被汇总纳税的非居民企业机构、

场所应在当完成年度汇算清缴后将留存的备查资料清单送总机构以及汇总纳税

的主要机构、场所汇总。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3.《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有关税

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27 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 关于继续实施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

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6 号）

5.《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免

征企业所得税的通知》（财税〔2016〕111 号）

6.《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继续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

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9 号）

7.《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0〕111 号）

8.《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广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税收试点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62 号）

9.《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自主创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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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许可使用权技术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82 号）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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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鼓励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6 号）

13.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软件和集成

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9 号）

14.《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集成电路

生产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27 号）

15.《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7〕34 号）

16.《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6〕89 号）

17.《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大学科技园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6〕98 号）

18.《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5〕119 号）

19.《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商务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完善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59 号）

20.《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商务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新增中国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适用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

108 号）

2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商务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在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推广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6〕122 号）

22.《财政部 税务总局 商务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将技术先进型

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至全国实施的通知》（财税〔2017〕79 号）

23.《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5 号）

24.《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新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实行过渡性

税收优惠的通知》（国发〔2007〕40 号）

25．《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境外所得适用税率及税收抵免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47 号）

26.《科技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中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等领域范围试点的通知》（国科发高〔2013〕

595 号）

27．《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

法>的通知》（国科发火〔2016〕32 号）

28．《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8〕55 号 ）

29.《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海峡两岸海上直航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09〕4 号）

30.《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海峡两岸空中直航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0〕63 号）

3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海上直航业务

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91 号）

32.《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

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8 号）

33.《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赣州市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4 号）

3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疆喀什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开发区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2 号）

35.《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疆困难地区新办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1〕53 号）



36.《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广东横琴新区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 深圳前

海深港现代化服务业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及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2014〕

26 号）

37.《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

知》（财税〔2017〕43 号）

38.《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实施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30 号）

39.《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

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48 号）

40.《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

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0〕110 号）

4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47 号）

4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3〕5 号）

4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所得免征所得税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1〕76 号）

4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512 号）

45.《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 QFII 和 RQFII 取得中国境内的股票

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79

号）

46.《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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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1 号）

47.《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8〕1 号）

48.《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保险保障基金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8〕41 号）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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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关于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

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88 号）

5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7〕44 号）

5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48 号）

5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农产品初加

工范围（试行）的通知》（财税〔2008〕149 号）

5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农产品初加工有

关范围的补充通知》（财税〔2011〕26 号）

55.《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7〕60 号）

56.《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扶持动漫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65 号）

57.《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宣部关于继续实施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

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4 号）

58.《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2014 2015 年铁路建设债券利息收入企业所

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2 号）

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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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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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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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

号）

6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央电视台广告费和有线电视费收入企业所

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8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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