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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6 项减税政策划重点了！
事关你我，速速收藏
姻 商报全媒体/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臧会彬 通讯员 曲易伸

2017 年 4 月 1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实施六项减税政策袁 这些减税措施既有对原有措
施加大力度尧扩大范围尧延长期限袁又有新出台的优惠政策袁减税的力度较大袁而且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袁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袁将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袁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遥

减税政策一
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
根据国务院决定袁5 月 2 日袁财政
部尧税务总局和科技部制定下发了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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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渊财税
也2017页34 号冤袁 明确了提高科技型中
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
例的政策遥
原有政策：
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
研发费用袁 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
损益的袁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袁
按照本年度实际发生额的 50%袁 从本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曰 形成无形
资产的袁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50%在
税前摊销遥 渊财税也2015页119 号冤
新政策：
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
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袁 未形成无形资
产计入当期损益的袁 在按规定据实扣
除的基础上袁 在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袁再按照实际
发生额的 75%在税前加计扣除曰 形成
无形资产的袁 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
产成本的 175%在税前摊销遥

减税政策二
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
有关税收试点政策
第一次将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扩大
至个人投资者
这在个人所得税优惠领域是一次
全新政策尝试
企业所得税部分院
一尧政策内容
渊一冤公司制创投企业采取股权投
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
2 年渊24 个月袁下同冤的袁可以按照投资
额的 70%在股权持有满 2 年的当年抵
扣该公司制创投企业的应纳税所得
额曰当年不足抵扣的袁可以在以后纳税
年度结转抵扣遥
渊二冤合伙创投企业采取股权投资
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 2
年的袁 法人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
技型企业投资额的 70%抵扣法人合伙
人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所得曰 当年
不足抵扣的袁 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
转抵扣遥
小贴士
1. 满 2 年是指公司制创投企业尧
合伙创投企业投资于初创期科技型企
业的实缴投资满 2 年袁 投资时间从初
创科技型企业接受投资并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的日期算起遥
2.投资额袁按照创业投资企业或
天使投资个人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实
缴投资额确定遥
合伙创投企业的合伙人对初创科
技型企业的投资额袁 按照合伙创投企
业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实缴投资额和
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人占合伙创投企
业的出资比例计算确定遥出资比例袁按
投资满 2 年当年年末各合伙人对合伙
创投企业的实缴出资额占所有合伙人
全部实缴出资额的比例计算遥
3.法人合伙人投资于多个符合条
件的合伙创投企业袁 可合并计算其可

抵扣的投资额和分得的所得遥 当年不
足抵扣的袁 可结转以后纳税年度继续
抵扣曰当年抵扣后有结余的袁应按照企
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
税遥
二 尧备案程序和要求
渊一冤公司制创投企业
公司制创投企业应在年度申报享
受优惠时袁 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
手续袁备案时报送叶企业所得税优惠事
项备案表曳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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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材料复印件遥 同时将文件要求的相
关资料留存备查遥
渊二冤合伙创投企业及其法人合伙人
1.合伙创投企业法人合伙人符合
享受优惠条件的袁 合伙创投企业应在
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满 2 年的年度以
及分配所得的年度终了后 3 个月内向
合伙创投企业主管税务机关报送 叶合
伙创投企业法人合伙人所得分配情况
明细表曳遥
2.法人合伙人应在年度申报享受
优惠时袁 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手
续袁备案时报送叶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
备案表曳遥同时将法人合伙人投资于合
伙创投企业的出资时间尧出资金额尧出
资比例及分配比例的相关证明材料尧
合伙创投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受理后的
叶合伙创投企业法人合伙人所得分配
情况明细表曳 及其他有关资料留存备
查遥 留存备查的其他资料同公司制创
投企业遥
个人所得税部分院
一尧政策内容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
伙人尧天使投资个人采取股权
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
满 2 年的袁可以按照投资额的 70%袁享
受投资抵扣减税政策遥
小贴士
渊一冤合伙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享
受政策要点院
1.经营所得的计算院与其他合伙
企业个人合伙人分经营所得的计算方
法一致
2. 个人合伙人可抵扣投资额的
计算院 合伙创投企业投资到所有符合
条件的 初 创 科技 型 企 业的 投 资 额 伊
70%伊个人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
3. 实缴出资比例的计算院按合伙
创投企业投资到符合条件的初创科技
型企业满 2 年的年末袁 个人合伙人实
缴出资额占所有合伙人全部实缴出资
额的比例计算遥
(二) 天使投资个人享受政策要

资抵扣优惠的办理院备案垣报告
备案院 合伙创投企业向主管税务
机关办理投资抵扣备案
报告院 合伙创投企业在投资满 2
年后每个纳税年度袁办理报告手续遥个
人合伙人在办理纳税申报时袁 一并办
理投资抵扣

投资时
无需办理任何备案或报告手续遥

符合优惠条件时
投资满 2 年的年度终了后 3 个月
内袁 合伙创投企业向其主管税务机关
办理投资抵扣备案遥

期间年度

二尧备案程序和要求
渊一冤合伙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投

商业健康险个人所得税政策和征
管操作院
2017 年 7 月 1 日起袁个人购买符
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袁 可以按
照 2400 元/年 渊200 元/月 冤 的 标 准 在
税前扣除遥
单位统一为员工购买的袁 视同个
人购买袁 按照单位为每一员工购买的
保险金额分别计入其工资薪金袁 并在
2400 元/年渊200 元/月冤的标准内按月
税前扣除遥
享受政策方式院
纳税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
保险袁 并取得税优识别码作为享受税
收优惠政策的依据袁依法享受政策遥

投资满 2 年及以后每个纳税年度
的年度终了后 3 个月内袁 合伙创投企
业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投资抵扣情
况遥

抵扣完毕
当年不足抵扣的可转账抵扣遥 抵
扣完毕后袁无需继续报告有关情况遥
渊二冤天使投资人个人投资抵扣优
惠的办理院备案垣报告垣登记
备案院 应在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
满 24 个月的次月 15 日内袁 与初创科
技型企业共同向初创科技型企业主管
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手续遥 多次投资同
一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袁应分次备案遥
报告院 转让未上市的初创科技型
企业股权袁 应于股权转让次月 15 日
内袁 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投资抵扣情
况遥 纳税申报时一并办理投资抵扣遥
登记院 被投资企业发生个人股东
变动或者个人股东所持股权变动的袁
应在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
送含有股东变动信息的 叶个人所得税
基础信息表渊A 表冤曳
天使投资个人投资的初创科技型
企业注销清算的袁应及时持叶天使投资
个人所得税投资抵扣备案表曳 到主管
税务机关办理情况登记遥

减税政策三
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
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实施
商业健康险院遵循野保障为主尧合
理定价尧收支平衡尧保本微利冶的原则遥
符合税收政策规定的商业健康险是保
本微利尧 惠民生的特殊设计的保险产
品袁具有一定的社会半公益性质遥
主要险种

点院

1.抵扣时点院天使投资个人转让
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时袁 享受抵扣减
税政策遥
2.抵扣对象院股权转让所得遥
3.抵扣期限院持有的初创科技型
企业股权转让完毕为止遥 渊特例院该企
业注销清算冤
4.注销清算的初创科技型企业未
抵扣完毕的投资额院 可自注销清算之
日起 36 个月内袁抵扣天使投资个人转
让其他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应
纳税所得额遥

所得的个体工商户业主
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尧 合伙企业
合伙人和承包承租经营者

减税政策四
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
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围
优惠内容院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将小型微利企业的年应纳税
所得额上限由 30 万元提高到 50 万
元,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50 万元(含
50 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额减
按 50豫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 20豫的
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遥
享受条件院
1.小型微利企业院是指从事国家
非限制和禁止行业袁 并符合下列条件
的企业
(1)工业企业袁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 50 万元袁从业人数不超过 100
人袁资产总额不超过 3000 万元曰
(2)其他企业袁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 50 万元袁 从业人数不超过 80
人袁资产总额不超过 1000 万元遥
2.应纳税所得额院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50 万
元(含 50 万元)遥

减税政策五
简并增值税税率
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下列货物袁
税率为 11%院
农产品渊含粮食冤尧自来水尧暖气尧
石油液化气尧天然气尧食用植物油尧冷
气尧热水尧煤气尧居民用煤炭制品尧食用
盐尧农机尧饲料尧农药尧农膜尧化肥尧沼
气尧二甲醚尧图书尧报纸尧杂志尧音像制
品尧电子出版物遥
延续的增值税优惠政策院
渊一冤有线电视收视费免征增值税
政策
渊二冤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扣减增值
税政策
渊三冤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扣减增值
税政策
渊四冤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利
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减税政策六
继续实施物流企业
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
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

政策适用人群
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尧 连续性劳务
报酬所得的个人
取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的
纳税人
取得对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

物流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具体内
容院

物流企业自有的仓储设施用地袁
不管是自用还是出租袁 只要是用于符
合条件的大宗商品存储袁 就给予减按
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 50%计
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优惠遥 该项优惠
政策的延续期限暂定为 3 年袁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遥
享受税收优惠的物流企业的界定院
至少从事仓储或运输一种经营业
务袁为工农业生产尧流通尧进出口和居
民生活提供仓储尧 配送等第三方服务
的物流企业曰 且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
营业执照文本中注有物流尧 仓储或运
输的字样遥
享受税收优惠的仓储设施用地的
界定院
同一仓储设施占地面积必须在
6000 平方米渊含 6000 平方米冤以上袁
且存储的是大宗商品遥
享受税收优惠的大宗商品界定院
大宗商品袁 是指与人民生活和生
产密切相关的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
尧矿产品和工业原材料 遥
不属于税收优惠范围的用地院
物流企业储存食品尧饮料尧药品尧
医疗器械尧机电产品尧文体用品尧出版
物等工业制成品的土地遥
物流企业的办公尧 生活区用地及
其他非直接从事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的
用地遥
在建或未投入使用的仓储设施用地遥
非物流企业的内部仓库用地遥

实名制办税
你准备好了吗？
实名制办税来啦浴 你对实名制办
税了解多少呢钥
一尧时间期限和实名认证办理
根据叶海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实
行 实 名 办 税 的 公 告 曳 渊2017 年 第 4
号冤 的要求袁2017 年 12 月 16 日起袁
税务机关仅受理已采集身份信息的
办税人员申请的涉税事项遥 2017 年 5
月 15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为过
渡期袁过渡期内未携带身份采集所需
证件和资料的办税人员办理涉税事
项的袁税务机关仅受理办税人员当日
办理事项袁之后办税人员需及时进行
身份信息采集遥
二尧实名办税业务实现方式
办税人员在办理涉税事项时提
供有效个人身份证明袁 税务机关采
集尧比对尧确认其身份信息后袁办理涉
税事项遥
三尧办税人员范围
办税人员是指纳税人的法定代
表人渊负责人尧业主冤尧财务负责人尧办税
员尧税务代理人和经授权的其他人员遥
四尧办税人员需提供的资料
渊一冤办税人员是法定代表人尧负
责人尧业主的袁需出示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原件曰
渊二冤办税人员是财务负责人尧办
税员或被授权的其他人员的袁需出示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尧授权方的办
税授权委托书原件曰
渊三冤办税人员是税务代理人的袁
需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尧税务
代理合同渊协议冤原件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