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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热点问答--企业篇

一、企业使用全国发票查验平台查验增值税普通发

票，为什么会显示“查无此票”？

答：可能原因如下：

(1)输入的查验项有误;

(2)查询的发票开票开具日期距当前日期超过 5 年;

(3)由于开票方离线开票，发票数据未上传至税务局;

(4)非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的发票。

二、2022 年，航空和铁路运输企业分支机构是否需要

预缴增值税？

答：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航空和

铁路运输企业分支机构暂停预缴增值税。2022 年 2 月纳税申

报期至文件发布之日已预缴的增值税予以退还。

三、企业所得税有可退税额是否可以不申请退税，申

请抵减税额？

答：自 2021 年度汇算清缴起，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内预

缴企业所得税税款超过汇算清缴应纳税款的，纳税人应及时

申请退税，主管税务机关应及时按有关规定办理退税，不再

抵缴其下一年度应缴企业所得税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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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险企业代个人保险代理人申请汇总代开增值税

发票时，有何规定？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保险代理人税收征管

有关问题的公告》规定：“保险企业代个人保险代理人申请

汇总代开增值税发票时，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出具个人保险代

理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付款时间、付款金额、

代征税款的详细清单。保险企业应将个人保险代理人的详细

信息，作为代开增值税发票的清单，随发票入账。主管税务

机关为个人保险代理人汇总代开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备注栏

内注明'个人保险代理人汇总代开'字样。”

五、由于预缴企业所得税的时候，是总机构和分支机

构分开缴税的，请问现在申请退税是分开申请还是由总机构

一起申请？

答：汇总纳税企业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 5 个月内，由

总机构汇总计算企业年度应纳所得税额，扣除总机构和各分

支机构已预缴的税款，计算出应缴应退税款，按照规定的税

款分摊方法计算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企业所得税应缴应退

税款，分别由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就地办理税款缴库或退库。

汇总纳税企业在纳税年度内预缴企业所得税税款少于

全年应缴企业所得税税款的，应在汇算清缴期内由总、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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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分别结清应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预缴税款超过应缴税款

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及时按有关规定分别办理退税。

六、机动车经销企业开具机动车发票的基本流程是什

么？

答：机动车授权经销企业和其他机动车贸易商销售机动

车开具发票时，直接录入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或者扫描合

格证二维码，读取增值税发票系统中已购进机动车的车辆电

子信息并开具发票。若读取不到已购进机动车的车辆电子信

息，将无法正常开具发票。

七、申报资源税要填报什么报表？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税费申报有关事项的

公告》规定：“第一条 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纳税人申报

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耕地占用

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环境保护税、烟叶税中一

个或多个税种时，使用《财产和行为税纳税申报表》。纳税

人新增税源或税源变化时，需先填报《财产和行为税税源明

细表》。

八、印花税属于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范围吗？

答：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北京地区纳税人需要申报

缴纳企业所得税和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土地

增值税、车船税、契税、资源税(注：文字部分需注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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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资源”)、耕地占用税、环境保护税和烟叶税中一个或

多个税种时，可选择“十加一”综合申报，实现多税种“一

张报表、一次申报、一次缴款、一张凭证”有效提高了办税

效率。5.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申报端口在哪里？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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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小规模纳税人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政策期

限是如何规定的？

答：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对湖北省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

税。自 2021 年 1 月 1 日到 2021 年 3 月 31 日，对湖北省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继续免征增值税;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湖北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

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除湖北省外，

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

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十、购买方为企业，开具普票需要填写纳税人识别号

吗？

答：需要。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购买方为企业的，

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向销售方提供纳税人识别号或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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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信用代码；销售方为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在

‘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栏填写购买方的纳税人识别号或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税收凭证。”

十一、选择简易计税是否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答：可以，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应

向购买方开具专用发票。商业企业一般纳税人零售的烟、酒、

食品、服装、鞋帽（不包括劳保专用部分）、化妆品等消费

品不得开具专用发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以下简称小规

模纳税人）需要开具专用发票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代

开。销售免税货物不得开具专用发票，法律、法规及国家税

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二、我公司属于企业，办理契税所需要资料及流程

是什么？

契税纳税人依法纳税申报时，应填报《财产和行为税税

源明细表》（《契税税源明细表》部分，附件 1），并根据

具体情形提交下列资料：

（一）纳税人身份证件；

（二）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或其他具有土地、房屋

权属转移合同性质的凭证；

（三）交付经济利益方式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提交

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相关价款支付凭证，其中，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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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为财政票据，土地使用权出售、互换和房屋买卖、互换

为增值税发票；

（四）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监

察机关出具的监察文书等因素发生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的，

提交生效法律文书或监察文书等。

符合减免税条件的，应按规定附送有关资料或将资料留

存备查。

流程:纳税人申报，税务人员进行业务受理复核，无误

后征收税费，缴税后进行票证开具，信息传递。

十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额标准是怎么规定

的？

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

定。自 2018 年 5 月 1 日以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为年

应征增值税销售额 500 万元及以下。年应税销售额，是指纳

税人在连续不超过 12 个月或四个季度的经营期内累计应征

增值税销售额，包括纳税申报销售额、稽查查补销售额、纳

税评估调整销售额。

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以下简称“应税行为”）

有扣除项目的纳税人，其应税行为年应税销售额按未扣除之

前的销售额计算。纳税人偶然发生的销售无形资产、转让不

动产的销售额，不计入应税行为年应税销售额。“经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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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纳税人存续期内的连续经营期间，含未取得销售收入

的月份或季度。“纳税申报销售额”是指纳税人自行申报的

全部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其中包括免税销售额和税务机关代

开发票销售额。“稽查查补销售额”和“纳税评估调整销售

额”计入查补税款申报当月(或当季)的销售额，不计入税款

所属期销售额。

十四、单位未给职工缴纳税费如何处理？

单位代个人缴纳的税费包括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和

“五险”及企业年金。单位未缴纳代个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行为属于没有尽到代扣代缴义务的行为。单位应补申报并缴

纳代扣的个人所得税,同时还要接收税务部门的罚款。依据

《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职工应当缴纳的“五险”属社会保

险费，应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

足。

十五、哪些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可以代开发

票？

1.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小规模纳税人(包括个体工商户)

以及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其他可予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可以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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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人个人出租、销售不动产符合条件的，可以代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

3.适用“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异地代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备案”申请条件的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可以申请

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二部分 热点问答--自然人篇

十六、个人出租不动产增值税上有什么优惠政策？

答：其他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

得的租金收入，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

租金收入未超过 15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十七、纳税人在办理车辆购置税免税、减税时应提供

哪些资料？

答：纳税人在办理车辆购置税免税、减税时，应当如实

填报《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表》，除提供车辆合格证明和车

辆相关价格凭证外，还应当根据不同的免税、减税情形，分

别提供以下资料的原件或者复印件：

（一）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及其

有关人员自用车辆，提供机构证明和外交部门出具的身份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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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公交企业购置的公共汽电车辆，提供所在地

县级以上（含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出具的公共汽电车辆

认定表。

（三）悬挂应急救援专用号牌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

辆，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批准的相关文件。

（四）回国服务的在外留学人员购买的自用国产小汽

车，提供海关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回国人员购买国

产汽车准购单》。

（五）长期来华定居专家进口自用小汽车，提供国家外

国专家局或者其授权单位核发的专家证或者 A 类和 B 类《外

国人工作许可证》。

（六）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提供车辆

内、外观彩色 5 寸照片。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的其他免征车辆购置税

的车辆：

（一）回国服务的在外留学人员用现汇购买 1 辆个人自

用国产小汽车；

（二）长期来华定居专家进口 1 辆自用小汽车；

（三）防汛部门和森林消防部门用于指挥、检查、调度、

报汛(警)、联络的由指定厂家生产的设有固定装置的指定型

号的车辆；



10

（四）“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专用车辆；

（五）北京冬奥组委新购车辆；

（六）新能源汽车；

（七）原公安现役部队和原武警黄金、森林、水电部队

改制后换发地方机动车牌证的车辆（公安消防、武警森林部

队执行灭火救援任务的车辆除外）

十八、车辆购置税申报时纳税人需要提供什么资料？

答：纳税人办理纳税申报时应当如实填报《车辆购置税

纳税申报表》，同时提供车辆合格证明和车辆相关价格凭证。

车辆合格证明为整车出厂合格证或者车辆电子信息单。

车辆相关价格凭证，境内购置车辆为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或者其他有效凭证，进口自用车辆为《海关进口关税专用

缴款书》或者海关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属于应征消费税

车辆的还包括《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提供这些凭

证的目的是为了准确确定计税依据。

十九、在机动车发票使用方面有什么新的便民措施？

答：一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为企业服务，税务机关在发

票领用方面实施动态管理。由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结合销售

方生产经营情况和取得机动车的相关凭据判断其经营规模，

动态调整机动车发票领用数量，满足企业经营中对发票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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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企业在销售机动车时，能够读取到增值税发票管

理系统中已购进机动车的车辆电子信息开具发票，可以显著

提升机动车发票开具的便捷性和准确性。

二十、如何开具无欠税证明？

答：已实行实名办税的纳税人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

《无欠税证明》的，办税人员持有效身份证件直接申请开具，

无需提供登记证照副本或税务登记证副本。

未办理实名办税的纳税人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

《无欠税证明》的，区分以下情况提供相关有效证件： (一)

单位纳税人和个体工商户，提供市场监管部门或其他登记机

关发放的登记证照副本或税务登记证副本，以及经办人有效

身份证件; (二)自然人纳税人，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

托他人代为申请开具的，还需一并提供委托书、委托人及受

托人有效身份证件。 第五条 对申请开具《无欠税证明》的

纳税人，证件齐全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受理其申请。经查

询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符合开具条件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

即时开具《无欠税证明》;不符合开具条件的，不予开具并

向纳税人告知未办结涉税事宜。 纳税人办结相关涉税事宜

后，符合开具条件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即时开具《无欠税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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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小张买了一辆小汽车，并做了装饰，装饰费

要不要缴纳车辆购置税？

答：小张买的小汽车，其实际销售价格为 20 万元（不

含增值税），此外做装饰花了 5 万元，这 5 万元的装饰费不

是车辆购置税计税价格的组成部分，不用缴纳车辆购置税。

如果没有做装饰，4S 店将 20 万元的实际销售价格分解为车

辆价格 15 万元、装饰费 5 万元，分别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和普通发票（或者不开发票），这 5 万元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装饰费，而是实际销售价格的组成部分，应予缴税。这

种分解应税车辆实际销售价格分别开票或者不开票的行为，

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违法行为。

二十二、小明购买新车后没有及时纳税，逾期申报缴

纳车辆购置税是否加收滞纳金？

答：要加收滞纳金。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

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

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

的滞纳金。

二十三、购置免税电动车的时间是以合同日期为准

吗？

答：车辆购置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购置应税

车辆的当日。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申

https://etax.shanxi.chinatax.gov.cn:9001/dtsw/zcfg-4483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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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缴纳车辆购置税。” 车辆购置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以

纳税人购置应税车辆所取得的车辆相关凭证上注明的时间

为准。”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按照下列情形确定：(一)购买

自用应税车辆的为购买之日，即车辆相关价格凭证的开具日

期。(二)进口自用应税车辆的为进口之日，即《海关进口增

值税专用缴款书》或者其他有效凭证的开具日期。(三)自产、

受赠、获奖或者以其他方式取得并自用应税车辆的为取得之

日，即合同、法律文书或者其他有效凭证的生效或者开具日

期。

二十四、个人买的车库是否征收契税？

答：房屋附属设施（包括停车位、机动车库、非机动车

库、顶层阁楼、储藏室及其他房屋附属设施）与房屋为同一

不动产单元的，计税依据为承受方应交付的总价款，并适用

与房屋相同的税率；房屋附属设施与房屋为不同不动产单元

的，计税依据为转移合同确定的成交价格，并按当地确定的

适用税率计税。

二十五、父母房屋过户给子女是否缴纳税？缴纳什么

税？标准是什么？

父母过户给子女方式不同缴税也不同，父母过户给子女分

三种情况:赠与、继承、买卖。

1、继承: 印花税 0.05%减半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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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采用赠与住宅方式，需要缴纳：

契税：按照计税依据乘以具体适用税率计算。

印花税：税率万分之五（减半征收）

3、如果采取买卖住宅方式，需要缴纳：

增值税：个人将购买补足 2 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

5%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

个人所得税：个人转让住房，以其转让收入额减除财产原

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按照“财产转让所

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未提供完整、准确的房屋

原值凭证，不能正确计算房屋原值和应纳税额的，按住房转

让收入的一定比例核定应纳个人所得税额。对个人转让自用

5 年以上，并且是家庭惟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免征个人

所得税。

契税：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

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下同），面积为 90 平方米及以

下的，减按 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 90 平方米以上的，

减按 1.5%的税率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

房，面积为 90 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 1%的税率征收契税；

面积为 90 平方米以上的，减按 2%的税率征收契税。（三）

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三套以上（含第三套）住房按照适用税率

征收契税。（山西省：适用税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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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山西省个人购买房屋，契税税率标准有什么

规定？

（一）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

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下同），面积为 90 平方米及以

下的，减按 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 90 平方米以上的，

减按 1.5%的税率征收契税。

（二）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 90 平

方米及以下的，减按 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 90 平方米

以上的，减按 2%的税率征收契税。

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是指已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购买

的家庭第二套住房。

（三）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三套以上（含第三套）住房按照

适用税率征收契税。（山西省：适用税率 3%）

（四）对个人购买非住宅的房屋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契税。

（2021 年 9 月 1 日前的合同税率按 4%，2021 年 9 月 1 日后

的合同税率均按 3%）

（五）对单位购买房屋不属于免税范围的按照适用税率征

收契税。（2021 年 9 月 1 日前的合同税率按 4%，2021 年 9

月 1 日后的合同税率均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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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是否可以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

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已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当开具对应红字发票或者作废原

发票，再按规定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并开具普通发票。

纳税人在疫情防控期间已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

本公告规定应当开具对应红字发票而未及时开具的，可以先

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对应红字发票应当于相关免征增值税

政策执行到期后 1 个月内完成开具。

作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

值税项目取得的收入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按照发票

注明的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提供免征增值税项

目取得的收入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以按规定免征增

值税。

二十八、职工个人应缴社保费部分能否申请缓缴？

社会保险费包括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两部分。按照缓缴

政策规定，缓缴适用于在对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

水路铁路运输等 5个特困行业实施阶段性缓缴三项社保费政

策的基础上，以产业链供应链受疫情影响较大、生产经营困

难的制造业企业为重点，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到农副食品加

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

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

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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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社会工

作、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文化艺术业、体育、

娱乐业等行业。职工个人应缴纳部分，不适用缓缴政策，企

业应依法履行好代扣代缴义务。

二十九、纳税人享受继续教育扣除时，如果因病、因

故等原因休学且学籍继续保留的休学期间，以及施教机构按

规定组织实施的寒暑假是否连续计算？

答:同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48 个月。48 个月包括纳税人因病、因故等原因休学且学籍

继续保留的休学期间，以及施教机构按规定组织实施的寒暑

假期。

三十、3 岁以下婴幼儿专项附加扣除中的婴幼儿信息

应当如何填报？

答：证件类型可选择“出生医学证明，并填写相应编号

和婴幼儿出生时问即可，婴幼儿已被喊子居民身份证号码

的，证件类型也可选择“居民身份证，并填写身份证号码和

婴幼儿出生时间即可；婴幼儿名下是中国护照、外国护照、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身份

证件信息，也可作为填报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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