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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及其

附列资料填写说明

本申报表及其附列资料填写说明（以下简称本表及填写说

明）适用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

一、名词解释

（一）本表及填写说明所称“货物”，是指增值税的应税

货物。

（二）本表及填写说明所称“劳务”，是指增值税的应税

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三）本表及填写说明所称“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

是指销售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

（四）本表及填写说明所称“按适用税率计税”“按适用

税率计算”和“一般计税方法”，均指按“应纳税额＝当期销

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公式计算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税方法。

（五）本表及填写说明所称“按简易办法计税”“按简易

征收办法计算”和“简易计税方法”，均指按“应纳税额＝销

售额×征收率”公式计算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税方法。

（六）本表及填写说明所称“扣除项目”，是指纳税人销

售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在确定销售额时，按照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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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其从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价款的项目。

二、《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填

写说明

（一）“税款所属时间”：指纳税人申报的增值税应纳税

额的所属时间，应填写具体的起止年、月、日。

（二）“填表日期”：指纳税人填写本表的具体日期。

（三）“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纳税人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纳税人识别号。

（四）“所属行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中的

小类行业填写。

（五）“纳税人名称”：填写纳税人单位名称全称。

（六）“法定代表人姓名”：填写纳税人法定代表人的姓

名。

（七）“注册地址”：填写纳税人税务登记证件所注明的

详细地址。

（八）“生产经营地址”：填写纳税人实际生产经营地的

详细地址。

（九）“开户银行及账号”：填写纳税人开户银行的名称

和纳税人在该银行的结算账户号码。

（十）“登记注册类型”：按纳税人税务登记证件的栏目

内容填写。

（十一）“电话号码”：填写可联系到纳税人的常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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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

（十二）“即征即退项目”列：填写纳税人按规定享受增

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货物、劳务和服务、不动产、无形资产的

征（退）税数据。

（十三）“一般项目”列：填写除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

策以外的货物、劳务和服务、不动产、无形资产的征（免）税

数据。

（十四）“本年累计”列：一般填写本年度内各月“本月

数”之和。其中，第 13、20、25、32、36、38 栏及第 18 栏“实

际抵扣税额”“一般项目”列的“本年累计”分别按本填写说

明第（二十七）（三十四）（三十九）（四十六）（五十）（五

十二）（三十二）条要求填写。

（十五）第 1 栏“（一）按适用税率计税销售额”：填写

纳税人本期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的销售额，包含：

在财务上不作销售但按税法规定应缴纳增值税的视同销售和价

外费用的销售额；外贸企业作价销售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的销

售额；税务、财政、审计部门检查后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调整

的销售额。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

扣除项目的，本栏应填写扣除之前的不含税销售额。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 9

列第 1 至 5 行之和-第 9 列第 6、7 行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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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

第 9 列第 6、7 行之和。

（十六）第 2 栏“其中：应税货物销售额”：填写纳税人

本期按适用税率计算增值税的应税货物的销售额。包含在财务

上不作销售但按税法规定应缴纳增值税的视同销售货物和价外

费用销售额，以及外贸企业作价销售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的销

售额。

（十七）第 3 栏“应税劳务销售额”：填写纳税人本期按

适用税率计算增值税的应税劳务的销售额。

（十八）第 4 栏“纳税检查调整的销售额”：填写纳税人

因税务、财政、审计部门检查，并按一般计税方法在本期计算

调整的销售额。但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货物、劳务和服

务、不动产、无形资产，经纳税检查属于偷税的，不填入“即

征即退项目”列，而应填入“一般项目”列。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

扣除项目的，本栏应填写扣除之前的不含税销售额。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 7

列第 1 至 5 行之和。

（十九）第 5 栏“按简易办法计税销售额”：填写纳税人

本期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的销售额。包含纳税检查调整

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的销售额。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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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项目的，本栏应填写扣除之前的不含税销售额；服务、不

动产和无形资产按规定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分支机构，其当

期按预征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的销售额也填入本栏。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 9

列第 8 至 13b 行之和-第 9 列第 14、15 行之和；

本栏“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

第 9 列第 14、15 行之和。

（二十）第 6 栏“其中：纳税检查调整的销售额”：填写

纳税人因税务、财政、审计部门检查，并按简易计税方法在本

期计算调整的销售额。但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货物、劳

务和服务、不动产、无形资产，经纳税检查属于偷税的，不填

入“即征即退项目”列，而应填入“一般项目”列。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

扣除项目的，本栏应填写扣除之前的不含税销售额。

（二十一）第 7 栏“免、抵、退办法出口销售额”：填写

纳税人本期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出口货物、劳务和服务、

无形资产的销售额。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

的，本栏应填写扣除之前的销售额。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 9

列第 16、17 行之和。

（二十二）第 8 栏“免税销售额”：填写纳税人本期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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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规定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和适用零税率的销售额，但零税

率的销售额中不包括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销售额。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

扣除项目的，本栏应填写扣除之前的免税销售额。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 9

列第 18、19 行之和。

（二十三）第 9 栏“其中：免税货物销售额”：填写纳税

人本期按照税法规定免征增值税的货物销售额及适用零税率的

货物销售额，但零税率的销售额中不包括适用免、抵、退税办

法出口货物的销售额。

（二十四）第 10 栏“免税劳务销售额”：填写纳税人本期

按照税法规定免征增值税的劳务销售额及适用零税率的劳务销

售额，但零税率的销售额中不包括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劳

务的销售额。

（二十五）第 11 栏“销项税额”：填写纳税人本期按一般

计税方法计税的货物、劳务和服务、不动产、无形资产的销项

税额。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

扣除项目的，本栏应填写扣除之后的销项税额。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

10 列第 1、3 行之和-第 10 列第 6 行）+（第 14 列第 2、4、5

行之和-第 14 列第 7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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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

第 10 列第 6 行+第 14 列第 7 行。

（二十六）第 12 栏“进项税额”：填写纳税人本期申报抵

扣的进项税额。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即征即退项目”列“本

月数”＝《附列资料（二）》第 12 栏“税额”。

（二十七）第 13 栏“上期留抵税额”:“本月数”按上一

税款所属期申报表第 20 栏“期末留抵税额”“本月数”填写。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年累计”不填写。

（二十八）第 14 栏“进项税额转出”：填写纳税人已经抵

扣，但按税法规定本期应转出的进项税额。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即征即退项目”列“本

月数”＝《附列资料（二）》第 13 栏“税额”。

（二十九）第 15 栏“免、抵、退应退税额”：反映税务机

关退税部门按照出口货物、劳务和服务、无形资产免、抵、退

办法审批的增值税应退税额。

（三十）第16栏“按适用税率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

填写税务、财政、审计部门检查，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纳税

检查应补缴的增值税税额。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 8

列第 1 至 5 行之和+《附列资料（二）》第 19 栏。

（三十一）第 17 栏“应抵扣税额合计”：填写纳税人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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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抵扣进项税额的合计数。按表中所列公式计算填写。

（三十二）第 18 栏“实际抵扣税额”:“本月数”按表中

所列公式计算填写。本栏“一般项目”列“本年累计”不填写。

（三十三）第 19 栏“应纳税额”：反映纳税人本期按一般

计税方法计算并应缴纳的增值税额。

1.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按以下公式填写。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第 11 栏“销项税额”“一

般项目”列“本月数”-第 18 栏“实际抵扣税额”“一般项目”

列“本月数”-“实际抵减额”；

本栏“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第 11 栏“销项税额”

“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第 18 栏“实际抵扣税额”“即

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实际抵减额”。

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是指，按照规定计提加计抵减

额，并可从本期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中抵减的纳

税人（下同）。“实际抵减额”是指按照规定可从本期适用一般

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中抵减的加计抵减额，分别对应《附

列资料（四）》第 6 行“一般项目加计抵减额计算”、第 7 行“即

征即退项目加计抵减额计算”的“本期实际抵减额”列。

2.其他纳税人按表中所列公式填写。

（三十四）第 20 栏“期末留抵税额”：“本月数”按表中

所列公式填写。本栏“一般项目”列“本年累计”不填写。

（三十五）第 21 栏“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反



9

映纳税人本期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并应缴纳的增值税额，但不

包括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按以下公式

计算填写：

本栏“一般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第

10 列第 8、9a、10、11 行之和-第 10 列第 14 行）+（第 14 列第

9b、12、13a、13b 行之和-第 14 列第 15 行）；

本栏“即征即退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一）》

第 10 列第 14 行+第 14 列第 15 行。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按

规定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分支机构，应将预征增值税额填入

本栏。预征增值税额＝应预征增值税的销售额×预征率。

（三十六）第 22 栏“按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

缴税额”：填写纳税人本期因税务、财政、审计部门检查并按

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

（三十七）第 23 栏“应纳税额减征额”：填写纳税人本期按

照税法规定减征的增值税应纳税额。包含按照规定可在增值税

应纳税额中全额抵减的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费用以及技术

维护费，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创业就业等有关税收政策可扣减的增值税额，按照规定可填

列的减按征收对应的减征增值税税额等。

当本期减征额小于或等于第 19 栏“应纳税额”与第 21 栏

“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之和时，按本期减征额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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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当本期减征额大于第 19 栏“应纳税额”与第 21 栏“简

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之和时，按本期第 19 栏与第 21

栏之和填写。本期减征额不足抵减部分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三十八）第 24 栏“应纳税额合计”：反映纳税人本期应

缴增值税的合计数。按表中所列公式计算填写。

（三十九）第 25 栏“期初未缴税额（多缴为负数）”：“本

月数”按上一税款所属期申报表第 32 栏“期末未缴税额（多缴

为负数）”“本月数”填写。“本年累计”按上年度最后一个

税款所属期申报表第 32 栏“期末未缴税额（多缴为负数）”“本

年累计”填写。

（四十）第 26 栏“实收出口开具专用缴款书退税额”：本

栏不填写。

（四十一）第 27 栏“本期已缴税额”：反映纳税人本期实

际缴纳的增值税额，但不包括本期入库的查补税款。按表中所

列公式计算填写。

（四十二）第 28 栏“①分次预缴税额”：填写纳税人本期

已缴纳的准予在本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的税额。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以下几种情况填写：

1.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按规定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的

总机构，其可以从本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的分支机构已缴

纳的税款，按当期实际可抵减数填入本栏，不足抵减部分结转

下期继续抵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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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销售建筑服务并按规定预缴增值税的纳税人，其可以从

本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的已缴纳的税款，按当期实际可抵

减数填入本栏，不足抵减部分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3.销售不动产并按规定预缴增值税的纳税人，其可以从本

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的已缴纳的税款，按当期实际可抵减

数填入本栏，不足抵减部分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4.出租不动产并按规定预缴增值税的纳税人，其可以从本

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的已缴纳的税款，按当期实际可抵减

数填入本栏，不足抵减部分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四十三）第 29 栏“②出口开具专用缴款书预缴税额”：

本栏不填写。

（四十四）第 30 栏“③本期缴纳上期应纳税额”：填写纳

税人本期缴纳上一税款所属期应缴未缴的增值税额。

（四十五）第 31 栏“④本期缴纳欠缴税额”：反映纳税人

本期实际缴纳和留抵税额抵减的增值税欠税额，但不包括缴纳

入库的查补增值税额。

（四十六）第 32 栏“期末未缴税额（多缴为负数）”：“本

月数”反映纳税人本期期末应缴未缴的增值税额，但不包括纳

税检查应缴未缴的税额。按表中所列公式计算填写。“本年累

计”与“本月数”相同。

（四十七）第 33 栏“其中：欠缴税额（≥0）”：反映纳

税人按照税法规定已形成欠税的增值税额。按表中所列公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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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填写。

（四十八）第 34 栏“本期应补（退）税额”：反映纳税人

本期应纳税额中应补缴或应退回的数额。按表中所列公式计算

填写。

（四十九）第 35 栏“即征即退实际退税额”：反映纳税人

本期因符合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规定，而实际收到的税务机关

退回的增值税额。

（五十）第 36 栏“期初未缴查补税额”：“本月数”按上

一税款所属期申报表第 38 栏“期末未缴查补税额”“本月数”

填写。“本年累计”按上年度最后一个税款所属期申报表第 38

栏“期末未缴查补税额”“本年累计”填写。

（五十一）第 37 栏“本期入库查补税额”：反映纳税人本

期因税务、财政、审计部门检查而实际入库的增值税额，包括

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并实际缴纳的查补增值税额和按简易计税

方法计算并实际缴纳的查补增值税额。

（五十二）第 38 栏“期末未缴查补税额”：“本月数”反

映纳税人接受纳税检查后应在本期期末缴纳而未缴纳的查补增

值税额。按表中所列公式计算填写，“本年累计”与“本月数”

相同。

（五十三）第 39 栏“城市维护建设税本期应补（退）税额”：

填写纳税人按税法规定应当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本栏“一

般项目”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五）》第 1 行第 11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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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第 40 栏“教育费附加本期应补（退）费额”：

填写纳税人按规定应当缴纳的教育费附加。本栏“一般项目”

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五）》第 2 行第 11 列。

（五十五）第 41 栏“地方教育附加本期应补（退）费额”：

填写纳税人按规定应当缴纳的地方教育附加。本栏“一般项目”

列“本月数”=《附列资料（五）》第 3 行第 11 列。

三、《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一）》（本期

销售情况明细）填写说明

（一）“税款所属时间”“纳税人名称”的填写同《增值

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以下简称主表）。

（二）各列说明

1.第 1 至 2 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反映本期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下同）的情况。

2.第 3 至 4 列“开具其他发票”：反映除增值税专用发票

以外本期开具的其他发票的情况。

3.第 5 至 6 列“未开具发票”：反映本期未开具发票的销

售情况。

4.第 7 至 8 列“纳税检查调整”：反映经税务、财政、审

计部门检查并在本期调整的销售情况。

5.第 9 至 11 列“合计”：按照表中所列公式填写。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

扣除项目的，第 1 至 11 列应填写扣除之前的征（免）税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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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项（应纳）税额和价税合计额。

6.第 12 列“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本期实际扣

除金额”：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

资产有扣除项目的，按《附列资料（三）》第 5 列对应各行次

数据填写，其中本列第 5 栏等于《附列资料（三）》第 5 列第 3

行与第 4 行之和；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无扣除项目的，本

列填写“0”。其他纳税人不填写。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按

规定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分支机构，当期服务、不动产和无

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填入本列第 13 行。

7.第 13 列“扣除后”“含税(免税)销售额”：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本

列各行次＝第 11 列对应各行次-第 12 列对应各行次。其他纳税

人不填写。

8.第 14 列“扣除后”“销项(应纳)税额”：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的纳税人，按以下要求填写本列，其他纳税人不填写。

（1）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税

本列第 2 行、第 4 行：若本行第 12 列为 0，则该行次第 14

列等于第 10 列。若本行第 12 列不为 0，则仍按照第 14 列所列

公式计算。计算后的结果与纳税人实际计提销项税额有差异的，

按实际填写。

本列第 5 行＝第 13 列÷(100%+对应行次税率)×对应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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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

本列第 7 行“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即征即退服务、不动

产和无形资产”具体填写要求见“各行说明”第 2 条第（2）项

第③点的说明。

（2）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本列各行次＝第 13 列÷(100%+对应行次征收率)×对应行

次征收率。

本列第 13 行“预征率%”不按本列的说明填写。具体填写

要求见“各行说明”第 4 条第（2）项。

（3）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实行免抵退税或免税的，本

列不填写。

（三）各行说明

1.第 1 至 5 行“一、一般计税方法计税”“全部征税项目”

各行：按不同税率和项目分别填写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

的全部征税项目。有即征即退征税项目的纳税人，本部分数据

中既包括即征即退征税项目，又包括不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一

般征税项目。

2.第 6 至 7 行“一、一般计税方法计税”“其中：即征即

退项目”各行：只反映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的即征即退

项目。按照税法规定不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纳税人，不填写本

行。即征即退项目是全部征税项目的其中数。

（1）第 6 行“即征即退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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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货物和加工

修理修配劳务。本行不包括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的内容。

①本行第 9 列“合计”“销售额”栏：反映按一般计税方

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的不含税销售额。该栏不按第 9 列所列公式计算，应按照税法

规定据实填写。

②本行第 10 列“合计”“销项(应纳)税额”栏：反映按一

般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货物及加工修理

修配劳务的销项税额。该栏不按第 10 列所列公式计算，应按照

税法规定据实填写。

（2）第 7 行“即征即退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反映

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服务、不动

产和无形资产。本行不包括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内容。

①本行第 9 列“合计”“销售额”栏：反映按一般计税方

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

的不含税销售额。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按

扣除之前的不含税销售额填写。该栏不按第 9 列所列公式计算，

应按照税法规定据实填写。

②本行第 10 列“合计”“销项(应纳)税额”栏：反映按一

般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服务、不动产和

无形资产的销项税额。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

按扣除之前的销项税额填写。该栏不按第 10 列所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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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照税法规定据实填写。

③本行第 14 列“扣除后”“销项(应纳)税额”栏：反映按

一般计税方法征收增值税且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服务、不动产

和无形资产实际应计提的销项税额。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

有扣除项目的，按扣除之后的销项税额填写；服务、不动产和

无形资产无扣除项目的，按本行第 10 列填写。该栏不按第 14

列所列公式计算，应按照税法规定据实填写。

3.第 8 至 12 行“二、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全部征税项目”

各行：按不同征收率和项目分别填写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

税的全部征税项目。有即征即退征税项目的纳税人，本部分数

据中既包括即征即退项目，也包括不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一般

征税项目。

4.第 13a 至 13c 行“二、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预征率 %”：

反映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按

规定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分支机构，预征增值税销售额、预

征增值税应纳税额。其中，第 13a 行“预征率 %”适用于所有

实行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分支机构纳税人；第 13b、13c 行“预

征率 %”适用于部分实行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的铁路运输纳税

人。

（1）第 13a 至 13c 行第 1 至 6 列按照销售额和销项税额的

实际发生数填写。

（2）第 13a 至 13c 行第 14 列，纳税人按“应预征缴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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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应预征增值税销售额×预征率”公式计算后据实填写。

5.第 14 至 15 行“二、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其中：即征

即退项目”各行：只反映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的即征即

退项目。按照税法规定不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纳税人，不填写

本行。即征即退项目是全部征税项目的其中数。

（1）第 14 行“即征即退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反

映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货物及加

工修理修配劳务。本行不包括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的内容。

①本行第 9 列“合计”“销售额”栏：反映按简易计税方

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的不含税销售额。该栏不按第 9 列所列公式计算，应按照税法

规定据实填写。

②本行第 10 列“合计”“销项(应纳)税额”栏：反映按简

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货物及加工修理

修配劳务的应纳税额。该栏不按第 10 列所列公式计算，应按照

税法规定据实填写。

（2）第 15 行“即征即退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反

映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服务、不

动产和无形资产。本行不包括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内容。

①本行第 9 列“合计”“销售额”栏：反映按简易计税方

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

的不含税销售额。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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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之前的不含税销售额填写。该栏不按第 9 列所列公式计算，

应按照税法规定据实填写。

②本行第 10 列“合计”“销项(应纳)税额”栏：反映按简

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服务、不动产和

无形资产的应纳税额。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

按扣除之前的应纳税额填写。该栏不按第 10 列所列公式计算，

应按照税法规定据实填写。

③本行第 14 列“扣除后”“销项(应纳)税额”栏：反映按

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且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服务、不动产

和无形资产实际应计提的应纳税额。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

有扣除项目的，按扣除之后的应纳税额填写；服务、不动产和

无形资产无扣除项目的，按本行第 10 列填写。

6.第 16 行“三、免抵退税”“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反映适用免、抵、退税政策的出口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7.第 17 行“三、免抵退税”“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

反映适用免、抵、退税政策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

8.第 18 行“四、免税”“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反

映按照税法规定免征增值税的货物及劳务和适用零税率的出口

货物及劳务，但零税率的销售额中不包括适用免、抵、退税办

法的出口货物及劳务。

9.第 19 行“四、免税”“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反

映按照税法规定免征增值税的服务、不动产、无形资产和适用



20

零税率的服务、不动产、无形资产，但零税率的销售额中不包

括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

四、《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本期

进项税额明细）填写说明

（一）“税款所属时间”“纳税人名称”的填写同主表。

（二）第 1 至 12 栏“一、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分别反

映纳税人按税法规定符合抵扣条件，在本期申报抵扣的进项税

额。

1.第 1 栏“（一）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反映纳

税人取得的认证相符本期申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该

栏应等于第 2 栏“其中：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与第 3

栏“前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数据之和。适用取消增值

税发票认证规定的纳税人，通过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选择

用于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视为“认证相符”（下同）。

2.第 2 栏“其中：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反映

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本栏

是第 1 栏的其中数，本栏只填写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的部分。

3.第 3 栏“前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反映前期认

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本栏是第 1

栏的其中数。

纳税人本期申报抵扣的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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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以下简称通行费电子发票）应当填写在第 1 至 3 栏对应栏

次中。

第 1 至 3 栏中涉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不包含从小规模纳

税人处购进农产品时取得的专用发票，但购进农产品未分别核

算用于生产销售 13%税率货物和其他货物服务的农产品进项税

额情况除外。

4.第 4 栏“（二）其他扣税凭证”：反映本期申报抵扣的

除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外的其他扣税凭证的情况。具体包括：海

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含

农产品核定扣除的进项税额）、代扣代缴税收完税凭证、加计

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和其他符合政策规定的扣税凭证。该栏应

等于第 5 至 8b 栏之和。

5.第 5 栏“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反映本期申报

抵扣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情况。

6.第 6 栏“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反映纳税人

本期购进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取得（开具）的农产品收购发

票或者销售发票情况。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农产品时取得增

值税专用发票情况填写在本栏，但购进农产品未分别核算用于

生产销售 13%税率货物和其他货物服务的农产品进项税额情况

除外。

“税额”栏＝农产品销售发票或者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产

品买价×9%+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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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式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指纳税人从小规模纳

税人处购进农产品时取得的专用发票。

执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的，填写当期允

许抵扣的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填写“份数”“金额”。

7.第 7 栏“代扣代缴税收缴款凭证”：填写本期按规定准

予抵扣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8.第 8a 栏“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填写纳税人将购

进的农产品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 13%税率货物时加计

扣除的农产品进项税额。该栏不填写“份数”“金额”。

9.第 8b 栏“其他”：反映按规定本期可以申报抵扣的其他

扣税凭证情况。

纳税人按照规定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不动产，发生用途改变，用于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

应税项目，可在用途改变的次月将按公式计算出的可以抵扣的

进项税额，填入本栏“税额”中。

10.第 9 栏“（三）本期用于购建不动产的扣税凭证”：反

映按规定本期用于购建不动产的扣税凭证上注明的金额和税

额。

购建不动产是指纳税人2016年 5月 1日后取得并在会计制

度上按固定资产核算的不动产或者2016年 5月 1日后取得的不

动产在建工程。取得不动产，包括以直接购买、接受捐赠、接

受投资入股、自建以及抵债等各种形式取得不动产，不包括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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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本栏次包括第 1 栏中本期用于购建不动产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和第 4 栏中本期用于购建不动产的其他扣税凭证。

本栏“金额”“税额”≥0。

11.第 10 栏“（四）本期用于抵扣的旅客运输服务扣税凭

证”：反映按规定本期购进旅客运输服务，所取得的扣税凭证

上注明或按规定计算的金额和税额。

本栏次包括第 1 栏中按规定本期允许抵扣的购进旅客运输

服务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第 4 栏中按规定本期允许抵扣的

购进旅客运输服务取得的其他扣税凭证。

本栏“金额”“税额”≥0。

第 9 栏“（三）本期用于购建不动产的扣税凭证”+第 10

栏“（四）本期用于抵扣的旅客运输服务扣税凭证”税额≤第 1

栏“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第 4 栏“其他扣税凭证”税

额。

12.第 11 栏“（五）外贸企业进项税额抵扣证明”：填写

本期申报抵扣的税务机关出口退税部门开具的《出口货物转内

销证明》列明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13.第 12 栏“当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合计”：反映本期申报

抵扣进项税额的合计数。按表中所列公式计算填写。

（三）第 13 至 23b 栏“二、进项税额转出额”各栏：分别

反映纳税人已经抵扣但按规定应在本期转出的进项税额明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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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1.第 13 栏“本期进项税额转出额”：反映已经抵扣但按规

定应在本期转出的进项税额合计数。按表中所列公式计算填写。

2.第 14 栏“免税项目用”：反映用于免征增值税项目，按

规定应在本期转出的进项税额。

3.第 15 栏“集体福利、个人消费”：反映用于集体福利或

者个人消费，按规定应在本期转出的进项税额。

4.第 16 栏“非正常损失”：反映纳税人发生非正常损失，

按规定应在本期转出的进项税额。

5.第 17 栏“简易计税方法征税项目用”：反映用于按简易

计税方法征税项目，按规定应在本期转出的进项税额。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按

规定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分支机构，当期应由总机构汇总的

进项税额也填入本栏。

6.第 18 栏“免抵退税办法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反映按

照免、抵、退税办法的规定，由于征税税率与退税税率存在税

率差，在本期应转出的进项税额。

7.第 19 栏“纳税检查调减进项税额”：反映税务、财政、

审计部门检查后而调减的进项税额。

8.第 20 栏“红字专用发票信息表注明的进项税额”：填写

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校验通过的《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

息表》注明的在本期应转出的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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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 21 栏“上期留抵税额抵减欠税”：填写本期经税务机

关同意，使用上期留抵税额抵减欠税的数额。

10.第 22 栏“上期留抵税额退税”：填写本期经税务机关

批准的上期留抵税额退税额。

11.第 23a 栏“异常凭证转出进项税额”：填写本期异常增

值税扣税凭证转出的进项税额。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转出后，

经核实允许继续抵扣的，纳税人重新确认用于抵扣的，在本栏

次填入负数。

12.第 23b 栏“其他应作进项税额转出的情形”：反映除上

述进项税额转出情形外，其他应在本期转出的进项税额。

（四）第 24 至 34 栏“三、待抵扣进项税额”各栏：分别

反映纳税人已经取得，但按税法规定不符合抵扣条件，暂不予

在本期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情况及按税法规定不允许抵扣的进

项税额情况。

1.第 24 至 28 栏涉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不包括从小规模

纳税人处购进农产品时取得的专用发票，但购进农产品未分别

核算用于生产销售 13%税率货物和其他货物服务的农产品进项

税额情况除外。

2.第 25 栏“期初已认证相符但未申报抵扣”：反映前期认

证相符，但按照税法规定暂不予抵扣及不允许抵扣，结存至本

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

3.第 26 栏“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未申报抵扣”：反映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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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相符，但按税法规定暂不予抵扣及不允许抵扣，而未申报

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

4.第 27 栏“期末已认证相符但未申报抵扣”：反映截至本

期期末，按照税法规定仍暂不予抵扣及不允许抵扣且已认证相

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

5.第 28 栏“其中：按照税法规定不允许抵扣”：反映截至

本期期末已认证相符但未申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按照

税法规定不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

纳税人本期期末已认证相符待抵扣的通行费电子发票应当

填写在第 24 至 28 栏对应栏次中。

6.第 29 栏“（二）其他扣税凭证”：反映截至本期期末仍

未申报抵扣的除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外的其他扣税凭证情况。具

体包括：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

售发票、代扣代缴税收完税凭证和其他符合政策规定的扣税凭

证。该栏应等于第 30 至 33 栏之和。

7.第 30 栏“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反映已取得但

截至本期期末仍未申报抵扣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情

况。

8.第 31 栏“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反映已取得

但截至本期期末仍未申报抵扣的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农产品销

售发票情况。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农产品时取得增值税专用

发票情况填写在本栏，但购进农产品未分别核算用于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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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税率货物和其他货物服务的农产品进项税额情况除外。

9.第 32 栏“代扣代缴税收缴款凭证”：反映已取得但截至

本期期末仍未申报抵扣的代扣代缴税收完税凭证情况。

10.第 33 栏“其他”：反映已取得但截至本期期末仍未申

报抵扣的其他扣税凭证的情况。

（五）第 35 至 36 栏“四、其他”各栏。

1.第 35 栏“本期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反映本期

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纳税人本期认证相符的通

行费电子发票应当填写在本栏次中。

2.第 36 栏“代扣代缴税额”：填写纳税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八条扣缴的应税劳务增值税额与

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有关政策规定扣缴的服务、不动产和无

形资产增值税额之和。

五、《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三）》（服务、

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明细）填写说明

（一）本表由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有扣除项目的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纳税人填写。其他纳税人不填写。

（二）“税款所属时间”“纳税人名称”的填写同主表。

（三）第 1 列“本期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价税合计额

（免税销售额）”：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

资产属于征税项目的，填写扣除之前的本期服务、不动产和无

形资产价税合计额；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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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属于免抵退税或免税项目的，填写扣除之前的本期服务、

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免税销售额。本列各行次等于《附列资料

（一）》第 11 列对应行次，其中本列第 3 行和第 4 行之和等于

《附列资料（一）》第 11 列第 5 栏。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按

规定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分支机构，本列各行次之和等于《附

列资料（一）》第 11 列第 13a、13b 行之和。

（四）第 2 列“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期

初余额”：填写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上期期末结

存的金额，试点实施之日的税款所属期填写“0”。本列各行次

等于上期《附列资料（三）》第 6 列对应行次。

本列第 4 行“6%税率的金融商品转让项目”“期初余额”

年初首期填报时应填“0”。

（五）第 3 列“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本

期发生额”：填写本期取得的按税法规定准予扣除的服务、不

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金额。

（六）第 4 列“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本

期应扣除金额”：填写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本期

应扣除的金额。

本列各行次＝第 2 列对应各行次+第 3 列对应各行次。

（七）第 5 列“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本

期实际扣除金额”：填写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本



29

期实际扣除的金额。

本列各行次≤第 4 列对应各行次，且本列各行次≤第 1 列

对应各行次。

（八）第 6 列“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期

末余额”：填写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本期期末结

存的金额。

本列各行次＝第 4 列对应各行次-第 5 列对应各行次。

六、《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四）》（税额

抵减情况表）填写说明

（一）税额抵减情况

1.本表第 1 行由发生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费用和技术

维护费的纳税人填写，反映纳税人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费

用和技术维护费按规定抵减增值税应纳税额的情况。

2.本表第 2 行由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纳税人，服务、不动产

和无形资产按规定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的总机构填写，反映其

分支机构预征缴纳税款抵减总机构应纳增值税税额的情况。

3.本表第 3 行由销售建筑服务并按规定预缴增值税的纳税

人填写，反映其销售建筑服务预征缴纳税款抵减应纳增值税税

额的情况。

4.本表第 4 行由销售不动产并按规定预缴增值税的纳税人

填写，反映其销售不动产预征缴纳税款抵减应纳增值税税额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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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表第 5 行由出租不动产并按规定预缴增值税的纳税人

填写，反映其出租不动产预征缴纳税款抵减应纳增值税税额的

情况。

（二）加计抵减情况

本表第 6 至 8 行仅限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填写，反

映其加计抵减情况。其他纳税人不需填写。第 8 行“合计”等

于第 6 行、第 7 行之和。各列说明如下：

1.第 1 列“期初余额”：填写上期期末结余的加计抵减额。

2.第 2 列“本期发生额”：填写按照规定本期计提的加计抵

减额。

3.第 3 列“本期调减额”：填写按照规定本期应调减的加计

抵减额。

4.第 4 列“本期可抵减额”：按表中所列公式填写。

5.第 5 列“本期实际抵减额”：反映按照规定本期实际加计

抵减额，按以下要求填写。

若第 4 列≥0，且第 4 列<主表第 11 栏-主表第 18 栏，则第

5 列＝第 4 列；

若第 4 列≥主表第 11 栏-主表第 18 栏，则第 5 列＝主表第

11 栏-主表第 18 栏；

若第 4 列<0，则第 5 列等于 0。

计算本列“一般项目加计抵减额计算”行和“即征即退项

目加计抵减额计算”行时，公式中主表各栏次数据分别取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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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本月数”列、“即征即退项目”“本月数”列对应

数据。

6.第 6 列“期末余额”：填写本期结余的加计抵减额，按表

中所列公式填写。

七、《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五）》（附加

税费情况表）填写说明

1.“税（费）款所属时间”：指纳税人申报的附加税费应

纳税（费）额的所属时间，应填写具体的起止年、月、日。

2.“纳税人名称”：填写纳税人名称全称。

3.“本期是否适用试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抵免政

策”：符合《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46 号）规定的试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

选择“是”；否则，选择“否”。

4.第 5 行“当期新增投资额”：填写试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

型企业当期新增投资额减去股权转让、撤回投资等金额后的投

资净额，该数值可为负数。

5.第 6 行“上期留抵可抵免金额”：填写上期的“结转下期

可抵免金额”。

6.第 7 行“结转下期可抵免金额”：填写本期抵免应缴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后允许结转下期抵免部分。

7.第 8 行“当期新增可用于扣除的留抵退税额”：填写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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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税务机关审核通过的增值税留抵退税额。

8.第 9 行“上期结存可用于扣除的留抵退税额”：填写上期

的“结转下期可用于扣除的留抵退税额”。

9.第 10 行“结转下期可用于扣除的留抵退税额”：填写本

期扣除后剩余的增值税留抵退税额，结转下期可用于扣除的留

抵退税额=当期新增可用于扣除的留抵退税额+上期结存可用于

扣除的留抵退税额-留抵退税本期扣除额。

10.第 1 列“增值税税额”：填写主表增值税本期应补(退)

税额。

11.第 2 列“增值税免抵税额”：填写上期经税务机关核准

的增值税免抵税额。

12.第 3 列“留抵退税本期扣除额”：填写本期因增值税留

抵退税扣除的计税依据。当第 8 行与第 9 行之和大于第 1 列第 1

行时，第 3 列第 1 至 3 行分别按第 1 列第 1 至 3 行对应填写；

当第 8 行与第 9 行之和小于或等于第 1 列第 1 行时，第 3 列第 1

至 3 行分别按第 8 行与第 9 行之和对应填写。

13.第 4 列“税（费）率（征收率）”：填写适用税（费）率

或征收率。

14.第 5 列“本期应纳税（费）额”：填写本期按适用的税

（费）率（征收率）计算缴纳的应纳税（费）额。计算公式为：

本期应纳税（费）额=(增值税税额-留抵退税本期扣除额+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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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免抵税额)×税（费）率（征收率）。

15.第 6 列“减免性质代码”：按《减免税政策代码目录》

中附加税费适用的减免性质代码填写，试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

型企业抵免不填列此列。有减免税（费）情况的必填。

16.第 7 列“减免税（费）额”：填写本期减免的税（费）

额。

17.第 8 列“减免性质代码”：符合《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

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46 号）规定的试点

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分别填写教育费附加产教融合试点减

免性质代码 61101402、地方教育附加产教融合试点减免性质代

码 99101401。不适用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抵免政策的则为

空。

18.第 9 列“本期抵免金额”：填写试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

型企业本期抵免的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金额。

19.第 10 列“本期已缴税（费）额”：填写本期应纳税（费）

额中已经缴纳的部分。该列不包括本期预缴应补（退）税费情

况。

20.第 11 列“本期应补（退）税（费）额”：该列次与主表

第 39 至 41 栏对应相等。计算公式为：本期应补（退）税（费）

额=本期应纳税（费）额-本期减免税（费）额-试点建设培育产

教融合型企业本期抵免金额-本期已缴税（费）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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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填写说明

（一）本表由享受增值税减免税优惠政策的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以下简称增值税纳税人）填写。仅享受

支持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政策或未达起征点的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不需填报本表，即小规模纳税人当期《增值税及附加税费

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第 12 栏“其他免税销售额”“本

期数”和第 16 栏“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本期数”均无数据

时，不需填报本表。

（二）“税款所属时间”“纳税人名称”的填写同申报表

主表，申报表主表是指《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

人适用）》或者《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

用）》（下同）。

（三）“一、减税项目”由本期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及国

家有关税收规定享受减征（包含税额式减征、税率式减征）增

值税优惠的增值税纳税人填写。

1.“减税性质代码及名称”：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

的《减免性质及分类表》所列减免性质代码、项目名称填写。

同时有多个减征项目的，应分别填写。

2.第 1 列“期初余额”：填写应纳税额减征项目上期“期

末余额”，为对应项目上期应抵减而不足抵减的余额。

3.第 2 列“本期发生额”：填写本期发生的按照规定准予

抵减增值税应纳税额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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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 3 列“本期应抵减税额”：填写本期应抵减增值税应

纳税额的金额。本列按表中所列公式填写。

5.第 4 列“本期实际抵减税额”：填写本期实际抵减增值

税应纳税额的金额。本列各行≤第 3 列对应各行。

一般纳税人填写时，第 1 行“合计”本列数＝申报表主表

第 23 行“一般项目”列“本月数”。

小规模纳税人填写时，第 1 行“合计”本列数＝申报表主

表第 16 行“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本期数”。

6.第 5 列“期末余额”：按表中所列公式填写。

（四）“二、免税项目”由本期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及国

家有关税收规定免征增值税的增值税纳税人填写。仅享受小微

企业免征增值税政策或未达起征点的小规模纳税人不需填写，

即小规模纳税人申报表主表第 12 栏“其他免税销售额”“本期

数”无数据时，不需填写本栏。

1.“免税性质代码及名称”：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

的《减免性质及分类表》所列减免性质代码、项目名称填写。

同时有多个免税项目的，应分别填写。

2.“出口免税”填写增值税纳税人本期按照税法规定出口

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但不包括适用免、抵、退税办法出口的

销售额。小规模纳税人不填写本栏。

3.第 1 列“免征增值税项目销售额”：填写增值税纳税人

免税项目的销售额。免税销售额按照有关规定允许从取得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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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价款的，应填写扣除之前的销售额。

一般纳税人填写时，本列“合计”等于申报表主表第 8 行

“一般项目”列“本月数”。

4.第 2 列“免税销售额扣除项目本期实际扣除金额”：免

税销售额按照有关规定允许从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

除价款的，据实填写扣除金额；无扣除项目的，本列填写“0”。

5.第 3 列“扣除后免税销售额”:按表中所列公式填写。

6.第 4 列：本列不填写。

7.第 5 列“免税额”：一般纳税人不填写本列。小规模纳

税人按下列公式计算填写，且本列各行数应大于或等于 0。

小规模纳税人公式：第 5 列“免税额”＝第 3 列“扣除后

免税销售额”×征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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