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 个人所得税申报

3.5.1—063 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

【事项描述】

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办理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

1．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的（不包括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且在一个纳税年度中

在中国境内居住不满 1年的个人），应于纳税年度终了后 3个月内办理。

2．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一个纳

税年度中在中国境内居住满 1年的个人），应在纳税年度终了后 30 日内办理。

3．对从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人，或取得

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及符合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的纳税人，应在取

得按月或按次计征税款项目的次月 15 日内办理。

4．将股权转让给其他个人或法人的，应在次月 15 日内办理。

5．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

（1）采取证券机构预扣预缴和纳税人自行申报清算相结合的方式征收的，

由证券机构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按照实际转让收入与实际成本计算出的

应纳税额，与证券机构预扣预缴税额有差异的，应自证券机构代扣并解缴税款的

次月 1日起 3个月内，办理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清算申报；

（2）采取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的方式征收的，在次月 15 日内办理限售股个

人所得税自行申报，一次办结相关涉税事宜。

6．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应在备案时约定的纳税期限内办理自行申

报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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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表）》 2份



2 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2．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的，应报送：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年所得 12 万元以

上的纳税人申报）》
2份

3．从境外取得所得的，应报送：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B表）》 2份

以下为条件报送资料

纳税义务人依照规定申

请扣除已在境外缴纳的

个人所得税税额时

境外税务机关填发的税款缴纳凭

证原件

4．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或者

取得应纳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或者符合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的，应

报送：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 2份

2
能够证明纳税人收入、财产原值、相关税费的有关

资料
1份

5．个人将股权转让给其他个人或法人，属于《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

理办法（试行）》中规定情形的，应报送：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 2份

2 股权转让合同（协议）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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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正当理由的
相应证明材料 1份

选择股权激励和技术

入股递延纳税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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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投资个人享受投

资抵扣税收优惠的

《天使投资个人所得税投资抵扣情

况表》
2份

已备案的《天使投资个人所得税投

资抵扣备案表》
2份

6．对个人转让限售股取得的所得，

（1）采取证券机构预扣预缴和纳税人自行申报清算相结合的方式征收的，

应报送：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清算申报表》 2份

2 加盖开户证券机构印章的限售股交易明细记录 1份

3 相关完整、真实的财产原值凭证 1份

4
缴纳税款凭证（《税务代保管资金专用收据》或《税

收转账专用完税证》）
1份

以下为条件报送资料

纳税人委托中介机构

或他人代理申报的

代理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纳税人委托代理申报的授权书 1份

（2）采取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的方式征收的，应报送：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清算申报表》 2份



7．纳税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应报送：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 2份

2
已备案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

备案表》
1份

3 本期之前各期已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完税凭证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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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人注意事项】

1. 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纳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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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也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纳

税人享受减税、免税待遇的，在减税、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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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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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20 号）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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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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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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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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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8〕55 号）

10.《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国税发〔2006〕162 号）

3.5.2—064 生产、经营纳税人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

【事项描述】

个体工商户、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者、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和合伙企

业合伙人，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生产、经营纳税人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

报。

【报送资料】

1．实行查账征收个人所得税方式的个体工商户、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

营者、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和合伙企业合伙人的预缴纳税申报，以及实行核定征

收的纳税申报，应报送：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6077998&flag=1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6077998&flag=1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个人所得税生产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A表）》 2份

合伙企业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自然人合伙人的，应分

别填报本表。

以下为条件报送资料

享受商业健康保险税

前扣除政策且实行核

定征收的纳税人，还应

报送

《商业健康保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

表》
1份

享受个人税收递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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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

的纳税人，还应报送
《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表》 1份

2．实行查账征收个人所得税方式的个体工商户、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

营者、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和合伙企业合伙人的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应报送：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个人所得税生产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B表）》 2份

合伙企业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自然人合伙人的，应分

别填报本表。

以下为条件报送资料

享受商业健康保险税

前扣除政策的纳税人，

还应报送

《商业健康保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

表》
1份

享受个人税收递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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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

的纳税人，还应报送
《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表》 1份

享受合伙创投企业个

人所得税投资抵扣税

收政策的个人合伙人

纳税人，还应报送

合伙创投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的

《合伙创投企业个人所得税投资抵

扣情况表》

1份



3．个体工商户、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者、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和合

伙企业合伙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2处或者2处以上取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

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的，同项所得合并计

算纳税的个人所得税年度汇总纳税申报，应报送：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个人所得税生产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C表）》 2份

以下为条件报送资料

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

的纳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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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 纳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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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内按月取得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的纳税人，应在每月取得所

得后的 15 日内办理个人所得税预缴月（季）度纳税申报，年度终了后 30 日内办

理年度纳税申报。

——在一年内分次取得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的纳税人，应在每次取得所

得后的 15 日内办理个人所得税预缴月（季）度纳税申报，年度终了后 3个月办

理年度纳税申报。



——实行核定征收的纳税人，应在次月 15 日内办理纳税申报。

——实行查账征收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企业合伙人，

应在次月 15 内办理个人所得税预缴月（季）度纳税申报，年度终了后 3个月内

办理年度纳税申报。

——在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

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的纳税人，同项所得合并计算纳税，应在年

度终了后 3个月内办理汇总纳税申报。

——投资兴办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并且其中含有合伙企业的投资者，应在

年度终了后 3个月内办理汇总纳税申报。

——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在年度中间终止经营活动的，纳税人应

在实际经营终止之日起 60 日内办理清算申报。

4．纳税人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也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纳

税人享受减税、免税待遇的，在减税、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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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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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20 号）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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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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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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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6077998&flag=1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6077998&flag=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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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8〕55 号）

10．《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国税发〔2006〕16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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