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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类

年所得12万元以上
您自行纳税申报了吗？

■ 本报记者 陈怡 通讯员 邢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第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如果您2014年度
取得的个人所得达到或超过12万元，不论是
否已足额缴纳了税款，均应于2015年1月1
日至3月31日，到主管地税机关办理年度自
行申报。在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期即将结
束之际，地税部门真诚地提醒您：

一、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依法进行纳税申报是纳税人最好的诚信证
明。为了保障国家税法顺利实施，依据我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年所得达到或超
过12万元的纳税人，一年中如果有应缴未
缴、应扣未扣的税款，只要在自行申报期内
如实办理纳税申报并补缴税款，税务机关将
不予加收滞纳金，不予罚款。

对于纳税人未按规定及时办理纳税申
报或如实申报缴纳税款，税务机关将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
规定进行处理。

二、“年所得12万元以上”是指：纳税人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以下11项所得合计
达到或超过12万元：（一）工资、薪金所得；
（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以及个人
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
得；（三）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
所得；（四）劳务报酬所得；（五）稿酬所得；
（六）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七）利息、股息、红
利所得；（八）财产租赁所得；（九）财产转让所
得（包括股票转让所得）；（十）偶然所得；（十
一）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

三、自行申报纳税程序：
1、取得申报表《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适合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申报）》可
在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网站下
载，也可就近到地税局纳税申报大厅索取。

2、填写申报表 申报表后附有填报说明，
纳税人在填写之前应认真阅读，按要求填报。

3、办理申报 纳税人应到主管地税机关
办税服务大厅办理自行纳税申报。纳税人
可以自己申报，也可以委托有税务代理资质
的中介机构或者他人代为办理纳税申报。
需要明确的是，纳税人委托办理纳税申报
时，为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必须要签订
委托办理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协议（合
同），该协议（合同）在代理申报时一并报主
管地税机关。

根据以往申报情况，越临近申报截止的
日期，申报的人数会越多，如果赶在申报期即
将结束时才去申报，到申报大厅可能会遇上
排队的情况，既花时间又非常拥挤。因此，请
纳税人在申报截止日（2015年3月31日）前
尽早到主管地税机关办理纳税申报，以免在
办理申报手续时占用更多的宝贵时间。

四、若对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具体计算
方法、自行纳税申报政策、程序等方面存有疑
问，可通过以下方法获得解决：（一）拨打

“12366”税收咨询电话进行咨询；（二）直接向
当地主管地税机关进行咨询。

问：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
第15 号第六条的规定，“对企业发现以
前年度实际发生的、按照税收规定应在
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而未扣除或者少扣除
的支出，企业做出专项申报及说明后，准
予追补至该项目发生年度计算扣除，但
追补确认期限不得超过5年。”其中“按
照税收规定应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而未
扣除或者少扣除的支出”是指哪些支出？

答：企业发现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
按照税收规定应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而
未扣除或者少扣除的支出（以下简称以
前年度应扣未扣支出）是指企业在以前
年度已进行会计处理，但因财务会计处
理规定与税法规定不一致或企业对政策
理解有误造成企业以前年度未扣除的支
出。如企业以前年度发生支出已进行会
计处理计入管理费用，但未取得真实合
法的有效凭证，以后年度取得时造成在
以前年度应扣未扣。

问：按照税总公告2012年第15号第
七条的规定，“企业取得的不征税收入，应
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
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1〕70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规
定进行处理。凡未按照《通知》规定进行
管理的，应作为企业应税收入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于未按
照《通知》规定进行管理作为应税收入处
理的财政性资金，其发生的支出能否税前
扣除？如支出符合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
的范围能否享受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

答：对于未按照《通知》规定进行管
理作为应税收入处理的财政性资金，其
发生的支出可以从税前扣除。如支出符
合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的范围，可以享
受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

问：企业对某项机器设备按照12年计
提折旧，《实施条例》规定机器设备的最短折
旧年限不得低于10年，企业能否在计算企
业所得税时按10年计算折旧在税前扣除？

答：按照税总公告2012年第15号
第八条的规定，“对企业依据财务会计制
度规定，并实际在财务会计处理上已确
认的支出，凡没有超过《企业所得税法》
和有关税收法规规定的税前扣除范围和
标准的，可按企业实际会计处理确认的
支出，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计算其应纳
税所得额。”企业对机器设备确定的折旧
年限为12年未低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规定的10年，符合《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对折旧年限的规定，应按照
12年计算折旧从税前扣除。

问：企业以公允模式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能否计算折旧从税前扣除？

答：企业以公允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在会计处理中不计提折旧，未确认
折旧年限，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
定的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扣除条件不
相符，因此不得计算折旧从税前扣除。

问：企业年度内按照权责发生制的
要求，将借款利息计入财务费用，但未支
付未取得利息支出的有效凭证，能否从
当年税前扣除？

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
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税总公告2011
年第34号）第六条的规定，“企业当年度
实际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由于各种原
因未能及时取得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
证，企业在预缴季度所得税时，可暂按账
面发生金额进行核算；但在汇算清缴时，
应补充提供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

企业发生的利息支出（包括向金融
企业、非金融企业和自然人的借款利息
支出）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取得有效
凭证的，企业在预缴所得税时，可暂按账
面发生金额进行核算；但在汇算清缴时，
应补充提供有效凭证方可从税前扣除，
未提供有效凭证的不得从税前扣除。

对于汇算清缴后取得利息支出税前
扣除有效凭证的，如利息支出的发生年
度在2011年（含）以后，应按照《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
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税总公告
2012年第15号）第六条的规定和相关
操作流程进行税务处理。即：将利息支
出追补扣除在利息发生年度，因此形成
的多缴税款予以退税。企业在追补扣除
时，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做出专项申报及
说明；如利息支出的发生年度在2011年
（不含）以前的，仍可以将利息支出追补
扣除在利息发生年度，但按《征管法》的
规定追补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问：雇主为雇员负担的个人所得税
款能否税前扣除？

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雇主为
雇员承担全年一次性奖金部分税款有关
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问题的公告》（税总

公告2011年第28号）第四条的规定，雇
主为雇员负担的个人所得税款，应属于
个人工资薪金的一部分，按照工资薪金
支出的扣除标准进行税务处理。凡单独
作为企业管理费列支的，在计算企业所
得税时不得税前扣除。

问：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计划发生
的股权激励支出，如何做企业所得税处理？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我国居
民企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企业所得
税处理问题的公告》（税总公告2012年
第10号）规定，对股权激励计划实行后
立即可以行权的，上市公司可以根据实
际行权时该股票的公允价格（实际行权
日该股票的收盘价格）与激励对象实际
行权支付价格的差额和数量，计算确定
作为当年上市公司工资薪金支出，依照
税法规定进行税前扣除；对股权激励计
划实行后，需待一定服务年限或者达到
规定业绩条件（以下简称等待期）方可行
权的。上市公司等待期内会计上计算确
认的相关成本费用，不得在对应年度计
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扣除。在股权激励
计划可行权后，上市公司方可根据该股
票实际行权时的公允价格与当年激励对
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的差额及数量，计
算确定作为当年上市公司工资薪金支
出，依照税法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问：化妆品制造与销售、医药制造和
饮料制造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
费用，如何做企业所得税处理？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税前扣除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2］48 号）规定，自
2011年1月1日起，对化妆品制造与销
售、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不含酒类制
造，下同）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
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30%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
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未完，下期
地税周刊将继续为您解读）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相关政策问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国家税务总
局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等

法律的规定，纳税人应当在纳税年度
终了之日起5个月内或实际经营终止
之日起60日内，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
机关报送会计决算报表和所得税申

报表，并结清应补缴的税款。为帮助
广大纳税人了解相关政策，推进企业
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有序有效开展，
地税周刊分期从收入类、扣除类、税

收优惠类、其他类等四个方面，为您
全面解读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相关
税收政策。本期将继续解读“扣除
类”问题。

■ 本报记者 陈怡 通讯员 张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及《国家税务总局欠税公告办
法》的规定，对经税务机关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税款的纳税人，予以公告追缴。下列
纳税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缴纳税款、滞纳金或提供纳税
担保，逾期不缴纳的，将记入纳税不诚信名单，并依法阻止其法定代表人出境，采取冻结、
扣缴存款，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变卖财产等税收保全或强制措施，或者依法移送司法
机关追缴税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欠税公告
（2015年第一期）

序

号 

公告单

位 
纳税人名称 税务登记号码 纳税人类型 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业主 

欠缴税款金额 

是否走逃、

失踪的纳

税户以及

其他经税

务机关查

无下落的

纳税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1 

保亭县

地方税

务局 

海南农垦中南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460035698910486 单位 

保亭县七仙大道中南

温泉公寓综合办公楼

二楼 

张志坚 460100196801011278  31,213,177.83  否 

2 

乐东县

地方税

务局 

三亚嘉讯实业有限公

司 
46003320135290X 企业 

三亚市河东区凤凰路

汇丰国际8号304房 
王川 510303196909160544  13,720,841.88  否 

3 

乐东县

地方税

务局 

海南雅泰实业有限公

司 
460100721257850 企业 

海口市龙华路 41号华

达大厦 A301室 
张立业 130203196111110015  12,753,349.23  否 

4 

万宁市

地方税

务局 

海南浦琼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460006284082617WL 企业 万宁市兴隆 钱松 4600261912284234   5,077,131.74  否 

5 

文昌市

地方税

务局 

海南宇昌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460005760361298 企业 

文昌市文城镇文航路

琼台附属幼儿园办公

室二楼 

王刚 460100196911112715   3,929,723.63  否 

6 

儋州市

地方税

务局 

儋州市土产日杂公司 460029641113001 单位 
儋州市那大人民中路

372号 
王波 460029196411130010   3,339,505.23  否 

7 

文昌市

地方税

务局 

李 沁 Z2469005400000650252 其他个人 文昌市新澜开发区 李 沁 510102196902114660   3,237,730.99  否 

8 

琼海市

地方税

务局 

琼海市嘉积镇红星社

区居民委员会(龙一居

民小组) 

L2469002500000636622 单位 琼海市嘉积镇 符孝程     1,870,587.20  否 

9 

陵水县

地方税

务局 

海南骏华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460034767461654 企业 陵水县椰林镇 张曦 35020319681101405X   1,600,080.00  否 

10 

琼海市

地方税

务局 

王海燕 L2469002500000120548 其他个人 琼海市嘉积镇 王海燕 152801196401090329   1,289,176.45  否 

11 

琼海市

地方税

务局 

琼海市嘉积镇红星社

区居民委员会(黄日岭

居民小组) 

L2469002500000291195 单位 琼海市嘉积镇 罗来亮       991,842.74  否 

12 

陵水县

地方税

务局 

海南航通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46003428401223X 企业 陵水县英州镇 邹忠家 142301195510271010     949,929.00  否 

13 

陵水县

地方税

务局 

海南陵水汇安物业投

资有限公司 
460034201684875 企业 陵水县英州镇 李成君 152701196711270311     932,615.76  否 

14 

屯昌县

地方税

务局 

海南雅境置业有限公

司 
4.60027E+14 企业 

屯昌县屯城镇环东二

路东侧（海南中部家居

建材市场E栋） 

廖芙蓉 430822196804280028     741,402.30  否 

15 
琼海市

地方税

琼海市嘉积镇红星社

区居民委员会(龙尾居
L2469002500000120181 单位 琼海市嘉积镇 符向明       467,600.24  否 

公告

单位

16 

琼中县

地方税

务局 

海南琼中金伟地产 460036552780236 单位 
琼中县营根镇烟草公

司大楼505号 
周新生 342822197210103432     464,000.00  否 

17 

琼海市

地方税

务局 

琼海市嘉积镇红星社

区居民委员会(溪一居

民小组) 

L246900250000589439 单位 琼海市嘉积镇 王业均       423,411.29  否 

18 

儋州市

地方税

务局 

海南儋州奥丰硅砂有

限公司 
460003201595274 单位 

儋州白马井镇松鸣松

香街15号 
周勇 510212196608204137     393,093.74  否 

19 

琼中县

地方税

务局 

海南东平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460036786619832WL 单位 

海口市坡博村通宝大

厦B栋901 
吴孝东 422323196210052115     155,608.13  否 

20 

儋州市

地方税

务局 

顾宗广 L2469003500000658165 个人 海南国营八一农场 顾宗广 46002919440326581X      84,555.90  否 

21 

海南省

地方税

务局 

屯昌屯城糖果歌厅 232103198601163717 个体工商户 
屯昌县屯城镇解放西

路（大茂宾馆隔壁） 
袁占成 232103198601163717      26,400.00  是 

22 

屯昌县

地方税

务局 

屯昌屯城万家兴红鸭

饭店 
46002619830316032301 个体工商户 

屯昌县屯城镇昌盛北

路5号 
陈民花 460026198303160323      17,762.22  否 

23 

海南省

地方税

务局 

昌江叉河林园庄酒店 460031198002072013N1 个体工商户 
昌江县叉河镇原汇通

公司 
梁明海 460031198002072013      13,666.88  是 

24 
海南省

地方税

屯昌屯城浪潮时尚商

务会所 
460026196202270022K1 个体工商户 

屯昌县屯城镇解放西

路13号  
何兰容 460026196202270022       8,167.20  是 

25 

昌江县

地方税

务局 

昌江石碌激情岁月俱

乐部 
460031196510290018N1 个体工商户 昌江县石碌镇  卢强  460031196510290018       4,400.00  否 

26 

海南省

地方税

务局 

昌江七叉桃园食店 460031710923201N1 个体工商户 昌江县坝王岭 陈子佳 460031710923201       4,200.00  是 

27 

屯昌县

地方税

务局 

屯昌屯城成辉汽车美

容中心 
46002619731110331602 个体工商户 

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

昌源路 
游志斌 460026197311103316       3,881.77  否 

28 

海南省

地方税

务局 

保亭保城世创汽车修

理厂 
46903560008503 个体 

保亭县保兴西路农机

公司大楼一层铺面 
占志能 420281197811178072       2,880.00  是 

29 

昌江县

地方税

务局 

昌江石碌广大物业服

务部  
46003119821002521101 个体工商户 

昌江县石碌镇人民北

路209号工行门岗 
吴冬仁 460031198210025211       2,800.00  否 

30 

海南省

地方税

务局 

屯昌屯城太兴富源酒

店 
460026195801080074 个体工商户 

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

昌盛三路农机厂中兴

路1号 

张飞 460026195801080074       2,128.00  是 

31 

海南省

地方税

务局 

屯昌屯城永华湖南菜

馆 
430821198103134813 个体工商户 

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

科技路 
吴允 430821198103134813       1,950.00  是 

32 

海南省

地方税

务局 

昌江七叉江滨城食店 460031360703202N1 个体工商户 昌江县坝王岭 

 

陈惠芳 460031360703202         1,798.39  是 

33 
海南省

地方税
昌江海尾振兴五金店 32072219750814513201 个体工商户 

昌江县海尾五联村委

会旁 
陈江苏 320722197508145132        1,540.00  是 

34 

海南省

地方税

务局 

昌江叉河长岭云通采

石场 
350127700915587N1 个体工商户 

昌江县叉河镇长岭采

石 
张海云 350127197009155875       1,540.00  是 

35 

海南省

地方税

务局 

昌江三联明辉建材经

销部 
46003119810921681401 个体工商户 昌江县海尾镇塘兴新 张明忠 460031198109216814       1,540.00  是 

36 

海南省

地方税

务局 

屯昌屯城好味鲜饭店 460026198609190314K1 个体工商户 
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

恒兴二路32号 
许炳天 460026198609190314       1,538.50  是 

37 

海南省

地方税

务局 

屯昌枫木兴荣商行 460026196604211527K2 个体工商户 屯昌县枫木镇 符兴荣 460026196604211527       1,520.00  是 

38 

屯昌县

地方税

务局 

屯昌乌坡忠贤日杂店 460026761006123K1 个体工商户 屯昌县乌坡镇 王忠贤 460026761006123       1,200.00  否 

39 

海南省

地方税

务局 

屯昌屯城亚胜服装店 44092419781201429301 个体工商户 
屯昌县屯城镇文化路

1、2号 
张亚胜 440924197812014293       1,116.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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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地税推出
图解税收查阅功能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陈怡 通讯
员邢斌）海南省地税局在该局门户网站办税
服务栏目增设了“图解税收”子栏目。纳税
人可以点击办税服务栏目下的“图解税收”
进行相关税收知识的学习。图解税收以图
片的形式将税收政策的要点、难点进行分解
讲述，让纳税人更加直观学习税收政策。

截至目前，图解税收的内容涵盖了新版
企业所得税报表填写说明、各个税种的热点
问题、税收优惠政策、发票管理、纳税人权利
等五个方面103条信息。海南省地税局负责
人表示，今后还将及时更新发布最新出台的
图解税收政策知识，使纳税人学习掌握税收
政策变得越来越轻松简单。

海南地税
全面优化表证单书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陈怡 通讯
员邢斌）海南省地税局以深入开展“便民办
税春风行动”为契机，多措并举，全面提升纳
税服务质效，并于近日对该局门户网站“表
证单书”栏目进行全面优化，将现行的涉税表
证单书进行整合、分类，按“税务登记”、“发票
管理”、“纳税申报”、“税款缴纳”、“证明管
理”、“认定管理”、和“财务会计”等七大类13
小项分类，并包含了涉税表格和填写说明，进
一步方便了纳税人了解、掌握表证单书填写
技巧和获取办理涉税业务所需表格。纳税人
可登录海南地税门户网站“办税服务”栏目下
的“表证单书”子栏目查找下载。

地税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