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2015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就小型微利企业的所得税优惠问题，先后联合发布了财税［2015］34号文件

和财税［2015］99号文件，一年两度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优惠政策的实施范围。本文拟对这两个文件的衔接

问题进行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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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

优惠政策两度扩围的衔接问题

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扶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经

国务院批准，2009年 12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

《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改革的通知》（财税

［2009］133号），对2010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的小型

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

缴纳企业所得税。此后，又先后四次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

税优惠政策的实施范围由最初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3万

元，逐步调整到了6万元、10万元、20万元、30万元。其中最后

两次调整分别发生在2015年3月《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34号）和 8月《关于进一步扩

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5］

99号），这两次政策的主要内容可参见下表。

需要说明的是，财税［2015］99号文件具体操作方法需要

参考《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

所得税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61号）的相关细则。

一、政策解读

（一）小型微利企业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简称《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小型微利企业的范围作了界定。小型微

利企业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小型”和“微利”上，除要求企业从

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性的行业以外，还包括三个标准：一是

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其他企业资产总额不超

过 1000万元；二是工业企业从业人数不超过 100人，其他企

业从业人数不超过 80人；三是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

万元。只有同时符合以上三个标准的企业才可以被税务部门

界定为小型微利企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小型微

利企业可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减半征收优惠政策的适用标准与企业所得税适用

税率的确定

按照财税［2015］34号文件和财税［2015］99号文件的规

定，2015年度享受减半征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年度应纳税

所得额的判断标准有两个：1 ~ 9月份的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20万元（含20万元，下同）；10 ~ 12月份的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30万元。据此，可将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分为三类：年应纳税

所得额不超过 20万元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介于 20万元至 30

万元之间的，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30万元的。

对于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2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可

将所得减半计入年应纳税所得额并按 20%的税率计缴企业

所得税。对于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30万元的任何企业，不能

政策发
布时间

2015年
3月

2015年
8月

政策
文号

财税
［2015］
34号

财税
［2015］
99号

政策主要内容

对年应纳税所得额
低于 20 万元（含 20
万元）的小型微利
企业，其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按20%的税率
缴纳企业所得税

对年应纳税所得额
在 20 万元到 30 万
元（含30万元）之间
的小型微利企业，
其所得减按 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 20%的税率缴纳
企业所得税

政策实施
区间

2015 年 1
月 1 日 至
2017 年 12
月31日

2015 年 10
月 1 日 至
2017 年 12
月31日

政策关键点

与财税［2015］
99 号 文 ，在
2015年第四季
度产生交叉的
实施区间

按 照“2015 年
10 月 1 日之后
的经营月份数
占其2015年度
经营月份数的
比例”，计算其
2015年度可以
适用减半征税
政策的实际利
润额或者应纳
税所得额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演进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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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减半征税政策，且适用 25%的税率。对于年应纳税所得

额介于 20 万元至 30 万元之间的小型微利企业，根据财税

［2015］99号文件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61号文件的

相关规定，对于 10月 1日之前的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税

率；10月 1日之后的应纳税所得额可享受减半征税政策，且

适用 20%的税率。也就是说，对于 2015年应纳税所得额高于

20万元但不超过3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全年可享受20%的

优惠税率，但只有10 ~ 12月份的所得可以享受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的优惠，1 ~ 9月份的所得则不能享受减半征税

的优惠。

由此可见，2015年两度调整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

所得税范围的政策，其影响只涉及年应纳税所得额介于20万

元至30万元之间的小型微利企业，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20万元和超过30万元的企业没有影响。

（三）分季预缴情况下预缴第三季度企业所得税的处理

当前我国企业预缴企业所得税主要是以分季预缴为主，

一般在10月份预缴第三季度企业所得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2015年第 61号文件的规定，2015年前三季度的企业所得税

预缴仍按照原来的税收政策执行，即只有年应纳税所得额为

20万元以下的小型微利企业可享受减半征税政策，年应纳税

所得额为20万元至30万元之间的小型微利企业不享受减半

征税政策。分月预缴 9月份企业所得税的小型微利企业也需

按照类似方法处理。

（四）“应纳税所得额”与“利润（额）”的区别

财税［2015］99号文件强调享受减半征税政策标准提高

为年应纳税所得额在 20万元至 30万元之间的小型微利企

业。国家税务总局 2015年第 61号文件则强调 2015年 10月 1

日之前成立，全年累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大于20万元但不

超过 3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分段计算 2015年 10月 1日之

前和10月1日之后的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以确定可享受减

半征税的数额。

《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规定，“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

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

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因此，“应纳税

所得额”首先是一个年度概念，主要在企业年度汇算清缴申

报时使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

“企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分月或分季预缴企

业所得税时，应当按照月度或者季度的实际利润额预缴。”因

此，“利润（额）”主要在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的时候使用。

（五）如何核算2015年四季度应纳税所得额

为了避免在2015年出现“一个年度中前三季度与第四季

度以两个应纳税所得额标准来判定能否减半征税”的局面，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为做好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的衔接，财税［2015］99号文件第五条第 2项规定，小型微利

企业 2015年 10月 1日至 2015年 12月 31日期间的利润或应

纳税所得额，按照 2015年 10月 1日之后的经营月份数占其

2015年度经营月份数的比例计算确定。

由于企业所得税分季预缴是按当年各季累计实际利润

额减去前季累计实际利润额，并结合部分纳税调整来计算当

季应纳税所得额的，因此对于上述规定的理解，首先要避免

一个误区，那就是不要认为第四季度按照本季实际收入与成

本费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财税［2015］99号文件规定的是对

于应纳税所得额在 20万元至 30万元的企业，将 2015年度的

应纳税所得额按照经营月份的比例“分解”为两个部分。其中

属于第 4季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享受减半征税优惠政策的同

时按20%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案例分析

（一）2015年四季度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例1：甲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其企业所得税采取查账

征收方式，按季度纳税申报，其他条件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

件。2015年1 ~ 9月合计利润为16万元，10 ~ 12月合计利润为

8万元，假定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在2016年1月份预缴2015

年第四季度企业所得税时，由税务机关确认的适用减半征税

政策的应纳税所得额为6万元。

解析：甲公司2015年第四季度适用减半征税政策的应纳

税所得额=（16+8）×3÷12=6（万元）。虽然甲公司2015年10 ~

12月份实际的合计利润为8万元，在没有纳税调整事项的情

况下，该公司第四季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即为8万元。但是，为

了避免“一个年度中前三季度与第四季度以两个应纳税所得

额标准来判定能否减半征税”的情况出现，甲公司仍然需要

根据财税［2015］99号文件的规定，按照2015年10月1日之后

的经营月份数占其2015年全年的经营月份数的比例，乘以全

年累计实际利润额来计算确定其在 2015年第四季度的应纳

税所得额。

（二）2015年应纳税额和减免税额的计算

例 2：乙公司成立于 2013年 11月，其企业所得税采取查

账征收方式，按季度纳税申报，其他条件符合小型微利企业

条件。2015年1 ~ 9月合计利润为18万元，10 ~ 12月合计利润

为 10万元，假定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则乙公司在 2016年 1

月份预缴2015年第四季度企业所得税时，由税务机关确认的

适用减半征税政策的应纳税所得额为7万元，2015年度应纳

税额为4.9万元，2015年度享受的减免税额为2.1万元。

解析：乙公司 2015年累计利润（在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

的情况即为应纳税所得额）为 28万元（18+10），不超过 30万

元，因此乙公司 2015年度可按 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而且其 2015年第四季度应纳税所得额可适用减半征税的优

惠政策。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乙公司 2015年第四季度适用减半征税政策的应纳税所

得额=28×3÷12=7（万元）

乙公司2015年度应纳税额=28×9÷12×20%＋2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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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0%=4.9（万元）

乙公司 2015 年度享受的减免税额=28×9÷12×（25%-

20%）+28×3÷12×（25%-50%×20%）=28×25%-4.9=2.1（万元）

例 3：丙公司成立于 2015年 10月，其企业所得税采取查

账征收方式，按季度纳税申报，其他条件符合小型微利企业

条件。2015年10 ~ 12月合计利润为28万元，假定无其他纳税

调整事项。则丙公司在2016年1月份预缴2015年第四季度企

业所得税时，由税务机关确认的适用减半征税政策的应纳税

所得额为 28万元，2015年度应纳税额为 2.8万元，2015年度

享受的减免税额为4.2万元。

解析：丙公司 2015年度经营月份数为 3个月，第四季度

经营月份数为 3个月，2015年累计利润为 28万元，不超过 30

万元，因此丙公司是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2015年度可

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而且，丙公司 2015年第四季

度应纳税所得额可适用减半征税优惠，其应纳税额与减免税

额计算过程如下：

丙公司 2015年第四季度适用减半征税政策的应纳税所

得额=28×3÷3=28（万元）

丙公司 2015年度应纳税额=28×3÷3×50%×20%=2.8（万

元）

丙公司 2015 年度享受的减免税额=28×3÷3×（25%-

50%×20%）=4.2（万元）

由例 2与例 3可知，乙公司和丙公司 2015年度合计利润

均为 28万元，在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的情况下，两家公司

2015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也均为 28万元，但乙公司 2015年度

享受的减免税额为 2.1万元，而丙公司 2015年度享受的减免

税额为4.2万元。同样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丙公司享受的减

免税额为乙公司的两倍。产生如此大的差异的原因主要是财

税［2015］99号文件确定减半征税优惠的实施区间是从 2015

年第四季度开始的，这有利于在2015年10月1日以后成立的

小型微利企业。

三、关注实际税负率与税负率临界点的纳税筹划

（一）经营期满 12个月的小型微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实

际税负率

通过以上三个案例的计算可以看出，2015年两度扩围的

减半征收优惠政策衔接的关键是：一个所得基准，分段计算

税额。也就是说，2015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大于20万元但不超

过 3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全年可享受 20%的低税率优惠，

但只有第四季度（10 ~ 12月）的所得可以享受减半征税的政

策，其他季度（月份）的所得则不能享受减半征税的政策。到

2016年度，由于只按财税［2015］99号文件执行，上述问题自

然也就不存在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归纳出 2015年之前设立（经营期满

12个月）的小型微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率，具体参

见右上图。

从上图和前述案例分析可知，对于2015年前设立的小型

微利企业，如果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20万元，其企业所得税

实际税负率为10%；年应纳税所得额在20万元至30万元之间

的，其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率为 17.5%；其他企业（非小型微

利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率为25%。

（二）经营期满12个月的小型微利企业税负率临界点的

税收筹划

例 4：丁公司成立于 2014年 12月，其企业所得税采取查

账征收方式，按季度纳税申报，其他条件均符合小型微利企

业条件，2015年应纳税所得额为300000元。戊公司除2015年

应纳税所得额为 300000.01元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外，

其他条件均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则 2015年度丁、戊公司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分别为35000元和70000元。

解析：

丁公司2015年度应纳税额=300 000×17.5%=52 500（元）

戊公司 2015 年度应纳税额=300 000.01×25%=75 000

（元）

戊公司 2015年度比小型微利企业丁公司的应纳税所得

额仅多 0.01元，虽然其他条件也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的要求，

但限于财税［2015］99号文件的规定却需要多缴纳 22 500元

的企业所得税。为此，对于应纳税所得额略超 30万元这个税

负率临界点的“准小型微利企业”而言，其财务管理者可以根

据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利润）的具体情况，在2015年年底之前

通过购买各类办公设备、适度发放员工奖励、公益性捐赠等

形式来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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