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税费优惠政策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

备金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
2019 年第 85 号

2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

公告
2019 年第 87 号

3 财政部关于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政策的公告 2019 年第 98 号

4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国有农用地出租等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2020 年第 2号

5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

告
2020 年第 13 号

6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普惠金融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公

告
2020 年第 22 号

7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执行期

限的公告
2020 年第 24 号

8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2021 年第 6号

9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的公

告
2021 年第 7号

10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

的公告
2021 年第 11 号

11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

策的公告
2021 年第 12 号

12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延

长部分扶贫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2021 年第 18 号

13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优惠政策的公

告
2021 年第 27 号

14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 2021 年

第四季度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
2021 年第 30 号

15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延续实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

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
2022 年第 2号

16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2022 年第 4号

17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征管问题的公

告
2022 年第 5号



18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

策的公告
2022 年第 10 号

19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纾困发展有关增

值税政策的公告
2022 年第 11 号

20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中小微企业设备器具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

政策的公告
2022 年第 12 号

21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

告
2022 年第 13 号

22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

力度的公告
2022 年第 14 号

23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公告 2022 年第 15 号

24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进一步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

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公告
2022 年第 16 号

25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随军家属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0〕84 号

26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有关税收政

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3〕26 号

27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有关政府性基金免征范围的通知 财税〔2016〕12 号

28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文化事业

建设费政策及征收管理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6〕25 号

29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
财税〔2016〕36 号

30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

知
财税〔2016〕52 号

31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构有关

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22 号

32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
财税〔2017〕44 号

33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48 号

34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77 号

35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租入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等增值税政策

的通知
财税〔2017〕90 号

36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对营业账簿减免印花税的通知 财税〔2018〕50 号

37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

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91 号



38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13 号

39
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部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21 号

40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

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22 号

41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

法》的公告
2011 年第 25 号

4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税前

扣除问题的公告
2015 年第 25 号

43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管理办

法》的公告
2016 年第 33 号

4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有

关问题的公告
2019 年第 2号

45

国家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办 教育部关于

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具体操作问题

的公告

2019 年第 10 号

46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等税收征收管理事

项的公告
2020 年第 5号

47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2021 年第 5号

48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所

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
2021 年第 8号

49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