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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

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征缴新规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于今年 6 月联合颁布了财预[2012]40 号文件
（以下简称“40 号文”），对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立不具有法人资
格分支机构的居民企业（以下简称“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征缴汇算规定进行
了调整。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40 号文基本上沿袭了现行的财预[2008]10 号
文件（以下简称“10 号文”），但年终的汇总清算方式将出现显著的变化，即企业所得
税年度汇算清缴将不再只由总机构统一负责在总机构当地进行，而改由总机构和各分
支机构分别就地办理。40 号文施行后，10 号文将同时废止。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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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法自 2008 年实施以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旋即发布了
10 号文，对跨省市总分机构的企业所得税计算、征缴，以及企业所得税收入在中央与
总分机构所在地之间的分配事项等作出规定，其中包括：
•

居民企业应统一计算包括各个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1在内的企业全部应纳税所
得额、应纳税额。

•

企业所得税的月度或季度预缴由总机构、分支机构分别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
理。预缴税款的 50%在各分支机构所在地缴纳，并按各分支机构的经营收入、职
工工资和资产总额三项因素的加权比例在各分支机构之间进行分摊；剩余 50%在
总机构所在地缴纳。

•

年度终了后，全年应纳所得税额的汇总清算仅在总机构所在地进行。即年度应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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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汇总
清算方式

10 号文

40 号文

各分支机构不进行企业所得税汇
算清缴；总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
根据汇总计算的企业年度全部应
纳税额，扣除总机构和各境内分
支机构已预缴的税款，多退少
补。

企业总机构汇总计算企业年度应
纳所得税额，扣除总机构和各分
支机构已预缴的税款，计算出应
补或应退税款，分别由总机构和
各分支机构就地办理税款缴库或
退库。

10 号文的月度或季度税款预缴与分摊规定不适用于居民企业在境外设立的分支机构。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称“分支机构”均为境内分支机构（不

包括在港澳台地区设立的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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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号文

•

预缴 1-6 月份税款时，以各分 •
支机构上上年的经营收入、
职工工资、资产总额作为分
摊因素；预缴 7-12 月份税款
时，以各分支机构上年的经
营收入、职工工资、资产总
额作为分摊因素。

预缴税款时，以各分支机构
上年的营业收入、职工薪
酬、资产总额作为分摊因
素。

•

上述“资产总额”，是指企业拥 •
有或者控制的除无形资产外
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总
额。

上述“资产总额”，是指分支机
构在 12 月 31 日拥有或者控
制的资产合计额。

评述
1.

汇总清算方式的变更

在 40 号文出台之前，由于年终的汇总清算仅在总机构所在地进行，因此有关年度应纳
税所得额、应纳税额的计算，年终财税差异的调整等具体事项通常由总机构的主管税务
机关负责审核办理。相对而言，分支机构主管税务机关的征管责任较轻；在实务中，分
支机构的主管税务机关一般仅在对预缴税款的分摊计算有疑问时，才会向总机构的主管
税务机关进行内部征询。
40 号文要求年终的汇总清算由总分机构分别进行，这一变化似乎赋予了分支机构主管
税务机关更多的所得税管理权责，因此预计 40 号文的执行可能会使分支机构的主管税
务机关加强其对企业所得税事项的监管（例如强化对分支机构的收入、工资、资产等税
款分配因素的核算管理等）。然而，40 号文尚未对总分机构主管税务机关在年终汇算
中各自的工作职责作出清晰的划分；如果总分机构的主管税务机关各自对企业的年度应
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额的计算进行审核并且产生不同意见，那么企业可能会面临繁复的
沟通与协调工作，加重其合规性负担。据我们与上海等地税务机关的初步沟通，由总机
构主管税务机关主导审核年终汇算的征管模式可能仍会保留。同时，我们了解到，国家
税务总局将会发布与 40 号文配套的实施办法，有望对一些具体的操作问题予以澄清，
我们将会对此继续关注。
2.

有关分支机构所得税征缴的其它规定

在 10 号文颁布之后，国家税务总局相继制订并发布了一系列与分支机构有关的所得税
征缴规定。虽然这些规定此次并未在 40 号文中提及，但仍值得相关企业关注。我们选
择了其中若干重要条款回顾如下：
•

对不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且在当地不缴纳增值税、营业税的产品售后服务、内
部研发、仓储等企业内部辅助性的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不就地预缴企业所得税。

•

总机构设立具有独立生产经营职能部门，且具有独立生产经营职能部门的经营收
入、职工工资和资产总额与管理职能部门分开核算的，可将其视同一个分支机构，
就地预缴企业所得税。

•

二级分支机构在办理税务登记时应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非法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和由总机构出具的二级分支机构的有效证明（如总机构拨款证明、总分
机构协议或合同、公司章程、管理制度等），由该税务机关进行审核鉴定。

•

对于以总机构名义进行生产经营，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二级分支机构身份的分
支机构，该分支机构应视同独立纳税人计算并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鉴于 40 号文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其将影响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 2013 年首个
季度或月度的所得税预缴，相关企业应及时了解掌握该文件的内容，并密切关注此方面
的法规和实务动态，同时保持与主管税务机关或税务专家的良好沟通，以使企业及其分
支机构的所得税申报工作合法、顺利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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