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4月6日发布2012年第12号公告（以下简称“12
号公告”），对财税[2011]58号文件中规定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
关企业所得税优惠的若干执行问题进行了明确。有关58号文件的具体
内容，请参见中国快讯2011年第28期。 
 
12号公告和58号文件均自2011年1月1日起执行。 
 
12号公告的主要内容以及我们对此所作的讨论如下： 
 
1.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企业能够享受怎样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自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满足下列条件的西部企业，经申
请，并由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后，可减按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     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中规

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 
•     其当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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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公
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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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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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述享受15%优惠税率的西部企业是否可以同时享受其他税收优惠？ 
 

12号公告根据财税[2009]69号文件中的规定指出，企业既符合西部大
开发15%优惠税率条件，又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国
务院规定的各项税收优惠条件的，可以同时享受。在减免税期内，符
合条件的企业可以按照15%的税率计算减半征税。 
 
3.     企业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需要履行怎样的审批程序？ 

 

 
预缴阶段 

企业主营业务属于《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范围的，经主管税务
机关确认，可按照15%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阶段 

企业在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应对其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
总收入的比例进行核算，并履行以下手续： 
 
 
 
 
 
 
 
 
 
 
 
 
 
 
 
 
 

*凡对企业主营业务是否属于《目录》难以界定的，税务机关应要
求企业提供省级（含副省级）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下
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 审核确认程序仅适用于第一年，第二年及以后年度实行备案管
理。 

 
4.     《目录》目前尚未出台，实践操作中企业和主管税务机关如何对主营

业务是否属于鼓励类加以判断？ 
 

12号公告规定，在《目录》公布前，企业符合下列目录范围的，经税
务机关确认后，其企业所得税可按照15%税率缴纳。 
 
•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版）》 
•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版）》 
•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以及 
• 《中西部地区优势产业目录（2008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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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主营业务收入
是否达到企业收入
总额的 70%以上？ 

在汇算清缴前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书面申
请并附送相关资料 * 

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
计算申报并进行汇算

清缴 

按照 15%的税率计算
申报并进行汇算清缴 

是 

否 

主管税务机
关审核确认

 



《目录》公布后，已按15%税率进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企业，若
不符合问题一中所列示的条件，可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按税法规定的
适用税率重新计算申报。12号公告并未指出如果重新申报，对于首次
申报时少缴的税款，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滞纳金。 
 
5.     对于原西部大开发政策中享受“两免三减半”优惠的企业是否有相关

过渡安排？ 
 

根据原国税发[2002]47号文件（以下简称“47号文件”）的规定，经
过税务机关的审核批准，符合条件的西部地区新办内外资交通、电力、
水利、邮政、广播电视五类企业可以享受自生产经营之日或获利年度
起，“两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凡符合原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规定条件，但由于尚未取得收入或尚未
进入获利年度等原因的上述五类内外资企业，2010年12月31日前尚未
按照47号文件的规定完成税务机关确认手续的，可以按照12号公告的
规定，履行相关手续后继续享受原税收优惠。 

 
6. 在西部地区内外分别设有机构的企业如何享受15%的优惠税率？ 

 
我们将不同情况下的税务处理总结如下： 
 

总机构所在地 适用15%优惠的主体 
界定主营业务和                          

测算“70%”比例 

负责审核备案的税务

机关 

西部大开发优

惠地区 

设在优惠地区的总机构

和分支机构的所得（注

释一） 

• 区内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主营业

务是否符合《目录》要求？ 

• 区内总结构和分支机构主营业务

收入占其收入总额的比重是否超

过70%? 

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 

西部大开发优

惠地区外 

在优惠地区内设立的分

支机构的所得（注释二） 

• 区内分支机构的主营业务是否符

合《目录》要求？ 

• 区内分支机构主营业务收入占其

收入总额的比重是否超过70%? 

分支机构主管税务机

关（注释三） 

 
注释一：不含优惠地区外设立的二级分支机构在优惠地区内设立的三
级以下分支机构。 
 
注释二：不含仅在优惠地区内设立的三级以下分支机构。 
 
注释三：分支机构主管税务机关需将该分支机构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
优惠情况及时函告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毕马威观察 
 
由于《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尚未正式出台，很多企业对于2011
年汇算清缴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存在疑问。12号公告提供了一个
过渡阶段的解决办法，允许企业和税务机关参照以往颁发的相关产业
目录来暂时判定企业的适用税率，待《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公
布后，如有必要，再做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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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的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政府部门高度重
视，从各个方面予以优惠。58号文件和12号公告不但延续了原西部大
开发税收优惠政策，还对原来的审批流程等措施进行了一些修订，降
低了企业为享受税收优惠所需花费的时间及管理成本。例如：47号文
件规定企业第一年享受15%的优惠税率需要省级税务机关的审批确
认； 而12号公告则将审批权限下放到了主管税务机关。在对投资项
目进行界定方面，47号文件要求企业提供省级及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
门出具的证明文件，而12号公告下税务机关也认可副省级或下一级行
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按照12号公告的规定，省级税务机关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审核、
备案管理办法。2011年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即将于5月31日结束，
西部地区的企业应密切关注当地税务机关有关审批程序的具体要求，
及早准备书面申请及相关材料，力争在最大的限度内享受相关企业所
得税优惠。 
 
鉴于《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目前仍然在制定过程中，企业尚有
时间和相关政府部门就其行业的特点及发展情况进行进行沟通。如有
这方面的需求，毕马威将竭诚提供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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