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支持乡村振兴税费优惠政策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实施条例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

13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 年本）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令第 40 号发

布

1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布取消一批税务证明事项以及废止和修

改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48号

15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布《慈善捐赠物资免

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的公告
2015 年第 102 号

16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

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17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企业扶贫捐赠所得税税

前扣除政策的公告
2019 年第 49 号

18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扶贫货物捐赠免征增值

税政策的公告
2019 年第 55 号

19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税收优惠

政策的公告
2019 年第 67 号

20
财政部 税务总局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生态环境部关于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实施办法》的公告
2019 年第 81 号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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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慈善事业捐赠个人所得税政策的

公告
2019 年第 99 号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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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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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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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

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2020 年第 23 号

26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边销茶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2021 年第 4号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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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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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乡村振兴关于

延长部分扶贫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2021 年第 18 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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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契税法实施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

的公告
2021 年第 29 号

32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关于公布《环境保

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21 年版）》以及

《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21 年版）》的公告

2021 年第 36 号

33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2021 年第 40 号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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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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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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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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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的

通知

财税字〔1995〕52

号

39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农村电网维护费增值税问题

的通知

财税字〔1998〕47

号

40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饲料进口环节增值税的通知 财税〔2001〕82 号

41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业生产资料征免增值税政策的

通知

财税〔2001〕113

号

42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饲料产品免征增值税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1〕121

号

43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有关个人

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4〕30 号

44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青藏铁路公司运营期间有关税收

等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7〕11 号

45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滴灌带和滴灌管产品增值税

的通知
财税〔2007〕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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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机肥产品免征增值税的通知 财税〔2008〕56 号

47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关税收政策的

通知
财税〔2008〕81 号

48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公

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 年版）》的通知

财税〔2008〕116

号

49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

农产品初加工范围（试行）》的通知

财税〔2008〕149

号

50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

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9〕9 号

51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安置残疾人员就业有关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70 号

52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通知
财税〔2010〕44 号

53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城镇土地使

用税等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0〕121

号

54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农产品初

加工有关范围的补充通知
财税〔2011〕26 号

55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疆困难地区新办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1〕53 号

56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疆喀什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

开发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1〕112

号

57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

财税〔2011〕137

号

58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部分行业试行农产品增值税进

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的通知
财税〔2012〕38 号

59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部分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2〕75 号

60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

扣除试点行业范围的通知
财税〔2013〕57 号

61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享受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问题的补充通知
财税〔2014〕55 号

62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57 号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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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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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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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

金融业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6〕46 号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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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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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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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37 号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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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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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关税收

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55 号

73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建筑服务等营改增试点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58 号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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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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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财税〔2018〕32 号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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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涉

农贷款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97 号

79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税收优惠政策的通

知

财税〔2018〕135

号

80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行农产品批发市场 农贸市场房

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12 号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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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新疆困难地区及喀什、霍尔果斯两个特

殊经济开发区新办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21〕27 号

83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新

疆困难地区重点鼓励发展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的通知
财税〔2021〕42 号）

84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边境贸易发展有关

财税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08〕90

号

85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边民互市进出口商品不

予免税清单的通知

财关税〔2010〕18

号

86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十四五”期间种子种源进

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21〕29

号

87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企业所得税优惠

问题的公告
2010 年第 2号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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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农 林 牧 渔业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

问题的公告
2011 年第 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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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国家税务总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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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第 12 号

91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销售

畜禽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
2013 年第 8号

9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有关企

业所得税问题的公告
2015 年第 14 号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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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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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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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2019 年第 30 号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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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

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
2022 年第 3号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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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收管理事项

的公告
2022 年第 6号

101
国家税务局关于检发《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

和暂行规定》的通知

国税地字〔1988〕

15 号

102 国家税务局关于对保险公司征收印花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地字〔1988〕

37 号

103 国家税务局关于水利设施用地征免土地使用税问题的规定
（1989）国税地字

第 14 号

10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部分货物征税范围注释》的

通知

国税发〔1993〕151

号

105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饲料”注释及加强饲料征免增值税

管理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1999〕39

号

106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

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9〕80

号

107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村电网维护费征免增值税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591

号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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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