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明细表（A107030）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一条 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

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七条　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

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

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7号）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

〔2015〕116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5年第81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5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
第43号）



2.1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四）财税〔2015〕116号：

    自2015年10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的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

术企业满2年（24个月）的，该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法人合伙人可按照其对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

资额的70%抵扣该法人合伙人从该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

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五）财税〔2018〕55号
    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以下简称初创科技型企业）

满2年（24个月，下同）的，可以按照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应

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合伙创投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的，

其法人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法人合伙人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所得；当年不足

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明细表（A107030）



2.1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1、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实　　2、接受投资时，从业人数不超过200人（2019年1月1日前2
年内及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发生的投资，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其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从业
人数不低于30%;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过3000万（2019年1月1日前2年内及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

间发生的投资，资产总额和年销售　1、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 

　　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 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规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取得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 ；

　　2. 实行查账征收且年销售（营业）额和资产总额均不超过2亿元、从业人数不超过500人的企业。2、接受投资时，
从业人数不超过200人（2019年1月1日前2年内及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发生的投资，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人），其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从业人数不低于30%;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过3000万（2019年1月1日前
2年内及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发生的投资，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过5000万）; 

　　3、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不超过5年(60个月，下同); 

　　4、接受投资时以及接受投资后2年内未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 

　　5、接受投资当年及下一纳税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用支出的比例不低于20%。 收入均不超过5000万）; 

　　

　

行次 项目
合计金额 投资于未上市中

小高新技术企业
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

科技型企业

1=2+3 2 3
一、创业投资企业直接投资按投资额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1 本年新增的符合条件的股权投资额 0

2 税收规定的抵扣率 70% 70% 70%

3 本年新增的可抵扣的股权投资额（1×2）  -    -    -   

4 以前年度结转的尚未抵扣的股权投资余额 * *

5 本年可抵扣的股权投资额（3+4）  -   * *

6 本年可用于抵扣的应纳税所得额 * *

7 本年实际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8 结转以后年度抵扣的股权投资余额 * *

二、通过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投资按一定比例抵扣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9 本年从有限合伙创投企业应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10 本年新增的可抵扣投资额

11 以前年度结转的可抵扣投资额余额 * *

12 本年可抵扣投资额（10+11）  -   * *

13 本年实际抵扣应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14 结转以后年度抵扣的投资额余额 * *

三、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合计

15 合计（7+13）  -    -    -   

初创科技型企业：
1.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
区)注册成立、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
企业; 
2.接受投资时，从业人数不超过200
人（2019年1月1日前2年内及2019
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发
生的投资，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
其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从业人
数不低于30%;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
入均不超过3000万元（2019年1月1
日前2年内及2019年1月1日至2021
年12月31日期间发生的投资，资产
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过5000万
元）; 
3.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不超过5年(60
个月，下同); 
4.接受投资时以及接受投资后2年内
未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 
5.接受投资当年及下一纳税年度，研
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用支出的比例不
低于20%。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未上市中小高新
技术企业：
1. 按照《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办法》
和《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管理工作
指引》的规定，
通过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取得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 ；
2. 实行查账征收
且年销售（营业）
额和资产总额均
不超过2亿元、从
业人数不超过
500人的企业。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明细表（A107030）



1 表单基本情况概述

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A107041）



2.1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一、有关项目填报说明

企业同时存在创业投资企业直接投资和通过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两种情形的，

应先填写本表的“二、通过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投资按一定比例抵扣分得的应纳税

所得额”。

（一）“一、创业投资企业直接投资按投资额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由创业投

资企业（非合伙制）纳税人填报其以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和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2年（24个月，下同）以上限额抵免应纳税所得额

的金额。对于通过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间接投资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和投资

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享受优惠政策填写本表第9行至第14行。具体行次如下：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明细表（A107030）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行次 项目

合计金
额

投资于未
上市中小
高新技术

企业

投资于种
子期、初
创期科技
型企业 填表说明

1=2+3 2 3

一、创业投资企业直接投资按投资额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1
本年新增的符合条件的股权投
资额

填报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和
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满2年的，本年新增的符合条件的股权
投资额。无论企业本年是否盈利，有符合条件的投资额即填报本表，以后
年度盈利时填写第4行“以前年度结转的尚未抵扣的股权投资余额”。

2 税收规定的抵扣率 70% 70% 70% 70%

3
本年新增的可抵扣的股权投资
额（1×2） 本行填报第1×2行金额。本行第1列＝本行第2列+本行第3列。

4
以前年度结转的尚未抵扣的股
权投资余额

* * 填报以前年度符合条件的尚未抵扣的股权投资余额

5 本年可抵扣的股权投资额（3+4） * * 本行填报第3+4行的合计金额

6
本年可用于抵扣的应纳税所得
额

* *
填报报表A100000第19-20-21行-本表第13行第1列“本年实际抵扣应分得
的应纳税所得额”的金额，若金额小于零，则填报零。

7 本年实际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若第5行第1列≤第6行第1列，则本行第1列＝第5行第1列；若第5行第1列
＞第6行第1列，则本行第1列＝第6行第1列。本行第1列＝本行第2列+本
行第3列。

8
结转以后年度抵扣的股权投资
余额

* *
填报本年可抵扣的股权投资额大于本年实际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时，抵扣后
余额部分结转以后年度抵扣的金额。



2.1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一、有关项目填报说明

（二）“二、通过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投资按一定比例抵扣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作为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合伙人，通过合伙企业间接投资未上市中小高新技

术企业和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享受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按投资

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政策，在本部分填报。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明细表（A107030）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行次 项目

合计金
额

投资于未
上市中小
高新技术

企业

投资于种
子期、初
创期科技
型企业 填表说明

1=2+3 2 3

二、通过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投资按一定比例抵扣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9
本年从有限合伙创
投企业应分得的应
纳税所得额

填写企业作为法人合伙人，通过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投资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或者
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无论本年是否盈利、是否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只要本年从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中分配归属于该法人合伙人的应纳税所得额，需填写本行。本行第1
列＝本行第2列+本行第3列。

10
本年新增的可抵扣
投资额

填写企业作为法人合伙人，通过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投资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和种子
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本年投资满2年符合条件的可抵扣投资额中归属于该法人合伙人的本
年新增可抵扣投资额。无论本年是否盈利、是否需要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均需填写本行。本行
第1列＝本行第2列+本行第3列。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法人合伙人对未上市中小高新技
术企业和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投资额，按照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额和合伙
协议约定的法人合伙人占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出资比例计算确定。其中，有限合伙制创
业投资企业的投资额按实缴投资额计算；法人合伙人占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出资比例按
法人合伙人对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实缴出资额占该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全部实缴
出资额的比例计算。

11
以前年度结转的可
抵扣投资额余额

* * 填写法人合伙人上年度未抵扣，可以结转到本年及以后年度的抵扣投资额。

12
本年可抵扣投资额
（10+11）

* *
填写本年法人合伙人可用于抵扣的投资额合计，包括本年新增和以前年度结转两部分，等于第
10行+第11行。

13
本年实际抵扣应分
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填写本年法人合伙人享受优惠实际抵扣的投资额，本行第1列为第9行第1列“本年从有限合伙
创投企业应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第12行第1列“本年可抵扣投资额”、主表第19-20-21行
的三者孰小值，若金额小于零，则填报零。本行第1列＝第2+3列。

14
结转以后年度抵扣
的投资额余额

* * 本年可抵扣投资额大于应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时，抵扣后余额部分结转以后年度抵扣的金额。



2.1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一、有关项目填报说明

（三）“三、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合计”：上述优惠合计额，带入表A100000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第15行“合计”＝7行+13行。本行第1列＝本行第2列+本行第3列。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明细表（A107030）

行次 项目
合计金额

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
新技术企业

投资于种子期、初创
期科技型企业

1=2+3 2 3

一、创业投资企业直接投资按投资额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

7 本年实际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二、通过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投资按一定比例抵扣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

13 本年实际抵扣应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 * *

三、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合计

15 合计（7+13）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明细表（A107030）

抵扣的限额计算
　　(1)间接投资，取三者孰小值

　　A107030明细表第13行第1列“本年实际抵扣应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取本表第9行第1列、第

12行第1列和主表A100000第19行-20行-21行三者孰小值，若上述孰小值<0，则第13行第1列=0。

　　(2)直接投资，取两者孰小值

　　1.A107030明细表第7行“本年实际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本表第5行第1列与第6行第1列的孰小

值;

　　2.A107030明细表第6行第1列=主表A100000第19-20-21行-本表第13行第1列，若计算结果<0，

则第6行第1列=0。

2.1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2.3 表内、表间关系

（一）表内关系

1.第3行＝第1×2行。

2.第5行＝第3+4行。

3.第7行：若第5行≤第6行，则本行第1列＝第5行；第5行＞第6行，则本行第1列＝第6行。

4.第8行：第5行＞第6行时，本行＝第5-7行；第5行≤第6行时，本行＝0。

5.第12行＝第10+11行。

6.第14行＝第12-13行。

7.第15行＝第7+13行。

8.第1列＝第2列+第3列。



2.3 表内、表间关系

（二）表间关系

 1.第6行第1列＝表A100000第19-20-21行-本表第13行第1列；若表A100000第19-

20-21行-本表第13行第1列＜0，第6行第1列＝0。

2.第15行第1列＝表A100000第22行。

3.第13行第1列＝本表第9行第1列、第12行第1列、表A100000第19-20-21行三者

的孰小值；若上述孰小值＜0，第13行第1列＝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