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调整及填报情况详解    

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A108010）

表     样

行
次

国家
（地
区）

境外税后所得 境外所得可抵免的所得税额

境外税
前所得

境外分
支机构
收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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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调整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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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分
摊扣除
的有关
成本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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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
相关成
本费用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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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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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
利润
所得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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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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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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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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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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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1 2 3 4 5 6 7 8 9(2
+…+8) 10 11 12 13(10+

11+12)
14(9+1
0+11) 15 16 17 18(14+

15-16-17)

1  -    -    -    -   
2  -    -    -    -   

...  -    -    -    -   

9  -    -    -    -   

10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2.1 调整及填报情况详解

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A108010）

填报解析

行次
国家（地区）

境外税后所得

分支机构营
业利润所得

股息、红利等权
益性投资所得 利息所得 租金所得 特许权使用

费所得
财产转让所

得 其他所得 小计

1 2 3 4 5 6 7 8 9(2+…+8)

第1列“国家（地
区）”：填报纳税人
境外所得来源的国家
（地区）名称，来源
于同一个国家（地区）
的境外所得可合并到
一行填报。

第2列至第9列“境外税后所得”：填报纳税人取得的来源于境外的税后
所得，其中：第3列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包含通过《受控外国企
业信息报告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8号附件2）计算的视同
分配给企业的股息。



2.1 调整及填报情况详解

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A108010）

填报解析

境外所得可抵免的所得税额

境外税前所得
直接缴纳的所得税额 间接负担的所得税额 享受税收饶让抵免税额 小计

10 11 12 13(10+
11+12) 14(9+10+11)

第10列“直接缴纳的所得税
额”：填报纳税人来源于境
外的营业利润所得在境外所
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以及就
来源于或发生于境外的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利
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
财产转让等所得在境外被源
泉扣缴的预提所得税。

第11列“间接负担的所得税
额”：填报纳税人从其直接或
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
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
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
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额中
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

第12列“享受税收饶让抵免税额”：
填报纳税人从与我国政府订立税收协
定（或安排）的国家（地区）取得的
所得，按照该国（地区）税收法律享
受了免税或减税待遇，且该免税或减
税的数额按照税收协定应视同已缴税
额的金额。



2.1 调整及填报情况详解

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A108010）

填报解析

境外分支机构收入与支出纳
税调整额

境外分支机构调整分摊扣除的
有关成本费用 境外所得对应调整的相关成本费用支出 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

15 16 17 18(14+
15-16-17)

第15列“境外
分支机构收入
与支出纳税调
整额”：填报
纳税人境外分
支机构收入、
支出按照税收
规定计算的纳
税调整额。

第16列“境外分支机构调
整分摊扣除的有关成本费
用”：填报纳税人境外分
支机构应合理分摊的总部
管理费等有关成本费用，
同时在《纳税调整项目明
细表》（A105000）进行
纳税调增。

第17列“境外所得对应调
整的相关成本费用支出”：
填报纳税人实际发生与取
得境外所得有关但未直接
计入境外所得应纳税所得
的成本费用支出，同时在
《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
（A105000）进行纳税调
增。

第18列“境外
所得纳税调整后
所得”：填报第
14+15-16-17
列的金额。

第15列“境外
分支机构收入
与支出纳税调
整额”：填报
纳税人境外分
支机构收入、
支出按照税收
规定计算的纳
税调整额。

第16列“境外分支机构
调整分摊扣除的有关成本
费用”：填报纳税人境外
分支机构应合理分摊的总
部管理费等有关成本费用，
同时在《纳税调整项目明
细表》（A105000）进
行纳税调增。

第17列“境外所得对应调
整的相关成本费用支出”：
填报纳税人实际发生与取
得境外所得有关但未直接
计入境外所得应纳税所得
的成本费用支出，同时在
《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
（A105000）进行纳税调
增。



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A108010）

2.1 调整及填报详解 重点事项

境外应税所得应纳税所得额

1.居民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不
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
构，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
以境外收入总额扣除与取得
境外收入有关的各项合理支
出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各项收入、支出按企业所得
税法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
确定。对于来源于境外且不
构成常设机构的劳务收入，
在收入来源地不征税，直接
并入境内居民企业应纳税所
得总额计算企业所得税，故
不涉及税收抵免计算。
　　居民企业在境外设立不
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
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
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
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
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2.居民企业应就其来源于境外

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

收益，以及利息、租金、特

许权使用费、转让财产等收

入，扣除按照《企业所得税

法》及实施条例等规定计算

的与取得该项收入有关的各

项合理支出后的余额为应纳

税所得额。

3.非居民企业在境内设立机构、

场所的，应就其发生在境外

但与境内所设机构、场所有

实际联系的各项应税所得，

比照上述第2项的规定计算相

应的应纳税所得额。

4.在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

企业为取得境内、外所得而

在境内、境外发生的共同支

出，与取得境外应税所得有

关的、合理的部分，应在境

内、境外应税所得之间按照

合理比例进行分摊后扣除。

由于此部分共同支出在计算

境内外应纳税所得额时已被

扣除，后续分摊给境外所得

部分的支出，为避免重复扣

除，需同时做纳税调增。



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A108010）

2.1 调整及填报情况详解 重点事项

税

额

抵

免

　　直接抵免，指企业直接作为纳税人就其境外所得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额在我国应纳税额中抵免，
主要适用于企业就来源于境外的营业利润所得在境外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以及就来源于或发生于境外的股
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财产转让等所得在境外被源泉扣缴的预提所得税。
外应纳税所得额。

　　间接抵免，指境外企业就分配股息前的利润缴纳的外国所得税额中由我国居民企业就该项分得的
股息性质的所得间接负担的部分，在我国的应纳税额中抵免。间接负担的部分，指居民企业根据直接或者间
接持股方式合计持股20%以上（含20%，下同）规定层级的外国企业股份，由此应分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
性投资收益中，从最低一层外国企业起逐层计算的属于由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其计算公式如下：
　　本层企业所纳税额属于由一家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本层企业就利润和投资收益所实际缴纳的税额
+符合本通知规定的由本层企业间接负担的税额）×本层企业向一家上一层企业分配的股息（红利）÷本层企
业所得税后利润额。

     税收饶让抵免，指居民企业从与我国政府订立税收协定（或安排）的国家（地区）取得的所得，
按照该国（地区）税收法律享受了免税或减税待遇，且该免税或减税的数额按照税收协定规定应视同已缴税
额在中国的应纳税额中抵免的，该免税或减税数额可作为企业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税额用于办理税收抵免。
税收饶让可以使企业真正享受税收优惠，假设没有税收饶让，企业在境外享受的税收减免，回其居住国还需
要补缴相应税款，相当于没有适用税收优惠。

　　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
指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
依照中国境外税收法律以及相
关规定应当缴纳并已实际缴纳
的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款。但
不包括：1.按照规定属于错缴
或错征的境外所得税税款；2.
按照税收协定规定不应征收的
境外所得税税款；3.因少缴或
迟缴境外所得税而追加的利息、
滞纳金或罚款；4.境外所得税
纳税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从境
外征税主体得到实际返还或补
偿的境外所得税税款；5.按照
规定，已经免征我国企业所得
税的境外所得负担的境外所得
税税款；6.按照规定已经从企
业境外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
境外所得税税款。



2.2 表内、表间关系

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A108010）

填报解析

（一）表内关系

1.第9列＝第2+3+…+8列。

2.第13列＝第10+11+12列。

3.第14列＝第9+10+11列。

4.第18列＝第14+15-16-17列。



2.2 表内、表间关系

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A108010）

填报解析

（二）表间关系

1.若选择“分国（地区）不分项”的境外所得抵免方式，第13列各行＝表A108000第10列相应行次；若选

择“不分国（地区）不分项” 的境外所得抵免方式，第13列合计＝表A108000第1行第10列。

2.若选择“分国（地区）不分项”的境外所得抵免方式，第14列各行＝表A108000第2列相应行次；若选

择“不分国（地区）不分项” 的境外所得抵免方式，第14列合计＝表A108000第1行第2列。

3.第14列合计-第11列合计＝表A100000第14行。

4.第16列合计+第17列合计＝表A105000第28行第3列。

5.若选择“分国（地区）不分项”的境外所得抵免方式，第18列相应行次＝表A108000第3列相应行次；

若选择“不分国（地区）不分项” 的境外所得抵免方式，第18列合计＝表A108000第1行第3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