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整及填报情况详解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支出不得扣除： 
　　（一）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项； 

　　（二）企业所得税税款； 

　　（三）税收滞纳金； 

　　（四）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五）本法第九条规定以外的捐赠支出； 

　　（六）赞助支出； 

　　（七）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 

　　（八）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 

 

金融企业支出明细表（A102020）



调整及填报情况详解

金融企业支出明细表（A102020）
行
次

项 目 金 额

1 一、营业支出（2+15+25+31+32）  
2 （一）银行业务支出（3+11）  
3        1.银行利息支出（4+5+6+7+8+9+10）  
4 （1）同业存放  
5 （2）向中央银行借款  
6 （3）拆入资金  
7 （4）吸收存款  
8 （5）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9 （6）发行债券  
10 （7）其他  
11        2.银行手续费及佣金支出（12+13+14）  
12 （1）手续费支出  
13 （2）佣金支出  
14 （3）其他  
15 （二）保险业务支出（16+17-18+19-20+21+22-23+24）  
16        1.退保金  
17        2.赔付支出  
18 减：摊回赔付支出  
19        3.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20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21        4.保单红利支出  
22        5.分保费用  
23 减：摊回分保费用  
24        6.保险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5 （三）证券业务支出（26+30）  
26        1.证券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支出（27+28+29）  
27       （1）证券经纪业务手续费支出  
28       （2）佣金支出  

29       （3）其他  

30        2.其他证券业务支出  
31 （四）其他金融业务支出  
32 （五）其他业务成本  
33 二、营业外支出（34+35+36+37+38+39）  
34 （一）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35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失  
36 （三）债务重组损失  
37 （四）捐赠支出  
38 （五）非常损失  
39 （六）其他  

填报要点：按照利润表对应科目明细项目金额填写，
注意行次与“金融企业收入明细表”关联行次的对应
关系。



2.1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第1行“营业支出”：填报金融企业提供
金融商品服务发生的支出。

填报要点：填报要点：按照利润表对应科目明细项目
金额填写，注意行次与“金融企业收入明细表”关联
行次的对应关系。

第33行“营业外支出”：填报纳税人
发生的各项营业外支出，包括非流动
资产处置损失、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
失、债务重组损失、捐赠支出、非常
损失等。

A102020 金融企业支出明细表

行次 项目 金额
1 一、营业支出（2+15+25+31+32）  
2    （一）银行业务支出（3+11）  
3        1.银行利息支出（4+5+6+7+8+9+10）  
4         （1）同业存放  
5         （2）向中央银行借款  
6         （3）拆入资金  
7         （4）吸收存款  
8         （5）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9         （6）发行债券  

10         （7）其他  
11        2.银行手续费及佣金支出（12+13+14）  
12         （1）手续费支出  
13         （2）佣金支出  
14         （3）其他  
15    （二）保险业务支出（16+17-18+19-20+21+22-23+24）  
16        1.退保金  
17        2.赔付支出  
18          减：摊回赔付支出  
19        3.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20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21        4.保单红利支出  
22        5.分保费用  
23          减：摊回分保费用  
24        6.保险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5     （三）证券业务支出（26+30）  
26        1.证券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支出（27+28+29）  
27         （1）证券经纪业务手续费支出  
28         （2）佣金支出  
29         （3）其他  
30        2.其他证券业务支出  
31    （四）其他金融业务支出  
32    （五）其他业务成本  
33 二、营业外支出（34+35+36+37+38+39）  
34    （一）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35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失  
36    （三）债务重组损失  
37    （四）捐赠支出  
38    （五）非常损失  
39    （六）其他



2.1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第2行“银行
业务支出”：
填报纳税人
从事银行业
务发生的支

出。

第3行“1.银行利息支出”：填报纳税
人经营存贷款业务等发生的利息支
出，包括同业存放、向中央银行借
款、拆入资金、吸收存款、卖出回
购金融资产、发行债券和其他业务
利息支出。

第11行“2.银行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填报纳税人发生的与银行业务活动
相关的各项手续费、佣金等支出。

行
次 项目 金额

2  （一）银行业务支出（3+11）  
3     1.银行利息支出（4+5+6+7+8+9+10）  
4       （1）同业存放  
5       （2）向中央银行借款  
6       （3）拆入资金  
7       （4）吸收存款  
8       （5）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9       （6）发行债券  

10       （7）其他  
11     2.银行手续费及佣金支出（12+13+14）  
12        （1）手续费支出  
13        （2）佣金支出  
14        （3）其他  

A102020 金融企业支出明细表



2.1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A102020 金融企业支出明细表

行次 项目 金额
15   （二）保险业务支出（16+17-18+19-20+21+22-23+24）  
16        1.退保金  
17        2.赔付支出  
18          减：摊回赔付支出  
19        3.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20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21        4.保单红利支出  
22        5.分保费用  
23          减：摊回分保费用  
24        6.保险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1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第15行“保险业务支出”：填报保险企业发生的与保险业务相关的费用支出。

第16行“退保金”：填报保险企业寿险原保险合同提前解除时按照约定应当退还投保人的保单
现金价值。

第17行“赔付支出”：填报保险企业支付的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和再保险合同赔付款项。

第18行“减：摊回赔付支出”：填报保险企业（再保险分出人）向再保险接受人摊回的赔付成
本。

第19行“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填报保险企业提取的原保险合同保险责任准备金，包括提取
的未决赔款准备金、提取的寿险责任准备金、提取的长期健康责任准备金。

第20行“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填报保险企业（再保险分出人）从事再保险业务应向再
保险接受人摊回的保险责任准备金，包括未决赔款准备金、寿险责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
准备金。



2.1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第15行“保险业务支出”：填报保险企业发生的与保险业务相关的费用支出。

第21行“保单红利支出”：填报保险企业按原保险合同约定支付给投保人的红利。

第22行“分保费用”：填报保险企业（再保险接受人）向再保险分出人支付的分保费用。

第24行“保险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填报保险企业发生的与其保险业务活动相关的各项手
续费、佣金支出。

第23行“减：摊回分保费用”：填报保险企业（再保险分出人）向再保险接受人摊回的分保费
用。



2.1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营业支出

（一）银行业务支出

（二）保险业务支出

（四）其他金融业务支出：第31行“其他金融业务支出”：填报纳税人提供除银行业、保险
业、证券业以外的金融商品服务发生的相关业务支出。

（五）其他业务成本：第32行“其他业务成本”：填报纳税人发生的除主营业务活动以外的其
他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三）证券业务支出：第25行“证券业务
支出”：填报纳税人从事证券业务发生的
证券手续费支出和其他证券业务支出。

1.第26行“证券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填报
纳税人代理承销、兑付和买卖证券等业务发生
的各项手续费、风险结算金、承销业务直接相

关的各项费用及佣金支出。

2.第30行“其他证券业务支出”：填报纳税人从
事除经纪、自营和承销业务以外的与证券有关
的业务支出。

A102020 金融企业支出明细表

行次 项目 金额
25     （三）证券业务支出（26+30）  
26        1.证券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支出（27+28+29）  
27         （1）证券经纪业务手续费支出  
28         （2）佣金支出  
29         （3）其他  
30        2.其他证券业务支出  
31    （四）其他金融业务支出  
32    （五）其他业务成本  



2.1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A102020  金融企业支出明细表

行次 项   目 金额

33 二、营业外支出（34+35+36+37+38+39）  
34    （一）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35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失  
36    （三）债务重组损失  
37    （四）捐赠支出  
38    （五）非常损失  
39    （六）其他



2.1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第33行“二、营业外支出”：

第34行“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填报纳税人处置非流动资产形成的净损失。

第35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失”：填报纳税人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确认的净损失。

第36行“债务重组损失”：填报纳税人进行债务重组应确认的净损失。



2.1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第33行“二、营业外支出”：

第37行“捐赠支出”：填报纳税人无偿给予其他企业、组织或个人的货币性资产、非货币性资产的
捐赠支出。

第38行“非常损失”：填报纳税人在营业外支出中核算的各项非正常的财产损失。

第39行“其他”：填报纳税人本期实际发生的在营业外支出核算的其他损失及支出。



2.2 表内、表间关系

1.第1行＝第2+15+25+31+32行。

2.第2行＝第3+11行。

3.第3行＝第4+5+…+10行。

4.第11行＝第12+13+14行。

5.第15行＝第16+17-18+19-20+21+22-23+24行。

6.第25行＝第26+30行。

7.第26行＝第27+28+29行。

8.第33行＝第34+35+…39行。

（一）表内关系 （二）表间关系

1.第1行＝表A100000第2行。

2.第33行＝表A100000第12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