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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等級評定指標
納稅信用等級評定內容為納稅人遵守稅收法律、

行政法規，以及接受稅務機關依據稅收法律、

行政法規的規定進行管理的情況，具體指標如

下：

1. 稅務登記情況，包括設立登記、變更登記、

登記證件使用、報告銀行帳號、稅務認定情

況和停（復）業登記。

2. 帳簿憑證管理情況，包括：

 （1）報送財務會計制度或者財務會計處理辦

法和會計核算軟件情況；

 （2）按照規定設置、保管帳簿、憑證，根據

合法、有效憑證記帳，進行核算情況。

3. 發票管理情況，包括：發票開具、取得、保

管、使用及繳銷情況，稅控裝置使用情況和

防偽稅控系統保管情況。

4. 納稅申報情況，包括：按期納稅申報情況、

按期申報準確情況、報送財務會計報表和其

他涉稅信息情況。

5. 稅款繳納情況，包括應納稅款按期繳納情況

和陳欠清理情況。

6. 其他涉稅違法情況。

上述指標設置總分值100分。各項指標具體分

值見文後附表《深圳市地方稅務局納稅信用等

級評定指標配置表》。深圳市地方稅務局還將根

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四檔評級 動態管理
納稅信用等級評定按照上文的指標及附表的分

值計分，設置 A 、B 、C 、D 四級，由主管稅

務機關實施動態管理。評分在95分以上為 A 級，

不過，評分在95分以上，但納稅人有以下情形

之一，則定為 B 級：

1. 解除非正常戶不滿兩年。

2. 非正常原因，一個納稅年度連續三個月或累

計六個月營業稅零申報。

3. 評定所屬期（指評定年度前兩個納稅年度）

終了之日無有效稅種登記。

深圳地稅試行納稅信用等級評定制度

不同評級各有激勵或監管措施

深圳市地方稅務局制定《深圳市地方稅務局納稅信用等級評定管理試行辦法》（下簡

稱《辦法》）並發佈相關公告（深地稅告〔2013〕5號）。該《辦法》自2013年3月

19日起實施，主管稅務機關將根據納稅信用等級，對納稅人實行不同的激勵或監管

措施，旨在鼓勵納稅人依法誠信納稅。《辦法》適用於依法在深圳市地方稅務局辦理

稅務登記的納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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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定所屬期終了之日屬於被匯總申報的情況。

5. 納稅人主動放棄。

評分在60分以上95分以下為 B 級。對評定所屬期

起始日期之後辦理稅務登記的納稅人，不進行計分

評定，於辦理稅務登記時默認為 B 級。評分在20

分以上60分以下為 C 級。評分在20分以下為 D

級。

納稅人在評定所屬期內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進行計

分，一律定為 D 級：

1. 有偷稅、逃避追繳欠稅、抗稅等行為記錄。

2. 有騙取稅收優惠政策、騙取多繳稅款退回等行

為記錄。

3. 認定為非正常戶。

評定程序
納稅信用等級評定每兩年進行一次，評定工作一般

在評定所屬期終了後次年1月啟動。

深圳市地方稅務局下屬各級稅務機關，分別按照

《辦法》要求的內容和標準，依託稅收徵管信息系

統，必要時進行實地查驗，對所轄納稅人的納稅信

用等級情況進行初步評定。初評的納稅人納稅信用

等級，按照從低原則進行共同核定。A 級納稅人將

在門戶網站、辦稅服務廳等渠道公示15日。

不同評級
各有激勵與監控措施
A 級納稅人

對 A 級納稅人，主管稅務機關依法給予以下鼓勵：

1. 除專項、專案檢查等檢查外，兩年內原則上不

進行稅務檢查。

2. 對稅務登記證驗證、各項稅收年檢等採取即時

辦理辦法：主管稅務機關收到納稅人相關資料

後，當場為其辦理相關手續。

3. 放寬發票領購限量。

4. 各主管稅務機關可以根據當地情況，採取激勵

辦稅的服務措施。

B 級納稅人

對 B 級納稅人，主管稅務機關除在稅務登記、帳

簿和憑證管理、納稅申報、稅款徵收、稅款退

免、稅務檢查、行政處罰等方面進行常規稅收徵

管外，重點是加強日常涉稅政策輔導、宣傳等納

稅服務工作，幫助其改進財務會計管理，提高依

法納稅水平，提升納稅信用等級。

C 級納稅人

對 C 級納稅人，主管稅務機關應加強管理，並可

依法採取以下措施：

1. 嚴肅追究違法違規行為的有關責任並責令限期

改正。

2. 列入年度檢查計劃重點檢查對象。

3. 對驗證、年檢等報送資料進行嚴格審核，並可

根據需要進行實地覆核。

4. 發票的供應實行收（驗）舊供新、嚴格限量供

應等辦法。

5. 各區根據情況依法採取其他嚴格的管理措施。

D 級納稅人

對 D 級納稅人，除可採取上述 C 類納稅人的監

管措施外，主管稅務機關還應當將其列為重點監

控對象，強化管理，並可依照稅收法律、行政法

規的規定收繳其發票或者停止向其發售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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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分類
指標
代碼

指標名稱 指標詳細描述 分值 計分標準

稅務登記
情況

2100 設立登記
納稅人應當自領取營業執照或
發生納稅義務之日起30日內
申報辦理稅務登記。

5分

未按規定期限辦理稅務登記的，
扣2分。

2101 變更登記

納稅人稅務登記內容發生變化
的，應自工商行政管理機關
辦理變更登記之日起30日內，
持有關證件向稅務機關申報辦
理變更登記。

未按規定辦理變更稅務登記的，
每次扣2分（按次扣分的以扣完
本類指標全部分值為止，下同）。

2102
登記證件
使用1

納稅人按規定使用稅務登記證
件，稅務登記證件不得轉借、
塗改、損毀、買賣或者偽造。

其他未按照規定使用稅務登記證
件的，扣2分。

2103
登記證件
使用2

納稅人按規定使用稅務登記證
件，稅務登記證件不得轉借、
塗改、損毀、買賣或者偽造。

發生轉借、塗改、損毀、買賣、
偽造稅務登記證件行為之一的，
扣5分。

2104
報告銀行
賬號

納稅人應當自開立存款帳戶之
日起15日內，向主管稅務機
關報告。

未按規定向主管稅務機關報告開
戶行帳號的，扣1分。

2105
辦理稅務
認定

納稅人依法向稅務機關辦理稅
務認定的情況。

1. 稅務機關按規定對納稅人進行
強制稅務認定，納稅人未在規
定時限內辦理認定的，扣2分；

2. 納稅人因提供虛假資料被取消
稅務認定資格的，扣5分。

表二：計分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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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深圳市地方稅務局納稅信用等級評定指標配置表》

指標代碼 指標名稱 指標詳細描述 默認等級

1100 評定所屬期起始日期之後開業。 評定所屬期起始日期之後辦理稅務登記的。 B

1101 偷逃騙抗稅。 評定所屬期內發現偷稅、逃避追繳欠稅或抗稅的。 D

1103 騙取優惠。
評定所屬期內發現騙取稅收優惠政策、騙取多繳稅
款退回的。

D

1104 非正常戶認定。 認定為非正常戶的。 D

1105 偷逃騙抗稅等涉稅犯罪行為。
評定所屬期內發現偷稅、逃避追繳欠稅或抗稅等涉
稅犯罪行為的。

D

1106 依法辦理稅務登記。 未依法辦理稅務登記。 D

表一：不計分指標 



指標分類
指標
代碼

指標名稱 指標詳細描述 分值 計分標準

稅務登記
情況

2106
停（復）業
登記

納稅人依法辦理停（復）業登
記的情況。

5分

1. 納稅人虛假停業的，扣5分；
2. 納稅人在停業期內提前回復生
產經營，未向主管稅務機關報
告的，扣3分。

帳簿憑證
管理情況

2200
報送財會
制度

報送財務會計制度或者財務會
計處理辦法和會計核算軟件情
況。

5分

1. 未按規定報送財務會計制度或
者財務會計處理辦法和會計核
算軟件的，扣2分；

2. 使用計算機記帳的，未在使用
前將會計電算化系統的會計核
算軟件、使用說明書及有關資
料報送主管稅務機關備案的，
扣2分。

2201
帳簿憑證
管理1

按照規定設置、保管帳簿、
憑證，根據合法、有效憑證
記帳，進行核算。

納稅人未按照規定設置、保管帳
簿、憑證，根據合法、有效憑證
記帳，進行核算的，扣5分。

2202
帳簿憑證
管理2

按照規定設置、保管帳簿、
憑證，根據合法、有效憑證
記帳，進行核算。

實行定期定額徵收的個體工商戶
未按照規定設置、保管收支憑證
黏貼簿、進銷貨登記簿，完整保
存有關納稅資料的，扣5分。

發票管理
情況

2300 發票管理1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
理辦法》的有關規定開具發
票。

20分

凡納稅人在評定所屬期內未按照
規定應開具而未開具發票的，每
次扣3分。

2301 發票管理2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
管理辦法》的有關規定開具、
取得、保管、使用及繳銷發
票。

凡納稅人在評定所屬期內未按照
規定開具、取得、保管、使用及
繳銷發票的，每次扣2分。

2302
稅控裝置
安裝使用

按照稅務機關的要求安裝、使
用稅控裝置，並按照稅務機關
的規定報送有關數據和資料。

未按照稅務機關的要求安裝、使
用稅控裝置，報送有關數據和資
料的，扣5分。

納稅申報
情況

2400
按期納稅
申報

按規定期限辦理納稅申報。

20分

按期納稅申報率＝（∑ 按期申
報次數 ×100% ＋ ∑ 逾期申報
次數 ×50%）÷ 應申報總次數
×100%，以100% 為基準，每
低一個百分點扣1分。

2401
按期申報
準確度

按期申報應納稅額準確度。

按期納稅申報準確率＝ ∑ 按期
申報的應納稅額 ÷ 應納稅總額
×100%，以100% 為基準，每
低一個百分點扣1分。

2402
報送涉稅
信息1

按規定報送財務會計報表。
納稅人在評定所屬期內未按規定
向主管稅務機關報送各類財務報
表的，每次扣1分。

表二：計分指標(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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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分類
指標
代碼

指標名稱 指標詳細描述 分值 計分標準

納稅申報
情況

2403
報送涉稅
信息2

按規定報送其他涉稅信息。 20分

1. 欠繳稅款5萬元以上的納稅人
未按規定向主管稅務機關報告
的，每次扣1分；

2. 享受減稅、免稅優惠的納稅人，
未按照規定向主管稅務機關報
告的，每次扣2分；

3. 發包人或者出租人，未按照規
定向主管稅務機關報告有關情
況的，扣1分；

4. 其他依法應當向主管稅務機關
報告相關涉稅信息而未報送的，
每項扣1分。

稅款繳納
情況

2500
按期繳納
應納稅款

按期繳納應納稅款。納稅人因
有特殊困難，依法經稅務機關
核准延期繳納的稅款，在核准
期限內繳納的，視為按期繳納
的稅款。

30分

應納稅款按期繳款率＝ ∑ 按
期繳款的稅款 ÷ 應納稅總額
×100%，以100% 為基準，每
低一個百分點，扣1分。

2501 陳欠清理 清理陳欠的情況。

陳欠清繳率＝評定所屬期內清繳
的陳欠 ÷ 評定所屬期期初欠稅
總額 ×100%，等於零的扣5分，
不及20% 的，每低一個百分點扣
0.25分。

其他涉稅
違法情況

2600
其他涉稅
違法違章1

其他涉稅違法違章情況。

20分

納稅人非法印製發票、虛開發票
的，每次扣10分。

2601
其他涉稅
違法違章2

其他涉稅違法違章情況。
納稅人具有其他涉稅違法違章行
為的，每次扣2分。

表二：計分指標(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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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計分標準

指標代碼 指標名稱 指標詳細描述 調整前等級 調整後等級

3100 非正常戶解除 解除非正常戶不滿兩年的。 A B

3101 零負申報判定
非正常原因，一個納稅年度連續三個
月或累計六個月營業稅零申報的。

A B

3103 被匯總申報判定 評定所屬期終了之日屬被匯總申報的。 A B

表三：計分後調整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