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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和使用稅帳戶
按季度申報預付稅金的申報說明

(以下截止日期不適用于按特殊申報基準進行申報的納稅人。)

預付稅金的截止日期如下：

第一、第三和第四日曆季度

第一筆預付稅金應在該季度第一個月的次月的24日或之前支付。

第二筆預付稅金應在該季度第二個月的次月的24日或之前支付。

第一、第三和第四季度的所有預付款稅項必須：

1. 不低于該月應納稅額的90%，或

2. 等於前一年相應季度報告的計算出應納稅額的總銷售額的三分之一(1/3)乘以預付時的有效稅率，前提是您或您的前任經營者在該
季度的所有時間內都在營業。

第二個日曆季度

第一筆預付稅金應在5月24日或之前支付。這筆預付款項是針對四月份的，必須：

1. 不少于四月份應納稅額的90%，或

2. 等于前一年相應季度報告的應納稅額的三分之一(1/3)乘以預付時的有效稅率，前提是您或您的前任經營者在該季度的所有時間內
都在營業。

第二筆預付稅金應在6月24日或之前支付。這筆預付款是針對5月1日至6月15日期間，必須：

1. 等于五月份應納稅額的135%，或

2. 等于五月份應納稅額的90%加上六月份前15天應納稅額的90%，或

3. 不少于前一年相應季度報告的應納稅額的二分之一(1/2)，乘以預付時的有效稅率，前提是您或您的前任經營者在該季度的所有時間
內都在營業。

銷售和使用稅預繳稅金和申報表的申報截止日期

按季度或季度預付稅金申報

申報所屬期間 申報所屬期間結束日期 截止日期

第一季度（1-3月）
第一次預付稅金 3/31/年份 2/24/年份
第二次預付稅金 3/31/年份 3/24/年份
季度申報 3/31/年份 4/30/年份

第二季度（4-6月）
第一次預付稅金 6/30/年份 5/24/年份
第二次預付稅金 6/30/年份 6/24/年份
季度申報 6/30/年份 7/31/年份

第三季度（7-9月）
第一次預付稅金 9/30/年份 8/24/年份
第二次預付稅金 9/30/年份 9/24/年份
季度申報 9/30/年份 10/31/年份

第四季度(10-12月)
第一次預付稅金 12/31/年份 11/24/年份
第二次預付稅金 12/31/年份 12/24/年份
季度申報 12/31/年份 1/31/年份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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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月、按季、按年和按財政年度計算的
銷售和使用稅帳戶的申報截止日期

按月或按定期季申報

申報所屬期間 申報所屬期間結束日期 截止日期

一月 1/31/年份 二月的最後一天
二月 二月的最後一天 3/31/年份
三月 3/31/年份 4/30/年份
第一季度申報表 3/31/年份 4/30/年份
四月 4/30/年份 5/31/年份
五月 5/31/年份 6/30/年份
六月 6/30/年份 7/31/年份
第二季度申報表 6/30/年份 7/31/年份
七月 7/31/年份 8/31/年份
八月 8/31/年份 9/30/年份
九月 9/30/年份 10/31/年份
第三季度申報表 9/30/年份 10/31/年份
十月 10/31/年份 11/30/年份
十一月 11/30/年份 12/31/年份
十二月 12/31/年份 1/31/年份
第四季度申報表 12/31/年份 1/31/年份

按年申報

申報所屬期間 申報所屬期間結束日期 截止日期

一月至十二月 12/31/年份 1/31/年份

按財政年度申報

申報所屬期間 申報所屬期間結束日期 截止日期

七月至六月 6/30/年份 7/31/年份

合格購買者和消費者使用稅
帳戶按年申報的申報截止日期

按年申報

申報所屬期間 申報所屬期間結束日期 截止日期

一月至十二月 12/31/年份 4/15/年份

如果你報告購買車輛、船隻或飛機應繳納的使用稅，請參考《車輛、船隻和飛機購買者稅務指南》，瞭解更多關于申報截止日期的信息。
請記住，即使你在此期間沒有進行任何需繳納使用稅的銷售或購買，也必須提交報稅表。


	銷售和使用稅帳戶按季度申報預付稅金的申報說明
	(以下截止日期不適用于按特殊申報基準進行申報的納稅人)
	第一、第三和第四日曆季度
	第二個日曆季度
	第二筆預付稅金應在6月24日或之前支付。這筆預付款是針對5月1日至6月15日期間，必須
	銷售和使用稅預繳稅金和申報表的申報截止日期
	按季度或季度預付稅金申報
	按月、按季、按年和按財政年度計算的銷售和使用稅帳戶的申報截止日期
	按月或按定期季申報
	按年申報
	按財政年度申報
	合格購買者和消費者使用稅帳戶按年申報的申報截止日期
	按年申報



Accessibility Report


		Filename: 

		cdtfa367sut_6-20 - T. Chinese.pdf




		Report created by: 

		

		Organization: 

		




[Enter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Preferences > Identity dialog.]


Summary


The checker found no problems in this document.


		Needs manual check: 2

		Passed manually: 0

		Failed manually: 0

		Skipped: 0

		Passed: 30

		Failed: 0




Detailed Report


		Documen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Accessibility permission flag		Passed		Accessibility permission flag must be set

		Image-only PDF		Passed		Document is not image-only PDF

		Tagged PDF		Passed		Document is tagged PDF

		Logical Reading Order		Needs manual check		Document structure provides a logical reading order

		Primary language		Passed		Text language is specified

		Title		Passed		Document title is showing in title bar

		Bookmarks		Passed		Bookmarks are present in large documents

		Color contrast		Needs manual check		Document has appropriate color contrast

		Page Conten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Tagged content		Passed		All page content is tagged

		Tagged annotations		Passed		All annotations are tagged

		Tab order		Passed		Tab order is consistent with structure order

		Character encoding		Passed		Reliable character encoding is provided

		Tagged multimedia		Passed		All multimedia objects are tagged

		Screen flicker		Passed		Page will not cause screen flicker

		Scripts		Passed		No inaccessible scripts

		Timed responses		Passed		Page does not require timed responses

		Navigation links		Passed		Navigation links are not repetitive

		Form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Tagged form fields		Passed		All form fields are tagged

		Field descriptions		Passed		All form fields have description

		Alternate Tex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Figures alternate text		Passed		Figures require alternate text

		Nested alternate text		Passed		Alternate text that will never be read

		Associated with content		Passed		Alternate text must be associated with some content

		Hides annotation		Passed		Alternate text should not hide annotation

		Other elements alternate text		Passed		Other elements that require alternate text

		Table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Rows		Passed		TR must be a child of Table, THead, TBody, or TFoot

		TH and TD		Passed		TH and TD must be children of TR

		Headers		Passed		Tables should have headers

		Regularity		Passed		Tables must contain the same number of columns in each row and rows in each column

		Summary		Passed		Tables must have a summary

		List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List items		Passed		LI must be a child of L

		Lbl and LBody		Passed		Lbl and LBody must be children of LI

		Heading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Appropriate nesting		Passed		Appropriate nesting






Back to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