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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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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政策沿革

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2000

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2011

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

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2020

财税[2012]27号
财税[2015]6号
财税[2016]49号
财税[2018]27号

2020年45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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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主要特点

优惠力度更
大

1

优惠范围更
广

2

优惠门槛更
高

3

优惠衔接更
顺

4

优惠管理更
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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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生产企业优惠政策

1、线宽要求：
小于65纳米（含
）

2、经营期：
15年以上

1、线宽要求：
小于130纳米（
含）

2、经营期：
10年以上

1、线宽要求：
小于28纳米（
含）

2、经营期：
15年以上

“两免三减半” “五免五减半” “十免”

企业：获利年度起
项目：第一笔生产经
营收入所属年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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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政策沿革

2011年1月1日
2012年27号文

2018年1月1日
2018年27号文

2020年1月1日
2020年45号公告

1、线宽小于0.8微米（含），两免三减半；
2、线宽小于0.25微米或投资额超过80亿元，
经营期不满15年，15%优惠税率；
3、线宽小于0.25微米或投资额超过80亿元，
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五免五减半。
            要求在2017年12月31日前

1、线宽小于130纳米，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两免三
减半；
2、线宽小于65纳米或投资额超过150亿元，且经营期
在15年以上的，五免五减半；
            2018年1月1日后投资新设的；企业或项目。

1、线宽小于130纳米（含），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
两免三减半；
2、线宽小于65纳米（含），且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
五免五减半；
3、线宽小于28纳米（含），且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
十年免征。
       延长弥补亏损年限：纳入清单年度之前5个年度的

亏损，结转弥补年限延长到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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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生产企业优惠条件（发改高技〔2021〕413号 ）

《若干政策》第（一）条提及的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28 纳米（含）、线宽小
于65 纳米（含）、线宽小于130 纳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享受税收优惠
政策条件如下：
Ø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Ø （二）符合国家布局规划和产业政策；
Ø （三）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关系，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月平均职工人数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30%，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企业月
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20%（从事8英寸及以下集成电路生产的不低于15%）；

Ø （四）企业拥有关键核心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且汇
算清缴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
总额的比例不低于2%；

Ø （五）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制造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
Ø （六）具有保证相关工艺线宽产品生产的手段和能力；
Ø （七）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Ø （八）对于按照集成电路生产项目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项目主体企业应符合相应的集成电

路生产企业条件，且能够对该项目单独进行会计核算、计算所得，并合理分摊期间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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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重大项目（芯片制造类）优惠条件（发改高技〔2021〕413号 ）

（一）芯片制造类重大项目，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符合集成电路生产企业享受优惠的条件；
2.符合国家布局规划和产业政策；
3.对于不同工艺类型芯片制造项目，需分别满足以下条件：
Ø （1） 对于工艺线宽小于65 纳米（含）的逻辑电路、存储器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额

需超过80 亿元，规划月产能超过1万片（折合12 英寸）。

Ø （2） 对于工艺线宽小于0.25 微米（含）的模拟、数模混合、高压、射频、功率、光
电集成、图像传感、微机电系统、绝缘体上硅工艺等特色芯片制造项目，固定资产总
投资额超过10亿元，规划月产能超过1 万片（折合8 英寸）。

Ø （3）对于工艺线宽小于0.5 微米（含）的基于化合物集成电路制造项目，固定资产总
投资额超过10 亿元，规划月产能超过1 万片（折合6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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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重大项目（先进封测类）优惠条件（发改高技〔2021〕413号 ）

（二）先进封装测试类重大项目，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Ø 1.符合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享受优惠的条件；

Ø 2. 符合国家布局规划和产业政策；

Ø 3. 固定资产总投资额超过10 亿元；

Ø 4. 封装规划年产能超过10 亿颗芯片或50 万片晶圆（折合8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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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税收政策

A
一般设计企业

B
重点设计企业

p 27号文：两免三减半

p 45号公告：两免三减半

p 27号文：规划布局内重点集成电路
设计企业，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
减按10%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p 45号公告：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
计企业，“五免”+10%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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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优惠条件（发改高技〔2021〕413号 ）

设计
企业

1. 境内注册的居民企业，从事集成电路设计、EDA工
具开发、IP核设计；

2. 职工人数不少于20人，学历要求（50%本科以上），

研发人员比例（40%以上）

3. 研发费用比例不低于6%；

4. 设计销售收入比重不低于60%（重点设计企业为

70%），其中自主设计收入比重不低于50%（重点

设计企业为60%），收入总额不低于1500万元；

5. 拥有本企业知识产权，不少于8个；

6. 具有与软件开发相适应软硬件设施等开发环境和经

营场所，使用正版的EDA等工具；

7. 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严重失信行为、重大安全、重

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重点设
计企业

（二选一）

（一）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设计销售（营业）收入

不低于5 亿元，应纳税所得额不低于3000 万元；对于集

成电路设计销售（营业）收入不低于50 亿元的企业，可

不要求应纳税所得额，但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

（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总

额的比例不低于8%。

（二）在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领域内（附件2），

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设计销售（营业）收入不低3000 
万元，应纳税所得额不低于3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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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配套产业税收政策

封装 测试

装备（专用设

备）
材料（关键专

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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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装备企业优惠条件（发改高技〔2021〕413号 ）
《若干政策》所称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装备企业，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ü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设立，从事集成电路专用装备或关键零部件研发、
制造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ü （二）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关系且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月平均职
工人数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40%，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
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20%；

ü （三）汇算清缴年度用于集成电路装备或关键零部件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
额的比例不低于5%；

ü （四）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装备或关键零部件销售收入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
于30%，且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不低于（含）1500万元；

ü （五）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企业拥有与集成电路装备或关键零部件研发、
制造相关的已授权发明专利数量不少于5个；

ü （六）具有与集成电路装备或关键零部件生产相适应的经营场所、软硬件设施等基本条件；

ü （七）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严重失信行为，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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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材料企业优惠条件（发改高技〔2021〕413号 ）
《若干政策》所称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材料企业，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ü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设立，从事集成电路专用材料研发、生产并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ü （二）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关系且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月平均职
工人数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40%，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
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5%；

ü （三）汇算清缴年度用于集成电路材料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
于5%；

ü （四）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材料销售收入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30%，且企业
销售（营业）收入总额不低于（含）1000万元；

ü （五）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且企业拥有与集成电路材料研发、生产相关的
已授权发明专利数量不少于5个；

ü （六）具有与集成电路材料生产相适应的经营场所、软硬件设施等基本条件；

ü （七）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严重失信行为，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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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优惠条件（发改高技〔2021〕413号 ）
《若干政策》所称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ü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设立，从事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并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企业；

ü （二）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关系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月平均职工
人数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40%，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
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5%；

ü （三）汇算清缴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3%；

ü （四）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销售（营收）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且企
业收入总额不低于（含）2000万元；

ü （五）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且企业拥有与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相关的已授
权发明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合计不少于5个；

ü （六）具有与集成电路芯片封装、测试相适应的经营场所、软硬件设施等基本条件；

ü （七）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严重失信行为，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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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A
一般软件企业

B
重点软件企业

p 27号文：两免三减半

p 45号公告：两免三减半

p 27号文：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
业，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
按10%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p 45号公告：鼓励的重点软件企业，
“五免”+10%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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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企业其他所得税优惠政策

     职工培训费
职工培训费用按发生额据实扣除。（应单独进行核算，

一般企业职工教育经费8%）

    不征税收入

      加速摊销

符合条件的即征即退增值税款，由企业专项用于软件产品研

发和扩大再生产并单独进行核算，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企业外购的软件，凡符合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

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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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类 型 科技型中小企业 制造业企业 其他居民企业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公告
2022年第16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
年第13号 财税〔2018〕99号  

执行期限 2022年1月1日起 2021年1月1日起 2018年1月1日-
2023年12月31日

加计扣除比例 100% 10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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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企业优惠条件（发改高技〔2021〕413号）

软件企业

1. 境内注册的居民企业，主营业务为软件产品开发及

相关信息技术服务，设立有合理商业目的；

2. 学历要求（40%本科以上），研发人员比例（25%
以上）

3. 有核心关键技术，主营业务有自主知识产权，且研

发费用比例不低于7%，境内比重不低于60%。

4. 软件产品收入比重不低于55%（嵌入式45%），其

中自主开发收入比重不低于45%（嵌入式40%）；

5. 主营业务或主营产品有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权；

6. 具有与软件开发相适应软硬件设施等开发环境，建

立符合软件工程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

7. 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知

识产权侵权等行为、企业合法经营。

重点软件
企业

（三类）

p   （一）专业开发基础软件、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的企业，汇算清缴年度
软件产品开发销售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营业）收入（其中相关信息技
术服务是指实现软件产品功能直接相关的咨询设计、软件运维、数据服
务，下同）不低于5000 万元；汇算清缴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
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7%。

p（二）专业开发生产控制类工业软件、新兴技术软件、信息安全软件的
企业，汇算清缴年度软件产品开发销售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营业）收
入不低于1 亿元；应纳税所得额不低于500 万元；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
数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30%；汇算清缴年度研究开发费
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8%。

p（三）专业开发重点领域应用软件、经营管理类工业软件、公有云服务
软件、嵌入式软件的企业，汇算清缴年度软件产品开发销售及相关信息
技术服务（营业）收入不低于5 亿元，应纳税所得额不低于2500 万元；
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30%；汇算
清缴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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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政策延续情况

财税
〔2012〕

27号

2017年
以前

2019年
68号
公告

2018
年

2020年
29号
公告

2019
年

2020年
45号
公告

032020年
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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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优惠管理方式

• 1、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生产企
业或项目；

• 2、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
计企业；

• 3、国家鼓励的重点软件企业

     每年3月底前出名单

• 一般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 一般软件企业；
• 装备、材料、封装、测试配套企业
• 适用旧政策的企业

  转请发改、工信部门核查
  每年3月20日和6月20日前分两批

清单式（事前名单管理） 条件式（事后条件核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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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衔接原则

同时符合多项定期减免的，不得叠加享受，选择

其中一项政策享受优惠。

非定期减免政策停止执行。

定期减免政策已进入优惠期的可执行至期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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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衔接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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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原政策，
已进入优惠期

符合原政策，
已进入优惠期，
且符合新政策

符合原政策，
尚未进入优惠期

可按新政策享受相关优
惠，定期减免优惠的，
可就剩余期限享受优惠
至期满为止。

2020年（含）起不
再执行原有政策。

2020年（含）起可按
原有政策规定继续享
受至期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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