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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本文目的 

纳税申报管理平台，为大企业提供全税种、全流程税务管理解决方案，主要

针对大型企业对多税种纳税申报统一管理、统一控制，对税务风险综合管理以及

税务过程中需要的各项材料的统一管理，帮助企业规范税务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税务成本，有效控制和防范税务风险，实现集团企业涉税事项全面统一管控。 

纳税申报管理平台-纳税申报系统是深圳标普云科技有限公司，在切身感受

到行业用户的痛点和需求后，应时推出“纳税申报管理平台-纳税申报系统”，

实现自动采集企业的财务和票据数据，自动的生成各税种纳税申报表，对数据自

动校验，一键申报到税局端，并且完成划款，完成纳税申报，大大提高税务人员

出表效率，缩短了纳税申报时间，提升数据的准确性。将税务人员从复杂繁重的

劳动中解放出来。 

本文档介绍了纳税申报管理平台-纳税申报系统的研发背景、产品方案介绍、

特点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并对产品方案的系统功能进行了详细介绍，以帮助读者

快速和全面地了解本产品方案。 

1.2 适用范围 

本文档适用于需要对纳税申报管理平台-纳税申报系统进一步了解的用户。

如需了解本产品方案的其他相关信息，请访问标普云公司官网，联系我司的商务

人员，由他们对您提出的问题和疑问，以及合作咨询等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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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背景概述 

2.1 研发背景 

随着中国税制改革的逐步推进，税务机构调整，税收政策的持续性更新，以

及金税三期系统的大集中管理，税务机关监管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金税三期”

上线以来，税务机关利用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工具对企业的监管力度

越来越强，企业亟需对应的信息化手段予以应对。在这样的税务管理大背景下，

企业对税务职能的诉求正发生着变化。企业需要逐步建立起公司整体税务管理架

构体系，规范税务遵从流程，在准确核算税金、按时申报纳税、及时支付税金的

同时，能够运用税务知识库进行税务筹划，合理降低税负。 

纳税申报管理平台-风控管理系统，是在充分理解税制改革后多个行业的实

施细则和政策，积累了项目的业务需求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税务管理的实际需要，

构筑的一套全税种的税务管理解决方案。它将先进的 IT 信息技术运用到企业税

务管理实务中，帮助企业规范税务管理，有效控制和防范税务风险，以更好实现

企业的税收遵从度，降低税务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实现集团企业税务风险全面

统一管控，推动企业应用先进的税务管理理念、模式和技术，协助企业建立以价

值为导向的新型税务管理体系。 

2.2 产品定位 

2.2.1 市场定位 

短期目标市场针对国内全行业集团型企业客户，致力于帮助企业规范税务管

理，有效控制和防范税务风险，降低税务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进而实现集团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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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税务风险全面统一管控。 

2.2.2 价值定位 

“智能税务管理平台-纳税申报系统”，旨在为企业提供完备的税务管理体

系，实现企业税务数据集中化、纳税申报自动化、申报流程规范化，大幅降低人

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对税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将数据转化为

知识、结论和规律，实现数据价值的传递、共享与应用，支持管理决策。 

2.2.3 目标用户定位 

本产品方案适用于全行业集团型企业客户。 

3. 产品方案功能介绍 

3.1 设计理念 

智能税务管理平台-纳税申报系统帮助企业建立完善税务管理体系，实现企

业税务数据集中化、纳税申报自动化、申报流程规范化。系统提供灵活的基础数

据及取数规则配置，支持按需自定义申报模板可满足不同企业的不同申报要求，

根据自定义的申报表规则和样式，自动生成各税种纳税申报表，数据自动校验，

降低人工出错率，提升税务核算、纳税申报的效率与准确性。实现了税务数据的

集中化与电子化，并在此基础上对税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将数据转化为知识、

结论和规律，实现数据价值的传递、共享与应用，支持管理决策。 



 

                                                                           第 7 页 共 38 页

3.2 系统架构图 

 

3.3 系统功能介绍 

3.3.1 纳税申报 

3.3.1.1 数据台账管理 

     对全税种的数据台账进行管理，可支持手工导入和通过与其他系统对接数

据接口形成台账，可通过台账模板管理灵活配置，支持各纳税调整项的台账。 



 

                                                                           第 8 页 共 38 页

 

台账任务列表 

 

台账任务-详情 

3.3.1.2 计提管理 

    对全税种的计提任务进行管理，依据各税种的计提表，计算的应交税金，自

动生成税金计提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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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任务列表 

 

计提任务-详情 

3.3.1.3 申报管理 

   对全税种申报任务进行管理，可定时自动或手动新建任务的方式创建申报任

务，可通过申报模板管理灵活配置，系统自动生成申报数据，并可对部分需要手

动填写的数据进行修改，支持申报表间勾稽关系校验，支持自定义审批流，支持

一键申报到税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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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任务列表 

 

申报任务-详情 

 

3.3.2 查询统计 

3.3.2.1 税费查询统计 

税费查询统计是统计当前企业以及子公司默认的 22 个税费种类处于不同会

计期间的应缴金额和已缴金额。企业用户根据自身需要，自定义税费种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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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的税种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费附加、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

契税、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环境保护税、烟叶税、

关税、船舶吨税、堤围税、水利基金。 

 

3.3.2.2 财政贡献统计 

3.3.2.2.1 按公司统计 

    财政贡献统计按照企业统计是指根据企业不同的税费种类申报缴费的额度，

企业对中央贡献率、省级贡献率、市级贡献率、区县级贡献率对应的贡献额度。

企业可以站在集团的视角查看分子公司同一会计期间的统计情况，也可以任意查

看单个公司的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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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2 按地区统计 

财政贡献统计按照地区统计是指根据当前企业所属的地区分类汇总不同

地区的各税费种类的中央贡献额、省级贡献额、市级贡献额、区县级贡献额。企

业可以从不同地区的角度查看贡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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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3 进项发票查询 

可按购方名称、认证归属期对已认证发票的认证份数、发票金额及发票税额

进行统计，支持导出和打印功能。 

 

3.3.2.3 销项查询统计 

3.3.2.3.1 按项目统计 

按开票的项目维度，查询统计已开发票的发票份数、金额、税额及价税合计

金额，支持导出和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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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3.2 按税率统计 

按开票的税率维度，查询统计正数有效发票、负数有效发票、正数作废发票、

负数作废发票的金额、税额及价税合计金额，支持导出和打印功能。 

 

3.3.2.4.3 按区域统计 

按开票公司的所在区域，查询统计已开发票的发票份数、金额、税额及价税

合计金额，支持导出和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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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4 进销项月度统计 

用于统计销项发票与进项发票的份数、金额、税额、价税合计以及两者的税

差。支持对结果数据进行导出、打印。 

 

3.3.2.5 自定义统计 

通过已配置表样格式，自动生成相关统计分析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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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分析与预测 

3.3.3.1 税费同比分析 

3.3.3.1.1 按板块分析 

按板块维度，统计各税种本期与上年同期对应缴税额和已缴税额进行同比分

析（取数规则可灵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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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1.2 按公司分析 

按公司维度，统计各税种本期与上年同期对应缴税额和已缴税额进行同比分

析（取数规则可灵活配置）。 

 

3.3.3.2 票表账比对 

3.3.3.2.1 增值税申报比对 

系统根据票表账取数定义的取数规则，采集账面金额、开票金额、增值税申

报收入数据，并显示比对结果，用户可对异常结果输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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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2 所得税申报比对 

系统根据票表账取数定义的取数规则，采集账面金额、增值税申报收入、所

得税申报收入数据，并显示比对结果，用户可对异常结果输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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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档案管理 

3.3.4.1 申报表档案 

历史征期申报表档案，支持按所属期间、纳税主体名称、申报种类、申报状

态及申报方式进行申报表档案查询。 

 

3.3.4.2 优惠备案资料 

用于管理企业的税务优惠备案资料电子档案，支持对税务优惠备案资料电子

档案的上传（支持 pdf、word、excel、图片、压缩包）、下载、编辑以及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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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3 财务决算报告 

用于管理企业的财务决算报告电子档案，支持对财务决算报告电子档案的上

传（支持 pdf、word、excel、图片、压缩包）、下载、编辑以及删除。 

  

 

3.3.5 知识管理 

3.3.5.1 税收政策 

及时更新国内税务政策，提供最新的政策法规的解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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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2 税务案例 

用于管理企业的税务案例电子档案，支持对税务案例电子档案的上传、下载、

查看以及删除。 

 

3.3.5.3 培训资料 

管理企业的培训资料电子档案，支持对培训资料电子档案的上传、下载、查

看以及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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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基础配置 

3.3.6.1 企业基础信息 

企业信息维护，对纳税主体基础信息的新增、调整、删除，查询。 

 

3.3.6.2 纳税申报设置 

3.3.6.2.1 税种信息配置 

可以对所有税种进行“计提任务设置、申报任务设置、税种信息设置（企业

信息设置、涉税事项设置）”进行配置。根据企业需求，启用企业会用到的税种，

并补充对应的税种信息。支持集团视角，批量设置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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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2.2 纳税申报初始化 

可按申报种类、表类型、对底稿和申报表模板进项初始化；按纳税主体、申

报种类、所属期间、表类型、对历史属期的申报数据进行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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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2.3 台账模板管理 

用于维护台账模板，可直接手动新增/复制新增台账模板，手动新增版本号

为 V0，复制新增版本号在最高版本号上+1。支持启用、导入、导出 excel 模板，

可在模板中自定义取数规则以满足申报需要。 

 

3.3.6.2.4 计提模板管理 

用于维护计提模板，可复制新增计提模板，复制模板的版本号在最高版本号

上+1。支持启用、导入、导出 excel 模板，可在模板中自定义取数规则以满足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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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需要。 

 

3.3.6.2.5 申报模板管理 

对全税种相关的申报模板进行灵活配置和管理。 

 

3.3.6.2.6 常用项取数维护 

可通用的表项进行定义和配置，可方便定义表时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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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3 查询分析设置 

3.3.6.3.1 业务板块维护 

对查询统计涉及到的业务板块进行新增、编辑、删除。业务板块可以选择适用的

公司（维护过企业基础信息），一个公司只可对应一个业务板块。 

 

3.3.6.3.2 财政贡献率维护 

可对各税费种类省、市、区地方财政贡献率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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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3.3 票表账比对取数设置 

对票表账比对功能中，账面金额、开票金额、增值税申报收入和企业所得税

申报收入的取数规则进行定义和配置。 

 

3.3.6.3.4 统计分析取数设置 

对税费查询统计功能中各税种的应缴金额和已缴金额及税费同比、环比分析

的取数规则进行定义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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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3.5 自定义报表管理 

已维护的自定义报表模板，可根据报表名称、模板类型及版本号进行查询，

可对报表模板进行维护，设置模板启停用状态。 

 

 

3.3.6.4 数据准备 

3.3.6.4.1 数据导入 

用于导入企业的数据，主要包括企业的财务数据、进销项发票数据和申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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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等。 

 

3.3.6.4.2 采集日志 

记录了各类型的数据采集记录，采集时间、采集人、采集方式、数据属期等。 

 

3.3.6.4.3 企业报表项目管理 

对企业报表项目进行维护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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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4.4 企业科目管理 

对企业科目进行维护和管理。 

 

3.3.6.4.5 报表项目映射 

将企业财务报表项目转换为系统标准财务报表项目，并生成标准化财务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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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4.6 科目映射 

将企业会计科目转换为系统标准会计科目，并生成标准化科目余额表。 

 

3.3.6.4.7 数据采集批量设置 

集团视角，批量进行数据采集设置，只要针对科目及报表项目。 

同时支持下发功能，能快速的维护全集团的科目、报表项目、关系映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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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4.7 批量操作日志 

批量操作日志，能反映出执行情况，是配置过程更有据可依，更准确高效。 

 

3.3.6.5 运维后台 

3.3.6.5.1 字典表管理 

自定义新增、修改、删除、查询系统内部定义相关的字典项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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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5.2 标准报表项目管理 

导入企业的财务报表，将企业的报表项目与系统预置的标准报表项目建立好

映射关系，按照映射关系转换成标准的财务报表。 

 

3.3.6.5.3 标准科目管理 

导入企业科目，将企业的会计科目与系统预置的标准科目建立好映射关系，

按照映射关系转换成标准的科目余额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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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5.4 运维后台数据处理 

用于批量导入、导出平台数据表，包括标准财务报表、标准科目表及数据字

典表。 

 

3.3.6.5.5 定时任务 

对全税系统中定时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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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6 数据标签管理 

3.3.6.6.1 标签库 

标签库是从业务角度，定于具有业务属性的标签，后续将标签标记的数据应

用于更复杂的菜单中，从而实现了申报数据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 

 

3.3.6.6.2 标签关系管理 

标签可以标记在底稿模板、申报模板中，随着模板的广泛应用，标签与数据

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一般应用于统计分析、数据列表、数据共享等方面； 

 

3.3.7 汇算清缴 

3.3.7.1 汇缴申报任务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作为年初重点工作，支持通过财务数据、发票数据等多

维度数据进行数据采集、加工、计算、生成申报表的全过程操作。与增值税、企

业所得税预缴、印花税等享受同样的系统功能，定义底稿、自动生成申报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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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申报等。 

3.3.7.2 汇缴台账任务 

汇算清缴作为 itax 专业版的重点功能，汇缴台账也单独剥离开来，使汇算清

缴模块功能集中、操作简捷。汇缴台账在系统功能上与其他台账并无太大差别，

但需要根据业务场景，定制更为复杂的台账模板。 

3.3.7.3 事务所审核数据导入 

 企业在得到事务所的审核数据后，可以根据 itax 提供的《事务所审核数据模

板》，将审核后的数据导入系统； 

 导入后，事务所提供的数据能作为申报数据直接生成申报表； 

 另外，事务所提供的数据能与 itax 生成的申报表数据进行比对，并生成差异

分析报告； 

3.3.7.4 差异分析报告 

 Itax 提供的《产品分析报告》，是将事务所提供的审核数据与 itax 自动生成

的申报数据进行差异化对比，对比的项目可以完全自主定义，支持汇缴申报表的

任何字段进行对比。 

3.4 产品优势 

 集中化：实现集团内相关系统的无缝集成，数据集中，形成完整业务闭环 

 标准化：规范税款计算及纳税申报流程，减少人工失误，提高工作效率，实

现从业务流程上加强税务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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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化：税种计算、申报实现信息化、流程化，实时掌握本级及所属成员企

业纳税状况，为企业涉税风险分析提供依据和支持 

 业财税一体化：业财税系统集成，数据无差别流转，打造智慧财税一体化管

理平台，为企业业务创新决策和风险控制提供支撑 

四、产品方案技术介绍 

4.1 相关技术 

4.1.1 基础后端框架 

springBoot 版本:2.0.4 

junit 版本：5.2.0 

协议 bean 使用 lombok，版本:1.18.2 

jdk 版本：1.8.171 

mybatis 版本：3.4.6 

jedis 版本：2.9.0 

fastjson 版本：1.2.47 

gson 版本：2.8.0 

httpClient 版本：4.5.2 

4.1.2 中间件 

redis 版本：4.0 

nginx 版本：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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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数据库 

oracle 版本 11g 

4.1.4 基础前端架构 

vue.js 版本：2.5.22+ 

element-ui 版本：2.6.0 

node.js 版本:8.0 + 

4.2 运行环境 

4.2.1 服务器端环境 

Linux 操作系统，数据库为 oracle 11g 

4.2.2 客户端环境 

浏览器客户端：ie11 及以上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