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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信息 办税服务厅
接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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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报

征收税款，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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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告知应补正资料

或不予受理原因

是

否

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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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materials Tax service hall 
receives materials

Verify materials

Process tax 
declaration

Collect tax, 
provide receiptStamp declaration form

Inform taxpayer about 
missing material or reason 

for rejection at a time

Taxpayer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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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

受理申报

征收税款，

开具完税凭证

申报表盖章

办税服务厅
接收纸质资料

核对资料否否

办税服务厅
接收资料信息

上门申报 互联网申报

核对资料信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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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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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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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申报 互联网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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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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