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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手机端下载操作指引 

自然人办税服务平台（APP 端）是个人所得税网上办税平台（简称：个人

所得税 APP）。该平台包含了注册、登录和专项附加扣除、申报、缴款等功能，

注册成功登录进入平台后可以自行完善、修改自然人信息，以后可以直接通过该

平台进行相关涉税业务操作，使纳税人无需再往返税务机关办理，减轻了纳税人

的办税负担，节约办税时间，更加方便、快捷的完成相关涉税业务操作。 

一、网页端网页扫码下载 

登陆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网页端，点击“手机端下载”，扫码二维码下载自

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手机端。 

 

图：自然人办税服务平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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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全国各地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 web 端和手机端地址 

省份 PC 端浏览器访问 itsweb 端网址 its 手机端 app（安卓版）安装程序下载网址 

北京 https://its.tax861.gov.cn:443  https://its.tax861.gov.cn:443/download/its.apk  

天津 https://its.tjsat.gov.cn:443  https://its.tjsat.gov.cn:443/download/its.apk  

河北 https://its.he-n-tax.gov.cn:15800 https://its.he-n-tax.gov.cn:15800/download/its.apk  

山西 https://its.sx-n-tax.gov.cn:17000 https://its.sx-n-tax.gov.cn:17000/download/its.apk  

内蒙古 https://its.nmds.gov.cn:443  https://its.nmds.gov.cn:443/download/its.apk  

辽宁 https://its.ln-n-tax.gov.cn:443 https://its.ln-n-tax.gov.cn:443/download/its.apk  

吉林 https://its.jl-n-tax.gov.cn:10805  https://its.jl-n-tax.gov.cn:10805/download/its.apk  

黑龙江 https://its.hljtax.gov.cn:443  https://its.hljtax.gov.cn:443/download/its.apk  

上海 https://its.tax.sh.gov.cn:443  https://its.tax.sh.gov.cn:443/download/its.apk  

江苏 https://its.jsgs.gov.cn:443 https://its.jsgs.gov.cn:443/download/its.apk  

浙江 https://its.zjtax.gov.cn:443  https://its.zjtax.gov.cn:443/download/its.apk  

安徽 https://its.ah-n-tax.gov.cn:443 https://its.ah-n-tax.gov.cn:443/download/its.apk  

福建 https://its.fjtax.gov.cn:443  https://its.fjtax.gov.cn:443/download/its.apk  

江西 https://its.jx-n-tax.gov.cn:443  https://its.jx-n-tax.gov.cn:443/download/its.apk  

山东 https://its.sd-n-tax.gov.cn:443 https://its.sd-n-tax.gov.cn:443/download/its.apk  

河南 https://itsweb.ha-l-tax.gov.cn:10003 

https://itsweb.ha-l-tax.gov.cn:10003/download/its.ap

k 

https://its.tax861.gov.cn/
https://its.tax861.gov.cn/download/its.apk
https://its.tjsat.gov.cn/
https://its.tjsat.gov.cn/download/its.apk
https://its.he-n-tax.gov.cn:15800/
https://its.he-n-tax.gov.cn:15800/download/its.apk
https://its.sx-n-tax.gov.cn:17000/
https://its.sx-n-tax.gov.cn:17000/download/its.apk
https://its.nmds.gov.cn/
https://its.nmds.gov.cn/download/its.apk
https://its.ln-n-tax.gov.cn/
https://its.ln-n-tax.gov.cn/download/its.apk
https://its.jl-n-tax.gov.cn:10805/
https://its.jl-n-tax.gov.cn:10805/download/its.apk
https://its.hljtax.gov.cn/
https://its.hljtax.gov.cn/download/its.apk
https://its.tax.sh.gov.cn/
https://its.tax.sh.gov.cn/download/its.apk
https://its.jsgs.gov.cn/
https://its.jsgs.gov.cn/download/its.apk
https://its.zjtax.gov.cn/
https://its.zjtax.gov.cn/download/its.apk
https://its.ah-n-tax.gov.cn/
https://its.ah-n-tax.gov.cn/download/its.apk
https://its.fjtax.gov.cn/
https://its.fjtax.gov.cn/download/its.apk
https://its.jx-n-tax.gov.cn/
https://its.jx-n-tax.gov.cn/download/its.apk
https://its.sd-n-tax.gov.cn/
https://its.sd-n-tax.gov.cn/download/its.apk
https://itsweb.ha-l-tax.gov.cn:10003/
https://itsweb.ha-l-tax.gov.cn:10003/download/its.apk
https://itsweb.ha-l-tax.gov.cn:10003/download/its.a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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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https://its.hb-n-tax.gov.cn:443 https://its.hb-n-tax.gov.cn:443/download/its.apk  

湖南 https://its.hntax.gov.cn:443  https://its.hntax.gov.cn:443/download/its.apk  

广东 https://its.etax-gd.gov.cn:443 https://its.etax-gd.gov.cn:443/download/its.apk  

广西 https://zrr.gxds.gov.cn:8008 https://zrr.gxds.gov.cn:8008/download/its.apk  

海南 https://its.hitax.gov.cn:4431  https://its.hitax.gov.cn:4431/download/its.apk  

重庆 https://its.cq-l-tax.gov.cn:443  https://its.cq-l-tax.gov.cn:443/download/its.apk  

四川 https://its.sc-l-tax.gov.cn:443  https://its.sc-l-tax.gov.cn:443/download/its.apk  

贵州 https://its.gz-l-tax.gov.cn/  https://its.gztax.gov.cn:17000/download/its.apk  

云南 https://its.yngs.gov.cn:443 https://its.yngs.gov.cn:443/download/its.apk  

西藏 https://its.xztax.gov.cn:822  https://its.xztax.gov.cn:822/download/its.apk  

陕西 https://its.snds.gov.cn:17000 https://its.snds.gov.cn:17000/download/its.apk  

甘肃 https://its.gstax.gov.cn:443  https://its.gstax.gov.cn:443/download/its.apk  

青海 https://its.qhtax.gov.cn:50443  https://its.qhtax.gov.cn:50443/download/its.apk  

宁夏 https://its.nxds.gov.cn:443  https://its.nxds.gov.cn:443/download/its.apk  

新疆 https://its.xj-n-tax.gov.cn:8443  https://its.xj-n-tax.gov.cn:8443/download/its.apk  

大连 https://its.dlntax.gov.cn:443  https://its.dlntax.gov.cn:443/download/its.apk  

宁波 https://its.nb-n-tax.gov.cn:82 https://its.nb-n-tax.gov.cn:82/download/its.apk  

厦门 https://its.xm-l-tax.gov.cn:443 https://its.xm-l-tax.gov.cn:443/download/its.apk  

青岛 https://its.qdds.gov.cn:443 https://its.qdds.gov.cn:443/download/its.apk  

深圳 https://its.sztax.gov.cn:443 https://its.sztax.gov.cn:443/download/its.apk  

二、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 

（一）苹果 APPStore 

苹果 APPStore 上架应用名为“个人所得税”。可在 APPStore 中搜索“个

人所得税”，点“获取”进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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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ts.etax-gd.gov.cn/download/its.a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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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rr.gxds.gov.cn:8008/download/its.apk
https://its.hitax.gov.cn:4431/
https://its.hitax.gov.cn:4431/download/its.apk
https://its.cq-l-tax.gov.cn/
https://its.cq-l-tax.gov.cn/download/its.apk
https://its.sc-l-tax.gov.cn/
https://its.sc-l-tax.gov.cn/download/its.apk
https://its.gz-l-tax.gov.cn/
https://its.gztax.gov.cn:17000/download/its.apk
https://its.yngs.gov.cn/
https://its.yngs.gov.cn/download/its.apk
https://its.xztax.gov.cn: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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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ts.gstax.gov.cn/download/its.a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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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ts.qhtax.gov.cn:50443/download/its.apk
https://its.nxds.gov.cn/
https://its.nxds.gov.cn/download/its.a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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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卓终端应用 

目前已经在华为、小米、VIVO、OPPO 等应用市场上架，应用名为“个人

所得税”，后续会上架更多应用市场。广大纳税人可以在上述应用商店搜索“个

人所得税”下载安装，如应用市场下载出现问题，则建议使用上述二维码扫码下

载方式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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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载提醒 

应用名为“个人所得税”，还有开发者是“国家税务总局”。 

 

 

 

三、实名注册 

实名注册的目的是为了验证绑定的账户是否属于本人，对纳税人信息的真实

性进行验证审核，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和涉税数据安全，建立完善可靠的互联

网信用基础。 

目前系统支持以下两种注册方式：大厅注册码注册、人脸识别认证注册。其

中人脸识别认证注册仅支持居民身份证，其他证件暂不支持。纳税人可以选择任

意一种方式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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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用人脸识别认证 

（一）大厅注册码注册 

“大厅注册码注册”是指纳税人为了开通自然人办税服务平台的账号进行办

税，先行在办税服务厅获取注册码，然后使用注册码在该平台中开通账号，以后

凭此账号即可远程办税。此注册方式适用于所有的证件类型注册。 

操作步骤： 

纳税人需先到办税服务厅获取注册码，注册码有限期 7 天，由 6 位的数字、

字母随机组成； 

 

1．打开个人所得税 APP 系统，点击【注册】； 

2．选择【大厅注册码注册】方式； 

3．阅读并同意用户注册协议； 

4．如实填写身份信息，包括：注册码、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姓名、国籍。

填写的个人信息必须真实准确； 

5．设置登录名、密码、手机号（短信校验）完成注册，系统对登录名和密

码有规则校验，设置完成后即可通过手机号/证件号码/登录名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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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登录名应为 2-16 位字符，可由大小写字母、数字、中文、下划线构

成，不支持纯数字，字母需区分大小写。 

（2）密码应为 8-15 位字符，至少包含字母、数字、符号中的两种，不允

许有空格，字母需区分大小写。 

（3）注册码有效期为 7 天，若过期可再次申请。 

（二）人脸识别认证注册 

“人脸识别认证注册”是调用公安人像数据进行比对验证，验证通过后即可

完成实名注册。此注册方式仅支持居民身份证，因此国籍（地区）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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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打开个人所得税 APP 系统，点击【注册】； 

2．选择【人脸识别认证注册】方式； 

3．阅读并同意用户注册协议； 

4．如实填写身份相关信息，包括：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姓名。点击【开

始人脸识别】； 

5．垂直握紧手机进行拍摄，系统调用公安接口进行比对验证，验证通过后

会跳转到登录设置页面； 

6．设置登录名、密码、手机号（需短信校验）完成注册；系统对登录名和

密码有规则校验，设置完成后即可通过手机号/证件号码/登录名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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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登录名长度是 2-16 位字符，可由大小写字母、数字、中文与下划线

组成，不支持纯数字，字母需区分大小写。 

（2）密码为 8 到 15 位字符，至少包含字母(大小写）、数字与符号中的两

种，不允许有空格，字母需区分大小写。 

四、实名登录 

开通自然人办税服务平台账号后，可直接登录 APP 进行相关信息采集、修

改和维护等操作。 

（一）账号密码登录 

打开个人所得税 APP 后即显示登录页面，可凭注册的手机号/登录名/证件

号作为账号进行登录。其中，注册时选择除居民身份证以外的证件类型，请使用

登录名或手机号登录，最后录入密码即可。 

密码错误超过 5 次会锁定该纳税人账号，请 24 小时之后再试或者可以通过

首页【找回密码】功能解锁账号。 

 

（二）手机 APP 首页 

登录成功后可以在首页查看个人所得税最新政策、进行申报、备案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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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页版登陆—扫一扫 

登录手机 APP 端后，可通过右上角【扫一扫】功能，扫描 Web 端【扫码

登录】下的“二维码”，实现 Web 端的快速登录。 

 

（四）账户安全管理 

系统以保护纳税人信息安全为前提，为纳税人提供了一站式安全服务。本模

块包括修改已绑定的手机号码、修改登录密码以及手机找回密码功能。 

（五）修改手机号码（手机短信码验证） 

为了保障账号的安全，若常用手机号码有变更，建议及时更新。 



小陈税务微信公众号：xiaochenshuiwu；                            微信号：xiaochenshuiwu4 

操作步骤： 

1．打开个人所得 APP，点击【个人中心】-【安全中心】； 

2．点击【修改手机号】； 

3．选择【通过已绑定手机验证】方式； 

4．获取已绑定手机号码的短信验证码并填写，点击【下一步】； 

5．录入新手机号以及短信验证码，点击【绑定】，即可完成手机号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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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修改手机号码（银行卡实名验证） 

为了保障账号的安全，若常用手机号码有变更，建议及时更新。 

操作步骤： 

1．打开个人所得 APP 系统，点击【个人中心】-【安全中心】； 

2．点击【修改手机号】； 

3．选择【通过银行卡实名认证服务验证】方式； 

4．填写银行卡号和银行预留手机号码，点击【下一步】； 

5．录入新手机号以及短信验证码，点击【绑定】，即可完成手机号码修改。 



小陈税务微信公众号：xiaochenshuiwu；                            微信号：xiaochenshuiwu4 

 



小陈税务微信公众号：xiaochenshuiwu；                            微信号：xiaochenshuiwu4 

（七）修改密码 

为了保障账号的安全，建议定期更换密码。 

操作步骤： 

1．打开个人所得税 APP，点击【个人中心】-【安全中心】； 

2．点击【修改密码】； 

3．录入原密码、新密码和确认密码，点击【保存】即可修改成功，系统会

在 5 秒后返回登录页面。 



小陈税务微信公众号：xiaochenshuiwu；                            微信号：xiaochenshuiwu4 

 

（八）手机找回密码 

当纳税人忘记密码时，可点击登录页面【找回密码】功能进行重置。若通过

此功能仍无法找回密码，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至本地办税服务厅进行密码重置。 

操作步骤： 

1．打开个人所得税 APP，点击【找回密码】； 

2．录入证件信息进行身份验证，信息填写完整后点击【下一步】； 

3．选择【通过已绑定手机验证】方式； 

4．获取短信验证码并录入，点击【下一步】； 

5．录入新密码以及确认密码，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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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银行卡验证找回密码 

当纳税人忘记密码时，可点击登录页面【找回密码】功能进行重置。若通过

此功能仍无法找回密码，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至本地办税服务厅进行密码重置。 

操作步骤： 

1．打开个人所得税 APP，点击【找回密码】； 

2．录入证件信息进行身份验证，信息填写完整后点击【下一步】； 

3．选择【通过银行卡实名认证服务验证】方式； 

4．录入银行卡号和银行预留手机号码，点击【下一步】； 

5．录入新密码以及确认密码，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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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然人信息采集 

为了便于纳税人查看和维护个人信息、享受税收优惠以及后续快速补退税款，

需先采集相关信息。本章节包含个人信息、任职受雇信息、家庭成员信息和银行

卡等相关内容采集。 

（一）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分为【基本信息】、【辅助身份信息】、【可享税收优惠情形】和【境

外人员信息】四部分。 

1．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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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辅助身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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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享税收优惠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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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境外人员信息： 

 

 用户基础信息：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隐藏部分数字）、国籍（地区）、

出生日期、性别和纳税人识别号由系统自动带出，性别和出生日期可修改。 

 户籍所在地：证件类型为居民身份证，自动带出注册时选择的省市地区和详

细地址，可进行修改。 

 经常居住地：证件类型为居民身份证以外的证件类型，自动带出注册时选择

的省市地区和详细地址，可进行修改。 

 联系地址：可编辑省市地区、乡镇街道以及详细地址。 

 学历：分为研究生、大学本科和大学本科以下。 

 民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电子邮箱：填写正确的邮箱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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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助身份信息：纳税人在添加辅助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之后，即可携带辅助

证件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业务。 

 可享税收优惠情形：分为残疾、孤老、烈属三种情形。选择残疾或烈属情形

后，还需补充录入残疾证号（必填）或烈属证号（非必填）并上传证件图片（最

多可添加五张照片）。 

 境外人员信息：居民身份证注册时，该页隐藏不予显示；其他证件注册时，

该页显示，可编辑，据实选择出生地、首次入境时间、预计离境时间和涉税事由

（任职受雇、提供临时劳务、转让财产、从事投资和经营活动和其他)。 

（二）任职受雇信息 

纳税人使用此功能可添加、查看任职受雇信息。 

操作步骤： 

1．点击【个人中心】-【任职受雇信息】； 

2．点击右上角【添加】，进入添加任职受雇信息页面； 

3．录入纳税人识别号后，单位名称自动识别，职务分为普通、中层和高层，

据实填写任职受雇日期与离职日期之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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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若曾经已在办税服务厅完成了基础信息采集，或由扣缴单位报送过基础

信息，则任职受雇信息可以自动带出； 

(2) 由自己增加的信息可以进行修改，但扣缴单位报送的单位信息不可以进

行修改和删除； 

(3) 当员工在扣缴单位离职后，扣缴单位把人员状态修改非正常，是否雇员

修改为否，填写离职日期后，报送，个人手机 APP 端将不会显示该单位的任职

受雇信息。 

（三）家庭成员信息 

家庭成员信息完善后，可用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 

操作步骤： 

1．打开个人所得税 APP，点击【家庭成员信息】； 

2．点击右上角【添加】； 

3．在与我的关系栏选择需要添加的类型； 

4．选择并录入对应添加人员的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姓名【保存】即可； 

5．添加完成系统展现家庭成员列表，可添加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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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银行卡 

银行卡必须是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开户，需填写银行卡号，所属银行会依据银

行卡号自动带出，选择开户行所在省份，填写该卡的银行预留手机号，完成安全

验证后即可添加银行卡，后续可以使用绑定的银行卡来完成税款的缴税与退税。

系统支持添加多张银行卡，添加后的银行卡可以进行解绑和设为默认卡操作。 

操作步骤： 

1．点击【个人中心】-【银行卡】； 

2．点击右上角【添加】； 

3．据实填写银行卡号，系统会自动带出所属银行，选择开户行所在省份，

录入银行卡预留手机号码，点击【下一步】后，系统会发送验证码到银行卡预留

手机号码上，填写短信验证码，点击【完成】，即可完成银行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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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若填写的手机号码不是银行卡预留手机号码，则无法获取到短信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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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 

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是指纳税人根据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需要进行

专项附加扣除的，自行采集或是由扣缴义务人采集。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是指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

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等 6 项专项附加扣除。 

（一）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子女教育 

该功能用于采集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操作步骤： 

1．点击【首页】-【子女教育】； 

2．确认纳税人基本信息无误后点击【下一步】； 

3．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和录入子女教育信息，如当前受教育阶段、教育时间

起和止等，完善后点击【下一步】； 

4．选择是否有配偶和分配方式，若之前未添加过配偶信息选择“有配偶”

后可以在该页面先添加配偶信息，点击【下一步】； 

5．选择申报方式，【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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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同一个子女、同一个“受教育阶段”只能保存一条明细，且所有明细记

录的“受教育日期起、受教育日期止”不能有交叉； 

（二）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继续教育 

该功能用于采集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操作步骤： 

1．点击【首页】-【继续教育】； 

2．确认纳税人基本信息无误后点击【下一步】； 

3．选择扣除年度以及继续教育类型； 

4．据实选择继续教育类型，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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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择申报方式，【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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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大病医疗 

该功能用于采集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操作步骤： 

1．点击【首页】-【大病医疗】； 

2．确认纳税人基本信息无误后点击【下一步】； 

3．选择扣除年度、与纳税人的关系，据实录入个人负担金额以及医疗支出

总金额，点击【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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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住房贷款 

该功能用于采集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操作步骤： 

1．点击【首页】-【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 

2．选择【住房贷款利息支出】； 

3．确认纳税人基本信息无误后，录入房屋信息，产权证明分为房屋所有权

证、不动产权证、房屋买卖合同、房屋预售合同四种。选择房屋所有权证、不动

产权证需填写证书号码；选择房屋买卖合同、房屋预售合同需填写合同编号。信

息完善后点击【下一步】； 

4．选择扣除年度以及贷款方式。贷款方式分为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组

合贷三种，至少填写其中一项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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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择贷款人是否为本人以及分配比例点击【下一步】， 

6．选择申报方式，【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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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住房租金 

该功能用于采集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操作步骤： 

1．点击【首页】-【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 

2．选择【住房租金支出】； 

3．确认纳税人基本信息无误后点击【下一步】； 

4．选择扣除年度，以及录入住房租金支出相关信息； 

5．出租方类型分为自然人和组织，需要录入对应类型的出租人身份证件信

息或出租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点击【下一步】； 

6．选择申报方式，【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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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赡养老人 

该功能用于采集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操作步骤： 

1．点击【首页】-【赡养老人】； 

2．确认纳税人基本信息无误后点击【下一步】； 

3．选择扣除年度以及被赡养人信息点击【下一步】； 

4．选择是否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分配比例为全部由本人扣除；非独生子

女，需录入共同赡养人、本年度月扣除额并选择分摊方式（赡养人平均分摊、赡

养人约定分摊、被赡养人指定分摊），点击下一步； 

5．选择申报方式，【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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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诉管理—身份证号码被冒用 

申诉是指纳税人通过本平台查询数据或者办理业务时，对特定数据信息存在

异议，认为其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可选取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数据记录，将其作

为申诉事由提起申诉，可能适用的场景有：任职受雇单位查询、查询个人明细申

报数据、进行综合所得年度申报等，其中由扣缴义务人申报的明细才可发起申诉，

自行申报的明细记录不提供申诉操作按钮。 

申请异议处理（特定业务）目前仅适用自然人纳税人信息被冒用的情况。信

息被冒用主要是指自然人在进行任职受雇单位查询、申报明细数据查询、综合所

得年度申报（包括更正申报）时，发现系统记录的申报数据实际上并不存在，存

在纳税人信息被冒用，可以通过该功能发起异议处理申请。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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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个人中心】-【任职受雇信息】； 

2．点击需要申诉的企业； 

3．点击【申诉】； 

4．选择申诉类型并完善补充说明，补充说明需大于 15 个字符，确认填写

信息真实有效点击【提交】。 

5．提交申诉后，可通过申诉成功页面点击【查看申诉】或者【个人中心】-

【异议处理记录】查看申诉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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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消息提醒 

当无未读消息时，左上角无数字显示；当未读消息大于等于 1 条且小于等于

99 条时，左上角显示对应的消息数字；当超过 99 条时，显示“99+”。 

 

九、帮助 

帮助中心旨在帮助纳税人了解自然人办税服务平台的各模块功能使用。目前

包括平台简介、账户管理、信息采集三大模块，纳税人可以根据需要自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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