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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税讯 

1、英国公布 2021 年财政预算案 计划上调公司税率[English][2021.03.04] 

摘要： 3 月 3 日，英国政府公布 2021 年财政预算案，宣布上调公司税标准税率，并为企业制定新的增值税和房产税减免措施。 政

府表示，自 2023 年 4 月起，企业税税率将提高至 25%。利润在 5 万英镑（6.98 万美元）... 

2、广东市税务局集中处罚一批虚开增值税电子普票企业[2021.03.04] 

摘要： 近日，广州市税务局发布一则税务文书送达公告，对广州铠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 64 户企业下发税务处理决定书。 64 份税

务处理决定书均为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电... 

3、税务总局助力 2020 年度个税汇算清缴 百问百答、办税指引全面更新[2021.03.03]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更新《个人所得税改革专栏》专题，新增 2020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办税指引、常见问题，

并更新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政策百问百答。 其中，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政策百问... 

4、欧盟拟支持公开国别报告相关信息[English][2021.03.03] 

摘要： 欧洲各国部长近日讨论了关于如何推进公开发布跨国企业国别报告的提案。 在 2 月 25 日举行的非正式视频会议上，国内市

场和工业部长们讨论了如何推进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项拟定指令。该指令将要求大型跨国企业在国别... 

5、上海市税务局明确 2020 年度企业所得税、个税汇算清缴事项[2021.03.02] 

摘要： 3 月 1 日，上海市税务局公布两则通知，提示 2020 年度本市居民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明确办理 2020 年度个人所得税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邮寄申报事项。 上海市税务局对 2020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范围、... 

6、税务总局明确这两项政策暂时继续执行！[2021.03.02] 

摘要： 近日，山西省税务局公布税务总局答复的热点问答，明确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暂时继续适用 3%征收率

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政策。 问答共两则，另一则问答明确，2021... 

7、民进中央两会提案：出台数字税调节收入[2021.03.02] 

摘要： 21 财经 3 月 1 日报道，民进中央拟向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提交提案指出，亟待通过政策优化，深化财政税收

制度改革，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提案指出，为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收入不平等，税收方面可出台数字... 

8、新设立即虚开！依托“一户式”管理机制首起电子专票虚开案件告破[2021.03.02] 

摘要： 税务总局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分步在全国新设立登记的纳税人中推行电子专票，因领用更快捷、交付更便利等优点，得到

越来越多纳税人的认可，不法分子也开始利用电子专票实施虚开发票违法行为，3 月 1 日，税务总局曝... 

9、董明珠：今年“两会”将继续呼吁上调个税起征点至 1 万元[2021.03.01] 

摘要： 证券时报网 2 月 28 日消息，日前，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在全国两会召开前接受媒体采访。 董明珠

表示，今年“两会”期间，将继续呼吁将个人所得税扣税起点上调至 10000 元。现在提倡加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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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0 年个税年度汇算今日启动[2021.03.01] 

摘要： 2020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已于今日启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曾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 号，明确

2020 年度汇算清缴相关事项。 《公告》明确，年度汇算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 

11、欧盟发布关于如何享受英欧新自贸协定税收优惠的指南[English][2021.03.01] 

摘要： 欧盟税务和关税联盟总局日前发布适用于贸易企业的指南，内容明确了《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规定下，企业享受英

国、欧盟商品免税准入优惠必须遵守的规则。 新指南于 2 月 19 日发布，名为《欧盟-英国贸易与合... 

12、英国建筑业拟引入增值税反向征收机制[English][2021.02.26] 

摘要： 英国将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对提供建筑工程服务实行增值税反向征收机制。 根据该规定，一家增值税注册企业向另一家注

册企业提供建筑工程服务并分包时，将不需要缴纳增值税，但需要开具发票声明该服务在国内实行... 

13、山西省公布 3 批近 70 家省级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 可享税费减免政策[2021.02.26] 

摘要： 近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公告，确定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山西省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可按财税〔2019〕46 号文件享受

税费减免政策。 公告显示，三批共确定 66 家企业，涉及装备制造、冶金、汽车制造、通用航... 

14、海关总署：我国进口商品综合税率将至 15.8% 创历史新低[2021.02.26] 

摘要： 海关总署 2 月 25 日通报，“十三五”期间，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8.99 万亿元，同比增长 8.7%。进口商品综合税率由

21.8%降至 15.8%，降幅达 27.5%，创历史新低。 海关总署关税征管司司长姜峰介... 

15、香港财政司司长发表财政预算案 含多项税收措施[2021.02.26] 

摘要： 2 月 21 日，香港政府发表《财政预算案》，财政司司长公布多项税收措施。 财政司司长建议一次性宽减 2020/2021 课税年

度百分之百的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税款，每宗个案以 10,000 元为上限。这... 

法规动态 

1、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内外贸同船运输境内船舶加注保税油和本地生产燃料油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 [财税〔2021〕2 号] [2021.02.26 发布] [2021.02.26 实施] 

摘要：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内外贸同船运输境内船舶加注保税油和本地生产燃料油政策的通知 财税〔2021〕2 号 海南省财政厅、

交通运输厅、商务厅、海口海关，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海南海事局：  ... 

2、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 [财关税〔2021〕7 号] [2021.03.04 发布] [2021.03.04 实施] 

摘要：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21〕7 号 海南省财政厅、海口海关、国家税务总局海

南省税务局：   为贯彻《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经国务院同意，现... 

3、尚未生效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关于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 [2021.03.01 发布] [2021.04.01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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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关于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4、上海市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持续深化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行动方案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委办〔2021〕6 号] [2021.03.02 发布] [2021.03.02 实施] 

摘要： 上海市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持续深化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行动方案 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强改革

系统集成，持续深化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整体提升上海营商环境的国际竞争力，根据《上海市优... 

5、尚未生效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陕西省财政厅 西安海关关于在综合保税区开展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

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陕西省财政厅,西安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陕西省财政厅 西安海关公告 2021 年第 2

号] [2021.02.26 发布] [2021.04.01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陕西省财政厅 西安海关关于在综合保税区开展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陕西省税务局 陕西省财政厅 西安海关公告 2021 年第 2 号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6、关于推动和保障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改财金规

〔2021〕274 号] [2021.02.25 发布] [2021.02.25 实施] 

摘要： 关于推动和保障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 发改财金规〔2021〕27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管理人是在破... 

7、草案 印花税法（草案）征求意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02.28 发布] 

摘要： 印花税法（草案）征求意见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草案）》进行了审议。

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社会公众可以直接登录中国人大... 

8、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三次排除延期清单的公告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税委会公告〔2021〕2 号] [2021.02.26 发布] [2021.02.26 实施] 

摘要：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三次排除延期清单的公告 税委会公告〔2021〕2 号   根据《国务院关税

税则委员会关于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单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2... 

9、湖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湖南省“互联网+发票有奖”活动的公告 

[湖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湖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 [2021.02.28 发

布] [2021.02.28 实施] 

摘要： 湖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湖南省“互联网+发票有奖”活动的公告 湖南省财政厅 国家

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 为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增强消... 

10、关于 2020 年度——2022 年度第二批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的公告 

[财政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公告 2021 年第 5 号] [2021.02.20 发布] [2021.02.20 实施]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xNzAzNTE%3D?searchId=d035948a212040e481691ed07b92c740&index=1&q=%E4%B8%8A%E6%B5%B7%E5%B8%82%E5%8A%A0%E5%BC%BA%E6%94%B9%E9%9D%A9%E7%B3%BB%E7%BB%9F%E9%9B%86%E6%88%90%E6%8C%81%E7%BB%AD%E6%B7%B1%E5%8C%96%E5%9B%BD%E9%99%85%E4%B8%80%E6%B5%81%E8%90%A5%E5%95%86%E7%8E%AF%E5%A2%83%E5%BB%BA%E8%AE%BE%E8%A1%8C%E5%8A%A8%E6%96%B9%E6%A1%88&modul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IxODM%3D?searchId=50ac3c61d94a496688e2bb33dfa434d8&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9%99%95%E8%A5%BF%E7%9C%81%E7%A8%8E%E5%8A%A1%E5%B1%80%20%E9%99%95%E8%A5%BF%E7%9C%81%E8%B4%A2%E6%94%BF%E5%8E%85%20%E8%A5%BF%E5%AE%89%E6%B5%B7%E5%85%B3%E5%85%B3%E4%BA%8E%E5%9C%A8%E7%BB%BC%E5%90%88%E4%BF%9D%E7%A8%8E%E5%8C%BA%E5%BC%80%E5%B1%95%E5%A2%9E%E5%80%BC%E7%A8%8E%E4%B8%80%E8%88%AC%E7%BA%B3%E7%A8%8E%E4%BA%BA%E8%B5%84%E6%A0%BC%E8%AF%95%E7%82%B9%E7%9A%84%E5%85%AC%E5%91%8A&modul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IxODM%3D?searchId=50ac3c61d94a496688e2bb33dfa434d8&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9%99%95%E8%A5%BF%E7%9C%81%E7%A8%8E%E5%8A%A1%E5%B1%80%20%E9%99%95%E8%A5%BF%E7%9C%81%E8%B4%A2%E6%94%BF%E5%8E%85%20%E8%A5%BF%E5%AE%89%E6%B5%B7%E5%85%B3%E5%85%B3%E4%BA%8E%E5%9C%A8%E7%BB%BC%E5%90%88%E4%BF%9D%E7%A8%8E%E5%8C%BA%E5%BC%80%E5%B1%95%E5%A2%9E%E5%80%BC%E7%A8%8E%E4%B8%80%E8%88%AC%E7%BA%B3%E7%A8%8E%E4%BA%BA%E8%B5%84%E6%A0%BC%E8%AF%95%E7%82%B9%E7%9A%84%E5%85%AC%E5%91%8A&modul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xNjY4MjQ%3D?searchId=afa7609af7c54ae58095c415e8642e02&index=1&q=%E5%85%B3%E4%BA%8E%E6%8E%A8%E5%8A%A8%E5%92%8C%E4%BF%9D%E9%9A%9C%E7%AE%A1%E7%90%86%E4%BA%BA%E5%9C%A8%E7%A0%B4%E4%BA%A7%E7%A8%8B%E5%BA%8F%E4%B8%AD%E4%BE%9D%E6%B3%95%E5%B1%A5%E8%81%8C%E8%BF%9B%E4%B8%80%E6%AD%A5%E4%BC%98%E5%8C%96%E8%90%A5%E5%95%86%E7%8E%AF%E5%A2%83%E7%9A%84%E6%84%8F%E8%A7%81&modul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IwODI%3D?searchId=b2a5043c0929474c9bb1bcc93ac8548c&index=1&q=%E5%8D%B0%E8%8A%B1%E7%A8%8E%E6%B3%95%EF%BC%88%E8%8D%89%E6%A1%88%EF%BC%89%E5%BE%81%E6%B1%82%E6%84%8F%E8%A7%81&modul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xNjY5NjA%3D?searchId=21cba6ff543a4f9facb010a0a8b5cd4c&index=1&q=%E5%9B%BD%E5%8A%A1%E9%99%A2%E5%85%B3%E7%A8%8E%E7%A8%8E%E5%88%99%E5%A7%94%E5%91%98%E4%BC%9A%E5%85%B3%E4%BA%8E%E5%AF%B9%E7%BE%8E%E5%8A%A0%E5%BE%81%E5%85%B3%E7%A8%8E%E5%95%86%E5%93%81%E7%AC%AC%E4%B8%89%E6%AC%A1%E6%8E%92%E9%99%A4%E5%BB%B6%E6%9C%9F%E6%B8%85%E5%8D%95%E7%9A%84%E5%85%AC%E5%91%8A&modul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IwODc%3D?searchId=876bba4c89dd4c868269e472b093767d&index=1&q=%E6%B9%96%E5%8D%97%E7%9C%81%E8%B4%A2%E6%94%BF%E5%8E%85%20%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6%B9%96%E5%8D%97%E7%9C%81%E7%A8%8E%E5%8A%A1%E5%B1%80%E5%85%B3%E4%BA%8E%E5%BC%80%E5%B1%952021%E5%B9%B4%E5%BA%A6%E6%B9%96%E5%8D%97%E7%9C%81%E2%80%9C%E4%BA%92%E8%81%94%E7%BD%91%2B%E5%8F%91%E7%A5%A8%E6%9C%89%E5%A5%96%E2%80%9D%E6%B4%BB%E5%8A%A8%E7%9A%84%E5%85%AC%E5%91%8A&modul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xNjYzMDY%3D?searchId=3512d5b99bb04972a7694dc7e58729f6&index=1&q=%E5%85%B3%E4%BA%8E2020%E5%B9%B4%E5%BA%A6%E2%80%94%E2%80%942022%E5%B9%B4%E5%BA%A6%E7%AC%AC%E4%BA%8C%E6%89%B9%E5%85%AC%E7%9B%8A%E6%80%A7%E7%A4%BE%E4%BC%9A%E7%BB%84%E7%BB%87%E6%8D%90%E8%B5%A0%E7%A8%8E%E5%89%8D%E6%89%A3%E9%99%A4%E8%B5%84%E6%A0%BC%E5%90%8D%E5%8D%95%E7%9A%84%E5%85%AC%E5%91%8A&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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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 2020 年度——2022 年度第二批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公告 2021 年

第 5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11、海关总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实施有关事项的公告 

[海关总署] [海关总署公告 2021 年第 16 号] [2021.02.24 发布] [2021.03.01 实施] 

摘要： 海关总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实施有关事项的公告 海关总署公告 2021 年第 1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45 号，以下简称... 

专家锐评 

1、国际贸易税务之特许权使用费 [2021.03.03] 

摘要： 引言 近年来，随着贸易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货物贸易、技术与服务贸易的深入融合，特许权使用费成为海关与税务部门共同

关注的焦点，然而税务与海关对特许权使用费的界定并不一致，同一笔特许权使用费可能会被海关和... 

2、独家 深度剖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刑事案件（一）——基于裁判文书大数据的分析和思考 [2021.03.03] 

摘要： 引 言 财政乃庶政之母，税收为国家之命脉。根据统计，2020 年我国的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 75%。根据财政部

公布的 2020 年我国税收收入数据，国内增值税的收入位居我国全部税收之首，是中国最主要... 

3、上海地区企业购房政策简析（含买卖双方应缴税费案例） [2021.03.03] 

摘要： 一、问题的提出 近期，笔者接到一些拟以企业名义购房的咨询，如以企业名义买房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有哪些限制？交易时

涉及何种税费等？ 笔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检索与研究，现简要整理如下，以期对各位有需求的读... 

4、生物柴油企业适用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及个人源头采购发票风险如何防范？ [2021.03.03] 

摘要： 除消费税风险外，生物柴油行业的增值税风险同样不容忽视。一方面，生物柴油作为可再生资源，可以适用增值税即征即退

政策。经检索国内某家大型生物柴油生产企业披露的财务数据，近年来，公司净利润超过 50％来源于增... 

5、探讨大数据下的企业税务风险管理 [2021.03.02] 

摘要： 一、引言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为了增强自身市场竞争

实力，在市场竞争当中能够占据有利的市场地位，不但需要加强先进技术的运用，提高自身的核心竞... 

6、股权激励企业所得税扣除专题之二——为什么股权激励会计确认费用经常远远小于行权个税应税所得 

[2021.03.02] 

摘要： 说实话，《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5 号）第

八条 “关于税前扣除规定与企业实际会计处理之间的协调问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一... 

7、一文全解加计抵减的税会处理及申报操作 [2021.03.02] 

摘要： 加计抵减税会处理的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

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IwNDk%3D?searchId=7a5b73a534b941ebb29a6feadb10a167&index=1&q=%E6%B5%B7%E5%85%B3%E6%80%BB%E7%BD%B2%E5%85%B3%E4%BA%8E%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6%B5%B7%E5%85%B3%E8%BF%9B%E5%87%BA%E5%8F%A3%E8%B4%A7%E7%89%A9%E5%87%8F%E5%85%8D%E7%A8%8E%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3%80%8B%E5%AE%9E%E6%96%BD%E6%9C%89%E5%85%B3%E4%BA%8B%E9%A1%B9%E7%9A%84%E5%85%AC%E5%91%8A&modul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1OTM%3D?searchId=7d5c7422270a441cbf6bf2698e900348&index=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1ODk%3D?searchId=7d5c7422270a441cbf6bf2698e900348&index=2&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2MTg%3D?searchId=7d5c7422270a441cbf6bf2698e900348&index=3&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3Mjc%3D?searchId=7d5c7422270a441cbf6bf2698e900348&index=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1NTE%3D?searchId=7d5c7422270a441cbf6bf2698e900348&index=5&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3NTk%3D?searchId=7d5c7422270a441cbf6bf2698e900348&index=6&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3Njk%3D?searchId=7d5c7422270a441cbf6bf2698e900348&index=7&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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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20 年度个税汇算清缴已经开始，以下要点请您关注 [2021.03.02] 

摘要： 一年一度的个税汇算清缴已经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再一次启动。关于 2020 年度的个税综合所得的汇算清缴，国家税务总局

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 2020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 

9、研发加计专题第一期：研发活动税收优惠汇总 [2021.03.01] 

摘要： 前 言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

重要论述的重要内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离不开开展研发活动这一重要途径，从全球来看，各国... 

10、钢铁行业税负重、利润低，行业运行面临诸多税务问题 [2021.03.01] 

摘要： 近年来，制造业税负偏重已成为众多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钢铁行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基础产业，也同样面临较高的税负压

力。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中央政府开启了减税举措，制造业增值税由 16%降至 13%。那么当前... 

11、研发加计专题第三期：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之研发活动 [2021.03.01] 

摘要： 前言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系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大多数人认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只要企业财务人员核算研发费用即可。所

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研发活动则无研发费用，同时无法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今天我们就研发... 

12、北京中关村企业税收优惠新政之技术转让 [2021.03.01] 

摘要： 背景介绍 2020 年 8 月 28 日，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商务部关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的工作方案》（国函[2020]123 号，以下简称“《... 

13、股权激励企业所得税扣除专题之一——权益结算的股权激励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理论基础 [2021.03.01] 

摘要： 对于股权激励的企业所得税扣除问题，虽然国家税务总局曾于 2012 年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我国居民企业实行股权激励

计划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8 号），实践执行中还是有... 

14、研发加计专题第二期：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基数“三大判定” [2021.03.01] 

摘要： 前言 天职税务研发加计扣除团队根据对政策的理解和过往经验，开设研发加计扣除专题篇，共五期，上一期我们对研发活动

税收优惠进行了汇总，本期的主题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基数“三大判定”。2020 年年度企业所得... 

15、春节期间的各种礼品如何进行税会处理？ [2021.02.27] 

摘要： 咨询：春节期间的各种礼品如何进行税会处理？ 解答： 企业春节期间发生的各种礼品，需要区分几种情形： 一、礼品发放

的对象是内部员工 （一）作为春节的过节礼品 这种情形，属于一种员工福利的性质... 

16、企业招录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如何进行纳税申报？ [2021.02.27] 

摘要： 网友：我公司为安徽某地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2 月份招录 11 名重点群体，均持有《就业创业证》，与之签订 2 

年期劳动合同，并缴纳相关社会保险费。我公司 2 月份应纳增值税 2000 元、城市维护建... 

17、看过来！美国众议院通过拜登 1.9 万亿新 ARPA《美国救援计划法案》主要内容和税务影响 [2021.02.27]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3MzI%3D?searchId=7d5c7422270a441cbf6bf2698e900348&index=8&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0MTA%3D?searchId=7d5c7422270a441cbf6bf2698e900348&index=9&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0MjI%3D?searchId=7d5c7422270a441cbf6bf2698e900348&index=10&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0NDc%3D?searchId=7d5c7422270a441cbf6bf2698e900348&index=1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1NDY%3D?searchId=7d5c7422270a441cbf6bf2698e900348&index=12&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3NjI%3D?searchId=7d5c7422270a441cbf6bf2698e900348&index=13&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c2OTE%3D?searchId=7d5c7422270a441cbf6bf2698e900348&index=1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0Mzg%3D?searchId=7d5c7422270a441cbf6bf2698e900348&index=15&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0NDI%3D?searchId=7d5c7422270a441cbf6bf2698e900348&index=16&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0NTM%3D?searchId=7d5c7422270a441cbf6bf2698e900348&index=17&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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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编注 看过来！美国众议院通过拜登 1.9 万亿新 ARPA《美国救援计划法案》主要内容和税务影响 美国众议院刚刚在今天通

过了新的疫情刺激法案 ARPA，该法案正式进入参议院审议，如果顺利通过，将由总统拜登... 

18、拆迁还建几个有争议的涉税问题 [2021.02.26] 

摘要： 拆迁还建，即安置房补偿，是房地产企业为取得土地使用权，以原地或异地建设的房屋补偿给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使原所

有人继续保持其对房屋的所有权，也就是常说的“拆一还一”的实物补偿形式。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这... 

19、元年已过，拐点将至：网络货运行业税务合规做到了吗？ [2021.02.26] 

摘要： 编者按：2013 年中国物流市场规模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并持续增长。根据国家发改委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

据显示，2019 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到 298 万亿元。2020 年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自 2... 

裁判文书 

1、【新增判例】陈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刑事通知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1)新 30 刑申 3 号] [2021.02.28] 

摘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驳回申诉通知书 （2021）新 30 刑申 3 号 陈霞： 你因丈夫罗欣

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发票罪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市人民法院于 20... 

2、【新增判例】张良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罚变更刑事裁定书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赣 01 刑更 1074 号] [2021.02.28] 

摘要：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赣 01 刑更 1074 号 罪犯张良见，男，1981 年 11 月 10 日出生，汉族，

山东省梁山县人，小学文化。现在江西省南昌监狱服刑。 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 

3、【新增判例】周小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罚变更刑事裁定书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赣 01 刑更 805 号] [2021.02.28] 

摘要：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赣 01 刑更 805 号 罪犯周小富，男，1979 年 10 月 27 日出生，汉族，浙

江省台州市人，高中文化。现在江西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 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 

4、【新增判例】471 胡为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罚与执行变更刑事裁定书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苏 02 刑更 471 号] [2021.02.26] 

摘要：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苏 02 刑更 471 号 罪犯胡为杰。现在江苏省宜兴监狱服刑。 启东市人民

法院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作出(2018)苏 0681 刑初 285 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 

5、【新增判例】陈连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发票罪减刑刑事裁定书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1)吉 24 刑更 37 号] [2021.02.26] 

摘要：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吉 24 刑更 37 号 罪犯陈连文，男，1980 年 10 月 20 日生，

汉族，黑龙江省穆棱市人，初中文化。现于吉林省延吉监狱服刑。 2019 年 2 月 27 日... 

6、【新增判例】杨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减刑假释刑事裁定书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21)沪 02 刑更 129 号] [2021.02.26]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yNTE%3D?searchId=7d5c7422270a441cbf6bf2698e900348&index=18&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0MjQ%3D?searchId=7d5c7422270a441cbf6bf2698e900348&index=19&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MzYwMTI4MjE%3D?searchId=08398ba0756548a490974a00bb7b2a03&index=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MzU4NzkzNzI%3D?searchId=08398ba0756548a490974a00bb7b2a03&index=2&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MzU3NDcyODc%3D?searchId=08398ba0756548a490974a00bb7b2a03&index=3&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MzU2MDc3Njc%3D?searchId=08398ba0756548a490974a00bb7b2a03&index=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MzU2NjE4NTA%3D?searchId=08398ba0756548a490974a00bb7b2a03&index=5&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MzU4NTE2Njk%3D?searchId=08398ba0756548a490974a00bb7b2a03&index=6&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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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沪 02 刑更 129 号   罪犯杨伟，男，1978 年 9 月 5 日生，汉族。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作出了(2018)沪... 

7、【新增判例】黄国纲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罚与执行变更刑事裁定书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苏 02 刑更 472 号] [2021.02.26] 

摘要：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苏 02 刑更 472 号 罪犯黄国纲。现在江苏省宜兴监狱服刑。 江苏省昆山

市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11 月 16 日作出(2016)苏 0583 刑初 606 号刑事判决... 

8、【新增判例】陈金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罚与执行变更刑事裁定书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苏 02 刑更 423 号] [2021.02.26] 

摘要：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苏 02 刑更 423 号 罪犯陈金明。现在江苏省宜兴监狱服刑。 张家港市人

民法院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作出（2016）苏 0582 刑初 1197 号刑事判决，认... 

9、【新增判例】乔建兵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减刑假释刑事裁定书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21)沪 02 刑更 124 号] [2021.02.26] 

摘要：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沪 02 刑更 124 号   罪犯乔建兵，男，1981 年 10 月 28 日生，汉族。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作出了(2017... 

10、【新增判例】周建、周文强、杨仁和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一审刑事

判决书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602 刑初 831 号] [2021.02.26] 

摘要：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20）浙 0602 刑初 831 号 公诉机关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周

建，男，1981 年 2 月 19 日出生于福建省浦城县，汉族，本科文化，农民，住福建省浦城... 

更多内容 

威科专题 

1、月度亮点提示 [2021.03.02] 

摘要： 为帮助您了解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最新法规变化，触摸税法领域的前沿咨讯，威科编辑团队特此编辑整理了亮点提示, 欢迎点

击查阅。 

2、现行有效外汇管理主要法规目录汇编（持续更新） [2021.03.01] 

摘要：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更新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现行有效外汇管理主要法规目录》。更新后的《目录》共收

录外汇管理主要法规 189 件，按照综合、经常项目外汇管理、资本项目外汇管理、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市

场、国际收支与外汇统计、外汇检查与法规适用、外汇科技管理等 8 大项目分类，并根据具体业务类型分为若干子项。本次新增入

《目录》文件主要涉及经常项目外汇业务、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信息系统代码标准

管理、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核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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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经要闻月度报告 [2021.02.26] 

摘要： 本报告荟集国内宏观经济（国内进出口、外汇储备、GDP、PMI、CPI、PPI、货币供应量等数据及相关分析）；宏观政策动

态、解读及市场热点；税务政策动态，税务相关文件及解读；财经动态，国内、国际权威机构动态及重要财经事件，总结财税实务探

究内容，实务案例解析和月度财经看点推荐关注。最新一期 2021 年 2 月份月报已发布，欢迎点击查看。 

 

【温馨提示】 

本期精选内容推荐源自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丨税法合规模块，欢迎登陆税法合规模块获取更多支

持。 如有疑问欢迎联系：joy.yuan@wolterskluwer.com ; leo.yang@woltersklu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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