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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税讯 

1.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财税支持措施[English][2021.08.26] 

摘要： 8 月 25 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财税支持措施；审议通过《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21—2030 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 会议指出，要加... 

2. 税务总局：正在对个别隐瞒高收入未如实申报纳税的人员立案检查[2021.08.26] 

摘要： 8 月 26 日，国家税务总局官网曝光 5 起税警联合查处的增值税发票虚开骗税案件，法院已对涉案人员依法予以判决。 其

中，大连 “5·03”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的主犯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其... 

3. 税务局再强调将对商家拒开发票行为进行处罚[2021.08.25] 

摘要： 8 月 25 日，海南省税务局发布温馨提示，旨在规范纳税人发票开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二

十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 

4. 美国发布零工经济税收变化报告[English][2021.08.24] 

摘要： 美国国会研究处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零工经济工人税收待遇的新报告，旨在解读现行法律、近期法律的变化，为关于未来趋

势变化的讨论提供信息。 该报告讨论了零工经济的范围、该领域的税收待遇和参与者可享受的税收减... 

5. 德国和美国就自动交换国别报告达成协议[English][2021.08.23] 

摘要： 德国财政部近日宣布，已与美国国税局就交换国别报告达成协议。 两国已同意延长现有安排，自 2020 财政年度起自动交换

国别报告。 双方当局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指出，与往年安排一样，美国和德国继续就政府间协... 

6. 南京：暂免征收受疫情影响的住宿餐饮等行业三季度“房土两税”[2021.08.23] 

摘要： 8 月 21 日，南京市政府印发《关于应对疫情影响支持企业稳定发展的若干举措》，其中未注明期限的条款有效期至 2021 年

底。 《若干举措》指出，减轻困难企业税收负担。对受疫情影响的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交通运... 

7. 英国皇家税务与海关总署发布具有不确定性的税务处理指南[English][2021.08.20] 

摘要： 英国皇家税务与海关总署（HMRC）近日发布一份详细指南，内容涉及英国的一项新制度即不确定性涉税事项报告制度。 去

年的春季预算案宣布了这项措施，该措施旨在提高 HMRC 识别企业采用与其观点不同的法律解释... 

8. 案例｜增值税发票拖延不开 法院判决卖方赔偿买方税额损失[2021.08.20] 

摘要： 北京法院网消息，北京一中院近日审结了一起涉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及时相关的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案件，最终作出维持

判决，支持买方的诉讼请求，由卖方赔偿税额损失。 2018 年 4 月，供货方与订货方签订合同，约... 

9.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完善子女教育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制度[2021.08.19]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k3NDM%3D?searchId=3786aae61e8946c1b09759a4f4ac6390&index=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k3NDQ%3D?q=&module=tax-law&title=%E5%9B%BD%E5%8A%A1%E9%99%A2%E5%B8%B8%E5%8A%A1%E4%BC%9A%E8%AE%AE%E9%83%A8%E7%BD%B2%E9%95%BF%E6%B1%9F%E7%BB%8F%E6%B5%8E%E5%B8%A6%E5%8F%91%E5%B1%95%E7%9A%84%E8%B4%A2%E7%A8%8E%E6%94%AF%E6%8C%81%E6%8E%AA%E6%96%BD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k3NTk%3D?searchId=3786aae61e8946c1b09759a4f4ac6390&index=3&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k2ODU%3D?searchId=3786aae61e8946c1b09759a4f4ac6390&index=6&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k2MDM%3D?searchId=3786aae61e8946c1b09759a4f4ac6390&index=7&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k2MDQ%3D?q=&module=tax-law&title=%E7%BE%8E%E5%9B%BD%E5%8F%91%E5%B8%83%E9%9B%B6%E5%B7%A5%E7%BB%8F%E6%B5%8E%E7%A8%8E%E6%94%B6%E5%8F%98%E5%8C%96%E6%8A%A5%E5%91%8A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k1MjM%3D?searchId=551b8f56a5bb426fa10ec82401fa9059&index=1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k1MjQ%3D?q=&module=tax-law&title=%E5%BE%B7%E5%9B%BD%E5%92%8C%E7%BE%8E%E5%9B%BD%E5%B0%B1%E8%87%AA%E5%8A%A8%E4%BA%A4%E6%8D%A2%E5%9B%BD%E5%88%AB%E6%8A%A5%E5%91%8A%E8%BE%BE%E6%88%90%E5%8D%8F%E8%AE%A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k1MzE%3D?searchId=551b8f56a5bb426fa10ec82401fa9059&index=13&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k0NDE%3D?searchId=551b8f56a5bb426fa10ec82401fa9059&index=15&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k0NDI%3D?q=&module=tax-law&title=%E8%8B%B1%E5%9B%BD%E7%9A%87%E5%AE%B6%E7%A8%8E%E5%8A%A1%E4%B8%8E%E6%B5%B7%E5%85%B3%E6%80%BB%E7%BD%B2%E5%8F%91%E5%B8%83%E5%85%B7%E6%9C%89%E4%B8%8D%E7%A1%AE%E5%AE%9A%E6%80%A7%E7%9A%84%E7%A8%8E%E5%8A%A1%E5%A4%84%E7%90%86%E6%8C%87%E5%8D%97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k0NTU%3D?searchId=551b8f56a5bb426fa10ec82401fa9059&index=17&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kzNjk%3D?searchId=551b8f56a5bb426fa10ec82401fa9059&index=19&q=&module=tax-law


 2021.08.13-2021.08.26 

摘要： 媒体报道，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近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志今建议

个人所得税政策同步进行倾斜性调整，进一步完善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并表示，“现行的个... 

10. 河南灾后重建措施：加快退税和依规缓税[2021.08.19] 

摘要： 8 月 18 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支持企业加快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经营十条措施》，提出了加快退税和依规缓税等

十项具体措施。 《措施》明确，对符合退税条件的，要应退尽退、应退快退。加快增值税留抵退税... 

11. 广西自贸区：灵活用工运营监管平台的运营企业可代征增值税、附加税费等[2021.08.18] 

摘要： 近日，《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关于做好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工作促进灵活用工平台经济健

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印发，有效期三年。 《若干措施》明确授权委托代征资质、优化增值税发票代开... 

12. 湖南高院、税务局：不得在拍卖公告中要求买受人概括承担全部税费[2021.08.18] 

摘要： 近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不动产司法拍卖涉税事项办理的意见》，

对定向询价和应缴税费测算、纳税缴费义务确定、税费凭证和发票取得等事项办理提出了明确要求。 ... 

13. 巴基斯坦将对线上市场引入新的预提税[English][2021.08.17] 

摘要： 巴基斯坦联邦税务局已确认，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向巴基斯坦消费者提供服务的线上市场将适用新的税收制度。 被

《2021 年财政法案》修订的巴基斯坦《销售税法案》明确，从某个日期开始，线上市场将适用新的... 

14. 上海临港“十四五”规划：积极探索支持总部经济等方面的特殊税制安排[2021.08.13] 

摘要： 8 月 12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构建高水平国际

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体系。 《规划》提出，要加快探索实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政策... 

15. 北京税务局明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不属于免税的福利范围[2021.08.13] 

摘要： 8 月 13 日，北京市税务局发布 2021 年 7 月个人所得税热点问题，解答了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不属于可以免税的福利范围具

体等问题。 北京税务局总结了不属于免税的福利费范围的收入，具体包括：(1)超过国家规定... 

16. 马尔代夫等三个国家签署经合组织多边税收公约[English][2021.08.13] 

摘要： 8 月 11 日，马尔代夫、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卢旺达在巴黎经合组织总部签署了《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 此外，约旦已交

存《公约》批准书，确保《公约》能够从 2022 年起对约旦生效。 《公约》使各司法管辖区能... 

17. 甘肃拟加强跨境电商综试区零售出口货物免税管理[2021.08.13] 

摘要： 甘肃省税务局拟联合省财政厅 、省商务厅和兰州海关制定《甘肃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出口货物免税管理办法》，

并于 8 月 12 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办法》适用于甘肃省范围内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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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动态 

1. 尚未生效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税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3 号] [2021.08.20 发布] [2021.10.01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税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3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 

2. 关于印发《广西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07.30 发布] [2021.07.30 实施] 

摘要： 关于印发《广西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自治区党委各部委，自治

区各委办厅局，各人民团体，各高等学校： 《广西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实... 

3.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城市更新税收指引（2021 年版）》

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穗税发〔2021〕93 号] [2021.08.10 发布] [2021.08.10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城市更新税收指引（2021 年版）》的通知 穗税发

〔2021〕93 号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各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各... 

4. 尚未生效 浙江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确定城市维护建设税纳税人所在地的通知 

[浙江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浙财税政〔2021〕11 号] [2021.08.19 发布] [2021.09.01 实施] 

摘要： 浙江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确定城市维护建设税纳税人所在地的通知 浙财税政〔2021〕11 号 各市、县

（市、区）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各市、县（市、区）税务局： 根据... 

5. 关于确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群众团体 2021 年度—2023 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告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6 号] [2021.07.29 发布] [2021.07.29 实施] 

摘要： 关于确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群众团体 2021 年度—2023 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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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财政部关于巴拿马共和国籍的应税船舶适用船舶吨税优惠税率的通知  

[财政部] [财关税〔2021〕39 号] [2021.08.10 发布] [2021.05.17 实施] 

摘要： 财政部关于巴拿马共和国籍的应税船舶适用船舶吨税优惠税率的通知 财关税〔2021〕39 号 海关总署：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拿马共和国政府海运协定》... 

7. 海关总署关于巴拿马共和国籍的应税船舶适用船舶吨税优惠税率的公告 

[海关总署] [海关总署公告 2021 年第 61 号] [2021.08.13 发布] [2021.05.17 实施] 

摘要： 海关总署关于巴拿马共和国籍的应税船舶适用船舶吨税优惠税率的公告 海关总署公告 2021 年第 61 号   根据《财政部关

于巴拿马共和国籍的应税船舶适用船舶吨税优惠税率的通知》（财关税〔2021〕39...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U2NTM%3D?searchId=ca1ef2cff4f54d268234d59ed4b5c2f0&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5%8E%A6%E9%97%A8%E5%B8%82%E7%A8%8E%E5%8A%A1%E5%B1%80%E5%85%B3%E4%BA%8E%E6%88%BF%E4%BA%A7%E7%A8%8E%E5%92%8C%E5%9F%8E%E9%95%87%E5%9C%9F%E5%9C%B0%E4%BD%BF%E7%94%A8%E7%A8%8E%E5%9B%B0%E9%9A%BE%E5%87%8F%E5%85%8D%E7%A8%8E%E6%9C%89%E5%85%B3%E4%BA%8B%E9%A1%B9%E7%9A%84%E5%85%AC%E5%91%8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U2NTQ%3D?searchId=e4ed1c9ae3034be0afe94174fdb36ac7&index=1&q=%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5%B9%BF%E8%A5%BF%E8%BF%9B%E4%B8%80%E6%AD%A5%E6%B7%B1%E5%8C%96%E7%A8%8E%E6%94%B6%E5%BE%81%E7%AE%A1%E6%94%B9%E9%9D%A9%E5%AE%9E%E6%96%BD%E6%96%B9%E6%A1%88%E3%80%8B%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U2NTU%3D?searchId=458780e968c04c569c932007f07bed75&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5%B9%BF%E5%B7%9E%E5%B8%82%E7%A8%8E%E5%8A%A1%E5%B1%80%20%E5%B9%BF%E5%B7%9E%E5%B8%82%E4%BD%8F%E6%88%BF%E5%92%8C%E5%9F%8E%E4%B9%A1%E5%BB%BA%E8%AE%BE%E5%B1%80%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5%B9%BF%E5%B7%9E%E5%B8%82%E5%9F%8E%E5%B8%82%E6%9B%B4%E6%96%B0%E7%A8%8E%E6%94%B6%E6%8C%87%E5%BC%95%EF%BC%882021%E5%B9%B4%E7%89%88%EF%BC%89%E3%80%8B%E7%9A%84&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U2NTU%3D?searchId=458780e968c04c569c932007f07bed75&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5%B9%BF%E5%B7%9E%E5%B8%82%E7%A8%8E%E5%8A%A1%E5%B1%80%20%E5%B9%BF%E5%B7%9E%E5%B8%82%E4%BD%8F%E6%88%BF%E5%92%8C%E5%9F%8E%E4%B9%A1%E5%BB%BA%E8%AE%BE%E5%B1%80%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5%B9%BF%E5%B7%9E%E5%B8%82%E5%9F%8E%E5%B8%82%E6%9B%B4%E6%96%B0%E7%A8%8E%E6%94%B6%E6%8C%87%E5%BC%95%EF%BC%882021%E5%B9%B4%E7%89%88%EF%BC%89%E3%80%8B%E7%9A%84&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1MDcyNDQ%3D?searchId=9288d3c6a7d44f228920af45b863b4ce&index=1&q=%E6%B5%99%E6%B1%9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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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99%E6%B1%9F%E7%9C%81%E7%A8%8E%E5%8A%A1%E5%B1%80%E5%85%B3%E4%BA%8E%E7%A1%AE%E5%AE%9A%E5%9F%8E%E5%B8%82%E7%BB%B4%E6%8A%A4%E5%BB%BA%E8%AE%BE%E7%A8%8E%E7%BA%B3%E7%A8%8E%E4%BA%BA%E6%89%80%E5%9C%A8%E5%9C%B0%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U2NDI%3D?searchId=bbb599f7bee945278acf7fdac7222c63&index=1&q=%E5%85%B3%E4%BA%8E%E7%A1%AE%E8%AE%A4%E4%B8%AD%E5%9B%BD%E7%BA%A2%E5%8D%81%E5%AD%97%E4%BC%9A%E6%80%BB%E4%BC%9A%E7%AD%89%E7%BE%A4%E4%BC%97%E5%9B%A2%E4%BD%932021%E5%B9%B4%E5%BA%A6%E2%80%942023%E5%B9%B4%E5%BA%A6%E5%85%AC%E7%9B%8A%E6%80%A7%E6%8D%90%E8%B5%A0%E7%A8%8E%E5%89%8D%E6%89%A3%E9%99%A4%E8%B5%84%E6%A0%BC%E7%9A%84%E5%85%AC%E5%91%8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0OTU2MzI%3D?searchId=4a262eceff6e4beaab9a29dea65c88c0&index=1&q=%E8%B4%A2%E6%94%BF%E9%83%A8%E5%85%B3%E4%BA%8E%E5%B7%B4%E6%8B%BF%E9%A9%AC%E5%85%B1%E5%92%8C%E5%9B%BD%E7%B1%8D%E7%9A%84%E5%BA%94%E7%A8%8E%E8%88%B9%E8%88%B6%E9%80%82%E7%94%A8%E8%88%B9%E8%88%B6%E5%90%A8%E7%A8%8E%E4%BC%98%E6%83%A0%E7%A8%8E%E7%8E%87%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U0NTU%3D?searchId=3f71cb7be93842fc90e5289fce2f58a7&index=1&q=%E6%B5%B7%E5%85%B3%E6%80%BB%E7%BD%B2%E5%85%B3%E4%BA%8E%E5%B7%B4%E6%8B%BF%E9%A9%AC%E5%85%B1%E5%92%8C%E5%9B%BD%E7%B1%8D%E7%9A%84%E5%BA%94%E7%A8%8E%E8%88%B9%E8%88%B6%E9%80%82%E7%94%A8%E8%88%B9%E8%88%B6%E5%90%A8%E7%A8%8E%E4%BC%98%E6%83%A0%E7%A8%8E%E7%8E%87%E7%9A%84%E5%85%AC%E5%91%8A&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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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1 年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再分配公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2021.08.12 发布] [2021.08.12 实施] 

摘要： 2021 年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再分配公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根据《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

理暂行办法》（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2003 年第 4 号，以下简称《... 

9. 江西省支持乡村振兴税费优惠政策指引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 [2021.08.13 发布] [2021.08.13 实施] 

摘要： 江西省支持乡村振兴税费优惠政策指引 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支持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的税费优惠政策。近期，财政

部、税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又联合发布公告，延长部分扶贫税收优惠... 

10.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English][中英对照][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发〔2021〕13 号] [2021.07.22 发布] [2021.07.22 实施] 

摘要：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沪府发〔2021〕13 号 各

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发... 

查看更多 

专家锐评 

1. 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转增资本公积为什么不征税——再谈所得的概念 

[叶永青] [金杜律师事务所] [2021.08.26] 

摘要： 这会是一篇很短的文章，只是希望从所得角度在规则层面进行一个讨论。 首先，所得是什么实际上是需要税法回答的一个问

题。因为所得本身的定义和内涵实际上决定了税法如何看待民商事的交易，如何在复杂的交易中识别... 

2. 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能否提取折旧并税前扣除？ 

[王冬生,孙延玲,马雯丽] [北京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1.08.26] 

摘要： 2019 年，北京税局发布《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这是很有价值的一份材料。但是，其

中关于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税务处理部分，还是值得商榷。本文结合税法的有关规定... 

3. 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中员工税负问题简析 

[郑曦林,王炫燕] [立方律师事务所] [2021.08.25] 

摘要： 员工股权激励通常是公司为吸引和奖励公司核心技术人才和管理骨干，增强公司竞争力并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而建立的员

工长效激励机制。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实施员工股权激励的，都面临员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问题，而税... 

4. 《行政处罚法》的修订对海关行政处罚的影响 

[吕友臣] [德恒律师事务所] [2021.08.23]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0OTU3NTU%3D?searchId=0901ae241b684846af911757d27c595b&index=1&q=2021%E5%B9%B4%E5%86%9C%E4%BA%A7%E5%93%81%E8%BF%9B%E5%8F%A3%E5%85%B3%E7%A8%8E%E9%85%8D%E9%A2%9D%E5%86%8D%E5%88%86%E9%85%8D%E5%85%AC%E5%91%8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U0NTQ%3D?searchId=93d70ec2eb664e25a771a6712f7a2973&index=1&q=%E6%B1%9F%E8%A5%BF%E7%9C%81%E6%94%AF%E6%8C%81%E4%B9%A1%E6%9D%91%E6%8C%AF%E5%85%B4%E7%A8%8E%E8%B4%B9%E4%BC%98%E6%83%A0%E6%94%BF%E7%AD%96%E6%8C%87%E5%BC%9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UzNzU%3D?searchId=811abd8c16314081bef96b9be6787dfd&index=1&q=%E4%B8%8A%E6%B5%B7%E5%B8%82%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4%B8%AD%E5%9B%BD%EF%BC%88%E4%B8%8A%E6%B5%B7%EF%BC%89%E8%87%AA%E7%94%B1%E8%B4%B8%E6%98%93%E8%AF%95%E9%AA%8C%E5%8C%BA%E4%B8%B4%E6%B8%AF%E6%96%B0%E7%89%87%E5%8C%BA%E5%8F%91%E5%B1%95%E2%80%9C%E5%8D%81%E5%9B%9B%E4%BA%94%E2%80%9D%E8%A7%84%E5%88%92%E3%80%8B%E7%9A%84%E9%80%9A%E7%9F%A5&modul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UzNzVfRW4%3D?q=%E4%B8%8A%E6%B5%B7%E5%B8%82%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4%B8%AD%E5%9B%BD%EF%BC%88%E4%B8%8A%E6%B5%B7%EF%BC%89%E8%87%AA%E7%94%B1%E8%B4%B8%E6%98%93%E8%AF%95%E9%AA%8C%E5%8C%BA%E4%B8%B4%E6%B8%AF%E6%96%B0%E7%89%87%E5%8C%BA%E5%8F%91%E5%B1%95%E2%80%9C%E5%8D%81%E5%9B%9B%E4%BA%94%E2%80%9D%E8%A7%84%E5%88%92%E3%80%8B%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itle=%E4%B8%8A%E6%B5%B7%E5%B8%82%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4%B8%AD%E5%9B%BD%EF%BC%88%E4%B8%8A%E6%B5%B7%EF%BC%89%E8%87%AA%E7%94%B1%E8%B4%B8%E6%98%93%E8%AF%95%E9%AA%8C%E5%8C%BA%E4%B8%B4%E6%B8%AF%E6%96%B0%E7%89%87%E5%8C%BA%E5%8F%91%E5%B1%95%E2%80%9C%E5%8D%81%E5%9B%9B%E4%BA%94%E2%80%9D%E8%A7%84%E5%88%92%E3%80%8B%E7%9A%84%E9%80%9A%E7%9F%A5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UzNzVk?q=%E4%B8%8A%E6%B5%B7%E5%B8%82%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4%B8%AD%E5%9B%BD%EF%BC%88%E4%B8%8A%E6%B5%B7%EF%BC%89%E8%87%AA%E7%94%B1%E8%B4%B8%E6%98%93%E8%AF%95%E9%AA%8C%E5%8C%BA%E4%B8%B4%E6%B8%AF%E6%96%B0%E7%89%87%E5%8C%BA%E5%8F%91%E5%B1%95%E2%80%9C%E5%8D%81%E5%9B%9B%E4%BA%94%E2%80%9D%E8%A7%84%E5%88%92%E3%80%8B%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itle=%E4%B8%8A%E6%B5%B7%E5%B8%82%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4%B8%AD%E5%9B%BD%EF%BC%88%E4%B8%8A%E6%B5%B7%EF%BC%89%E8%87%AA%E7%94%B1%E8%B4%B8%E6%98%93%E8%AF%95%E9%AA%8C%E5%8C%BA%E4%B8%B4%E6%B8%AF%E6%96%B0%E7%89%87%E5%8C%BA%E5%8F%91%E5%B1%95%E2%80%9C%E5%8D%81%E5%9B%9B%E4%BA%94%E2%80%9D%E8%A7%84%E5%88%92%E3%80%8B%E7%9A%84%E9%80%9A%E7%9F%A5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legislation/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legislation/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IzNjg%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2&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IzNTI%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IzMjA%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3&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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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政处罚法》与《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并称我国行政法的“三驾马车”。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尚未出台之

前，三部法律与《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共同构筑了我国行政法治的基本框架... 

5. 有关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的那些事儿……股权转让税收系列③ 

[崔岩双] [星瀚律师事务所] [2021.08.23] 

摘要： 股权转让是实现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企业控制权结构调整、实现个人财富增加的重要手段，其在商业实践中也不断涌

现出新形式。股权转让所涉个人所得税问题亦是税务稽查惯常性的工作重点，但因股权转让的税收政策散... 

6. 首发 众望所归 —— 《个人信息保护法》之个人金融信息保护与征税（二） 

[廖敏]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 [2021.08.21] 

摘要： 2021 年 8 月 20 日，备受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个人信息保护

法》”）。该法的通过开启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新篇章。本文将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结合《个人金... 

7. 税法脑立方——承债式股权转让涉税分析 

[陈玉峰] [2021.08.20] 

摘要： 承债式股权转让，就是股权收购方与股权转让方通过协议约定，在某一时间节点以前被投资企业的债务由原股东偿还，以保

障新股东规避被投资企业可能存在的隐性债务风险。 承债式股权转让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因承债式股... 

8. 广州、苏州等地区：所有申报高新资格的企业全部实地核查 

[明税律师事务所] [2021.08.19] 

摘要： 2021 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已接近尾声，各地正在开展本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评审及实地核查工作，部分地区要

求对所有提交申报资料的企业全部进行实地核查。本文通过分析广州、苏州等地区本年度实地核查的... 

9. 洋浦保税港区加工增值内销货物免关税新政学习体会 

[王永亮]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021.08.19] 

摘要： 2021 年 7 月 8 日，《海关对洋浦保税港区加工增值货物内销税收征管暂行办法（ 署税函〔2021〕131 号）》颁布实施，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洋浦保税港区监管办法（海关总署公告 2020 年第 73 号）》已有... 

10. 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全解析 

[品税阁] [2021.08.19] 

摘要： 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适用范围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

〔2008〕30 号）的规定： 居民企业纳税人适用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非居民企业、个人独资... 

11. 土地增值税立法若干问题探讨 

[王冬生] [北京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1.08.18] 

摘要： 日常工作中，处理过不少土地增值税的业务，也看过公开征求意见的《土地增值税法》草稿，对有关问题，也有些自己的浅

见，不吐不快，整理成文字，供读者参考、批评。包括以下八个问题： 一、基础问题---立法宗旨... 

12. 税务合规系列之十/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税务合规探讨 

[陈沈峰] [国枫律师事务所] [2021.08.18]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IwMzY%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5&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E5MTA%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6&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E3NjU%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7&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E2OTU%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8&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E3NDk%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9&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E3NTI%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10&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E0NDQ%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1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E0OTA%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12&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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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案情介绍 案情介绍（以下简称本案）：国家税务总局某市税务局稽查局对 A 公司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和处罚决定书，并

在违法事实认定中认为，A 公司与 B 公司存在虚开发票的情形。税务处理决定和税务处罚决定均明确... 

13. 编辑推荐 企业破产重整中的涉税分析与节税筹划 

[徐凌虹]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021.08.18] 

摘要： 【摘要】破产程序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机制的法律体现，相较于破产清算，以破产重整的方式来实现僵尸企业的涅槃重生是

挽救企业，实现企业价值回归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破产重整程序中所涉及的税收问题，特别是对近年... 

14. 焦点问题——房地产公司增值税预缴率高于实际税负率如何申请退税 

[赵国庆] [中汇税务师事务所] [2021.08.17] 

摘要： 房地产营改增之初，国家为了平衡财政入库，在财税[2016]36 号文中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不不动产，在一般征收的情

况下，需要按照预收款 3%预缴增值税。但是，随着现在国家不断加强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情况下... 

15. 偷税是否必须具有主观故意 —浙江广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案例评析 

[叶永青,余悦,金柏鹤,王一骁] [金杜律师事务所] [2021.08.16] 

摘要： 案例介绍 一、基本案情[1]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原杭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一局，以下简称“原地税稽查一

局”）于 2013 年 11 月根据税务举报对浙江广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广鸿公司... 

16. 执业笔记：上海海关行政处罚——数据分析（2021 年 1 月-7 月） 

[赵德铭,陈菊] [环球律师事务所] [2021.08.16] 

摘要： 本文所分析的 2021 年上海海关行政处罚案例，并没有特许权使用费以及转让定价的应税问题。这是因为，特许权使用费以

及转让定价问题基本上属于补税问题，一般不涉及违规处罚，因此不属于行政处罚的范围。但是从企业... 

17. 以阴阳合同转让股权追缴个税罚款 1.39 亿， 这些行为成税务稽查精准监管对象 

[华税律师事务所] [2021.08.16] 

摘要： 编者按：自今年 3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和各地税务局针对八大重

点监管领域和行业制定多项举措，其中在个人股权转让领域精准监管方面，各地陆续发布有关“持个人转... 

18. 对赌协议中利润补偿的企业所得税处理 

[曾珑] [拓维律师事务所] [2021.08.16] 

摘要： 对赌协议，常见于股权投资中投融资双方对目标企业未来收益与风险不确定而达成的价值调整机制，其作为一项附加条件的

金融工具，兼具激励目标企业与保障投资方利益的双重效用，在投融资市场中广受推崇。 最高法在 2... 

19. 部分物化到成品的润滑油是否可以保税备案经营？ 

[王永亮]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021.08.15] 

摘要： 日拱一卒，每天跟着《海关业务问答》中海关老师的在线解答了解一些海关知识。 今天要分享的是，在加工贸易经营中，润

滑油是否可以保税备案经营？ 首先看一下企业的问题以及海关老师的解答。问题应该是同一家企... 

20. 投资收益增值税、所得税免税和征税情形全汇集 

[品税阁] [2021.08.13]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E0MjE%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13&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E0MDQ%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1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EyMDQ%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15&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EyMDg%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16&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EyODU%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17&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ExNDE%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18&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ExMTM%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19&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AwMjc%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20&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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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1.增值税：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征收增值税 2.企业所得税： （1）连续持有

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 12 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不属于免税收入，应... 

21. 答疑两则：股权转让基准日确定问题+土地价款扣除涉税问题 

[品税阁] [2021.08.13] 

摘要： 【问题一】A、B 公司共同出资成立 C 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2021 年 6 月，A 公司挂牌转让持有 C 公司 40%的股权

给 B 公司，挂牌交易价格为 4000 万元，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进行股权交割。A 公司对 C... 

查看更多 

实务案例 

1. 离职补偿金是否缴纳个税？ 

[明税律师事务所]  [2021.08.24 发布] 

摘要： 7 月 24 日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3 月份以来的“双减”传言终于尘埃落定。于是一批教培机构的从业人员纷纷面临着裁员，主动离职还... 

2. 会计核算方式是否影响房产税纳税义务判断？ 

[范玲]  [2021.08.23 发布] 

摘要： 【基本案情】 重庆富力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富力公司”）于 2009 年建成位于江北区××天街的富力海洋广场项目，并

将商业房地产部分出租。富力公司根据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重庆富力房地产... 

3. 税局处罚决定调查违法事实不清，法院理当判决撤销，怎能这般“和稀泥”？ 

[华税律师事务所]  [2021.08.19 发布] 

摘要： 税务处理决定与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是税务机关稽查部门进行检查、审理后出具的税务文书，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行政

诉讼审判中的一大争议问题。在税收征管实践中，税务处理决定与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往往具... 

4. 大连港吸收合并营口港案例 

[姜新录]  [2021.08.18 发布] 

摘要： 2020 年 9 月，大连港（股票代码：601880，现股票简称：辽港股份）发布公告称，拟以发行 A 股 98 亿股的方式换股吸收

合并营口港（股票代码：600317），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营口港将终止上市并注销... 

5. 土增税清算应纳税额为零，欠缴预征税款的滞纳金能否同步清零？ 

[华税律师事务所]  [2021.08.18 发布] 

摘要： 编者按 我国现存的 18 大税种，根据征管方式的不同，有按次纳税和按期纳税之分。其中，按期纳税并不意味着其纳税义务

在一定期间结束时才发生。以土增税为例，土增税在清算时，就整个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期间产生的... 

6. 办案手记：同笔收入，为何既属于公司，也属于股东？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A4MDY%3D?searchId=46339f01e11342e7a4d73e0e782ef2c7&index=2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professional-articles/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4NjY%3D?searchId=9abbb9c121504437aa312b81e840705b&index=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4NjM%3D?searchId=9abbb9c121504437aa312b81e840705b&index=2&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4NjQ%3D?searchId=9abbb9c121504437aa312b81e840705b&index=3&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4NjA%3D?searchId=9abbb9c121504437aa312b81e840705b&index=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4NjI%3D?searchId=9abbb9c121504437aa312b81e840705b&index=5&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4NjE%3D?searchId=9abbb9c121504437aa312b81e840705b&index=6&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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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税律师事务所]  [2021.08.17 发布] 

摘要： 有这么一笔应收账款，稽查局出具的《处理决定书》认定公司应确认未确认该笔应收款项为应税收入，构成偷税。但公司以

该笔应收账款向稽查局申请纳税担保时，稽查局又说该应收账款不属于公司，而属于股东。 您在面临... 

7. 土地成本采用不同的分摊方法，税前扣除千差万别 

[品税阁]  [2021.08.16 发布] 

摘要： 实务中，土地成本分摊方法使用最多的就是占地面积法和建筑面积法。企业所得税规定的比较明确，国税发【2009】31 号文

规定，土地成本在企业所得税处理时，一般按占地面积法进行分配。如果确需结合其他方法进行分... 

查看更多 

法院判例 

1. 蒋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刑罚与执行变更审查刑事裁定书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皖 03 刑更 189 号] [2021.08.11] 

2. 卜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驳回申诉通知书 

[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皖 04 刑申 24 号] [2021.08.09] 

3. 国家税务总局淮安市税务局与江苏天宇机械有限公司其他行政非诉执行裁定书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 [(2021)苏 0804 执恢 278 号] [2021.08.05] 

4.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兴庆区税务局与宁夏可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执行裁定书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1)宁 0104 执 4111 号之一] [2021.08.03] 

5. 武汉东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地方税

务局税务行政征收、行政赔偿及税收行政复议二审行政裁定书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湘 07 行终 7 号之一] [2018.09.11] 

6. 全椒盛华建材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政府再审行政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 [(2020)最高法行再 171 号] [2020.12.26] 

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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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judgment-documents/list?tip=&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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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案件名称 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处罚结果 

玉环县方强机械配件厂 

[国家税务总局台州市税

务局] [台税二稽罚

2021104] [2021.08.16] 

2016 年 3 月，你单位通过加工

户介绍，支付开票费方式，取

得加工户提供的由台州世昌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 1 份。你单位与台州

世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没有真

实的货物交易。 此份增值税专

用发票代码 3300151130、发

票号码 No14659122、开票日

期 2016 年 3 月 21 日、货物名

称结钢 45#、金额 25788.80

元、税额 4384.10 元、价税合

计 30172.90 元。 此份增值税

专用发票你单位已入账，认证

并申报抵扣所属 2016 年 3 月增

值税 4384.10 元。所购进的材

料已结转 2016 年度主营业务成

本。 你单位通过别人介绍，支

付开票费，取得台州世昌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进项不得抵扣，造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之规

定，你单位上述行为

已构成偷税，造成少

缴税款 13475.95 元。 

对你单位的偷税行为，处

以少缴增值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个人所得税税款

合计 13475.95 元百分之

六十的罚款，计 8085.57

元。 

https://law.wkinfo.com.cn/administrative-punishment/detail/MkUwMzgxNDk0ODA%3D?searchId=6781dbce76f641a498ed995f79d62c4e&index=1&q=%E7%8E%89%E7%8E%AF%E5%8E%BF%E6%96%B9%E5%BC%BA%E6%9C%BA%E6%A2%B0%E9%85%8D%E4%BB%B6%E5%8E%82&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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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缴增值税 4384.10 元、城市

维护建设税 219.21 元、个人所

得税-生产经营所得 8872.64

元。 以上事实，有该单位的营

业执照副本、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扣联、记账凭证、明细账、

认证结果清单、增值税纳税申

报表及附列资料、个人所得税

生产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等复

印件和玉环市公安局移交资料

复印件；并有该单位投资人吴

登方的询问笔录及稽查工作底

稿与之相互为证。 

徐州锐宝钢结构有限公

司-其他违法 

[国家税务总局徐州市税

务局第二稽查局] [徐税

稽二罚[2021]54

号] [2021.08.16] 

你单位采取非法手段取得虚开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少缴纳

2017 年 5 月增值税 65498.39

元、2017 年 7 月增值税

7164.27 元、2017 年 5 月城市

建设维护税 4584.89 元、2017

年 7 月城市建设维护税 501.50

元、2017 年企业所得税

27349.39 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以

及《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

问题的通知》（国税

发〔1997〕134 号）

第二条规定 

对你单位处少缴税款百分

之五十的罚款 52549.24

元。 

白城市中园石油能源有

限公司-其他违法 

经过检查人员实地核查，通过

对加油枪中数据的读取，对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由于 2019 年不缴或少缴

税款占应纳税款 10%以

https://law.wkinfo.com.cn/administrative-punishment/detail/MkUwMzgxODE5OTQ%3D?searchId=3ba04f707ac44651a744b11c7c544359&index=1&q=%E5%BE%90%E5%B7%9E%E9%94%90%E5%AE%9D%E9%92%A2%E7%BB%93%E6%9E%84%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5%85%B6%E4%BB%96%E8%BF%9D%E6%B3%9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administrative-punishment/detail/MkUwMzgxODE5OTQ%3D?searchId=3ba04f707ac44651a744b11c7c544359&index=1&q=%E5%BE%90%E5%B7%9E%E9%94%90%E5%AE%9D%E9%92%A2%E7%BB%93%E6%9E%84%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5%85%B6%E4%BB%96%E8%BF%9D%E6%B3%9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administrative-punishment/detail/MkUwMzgwNTk1NjA%3D?searchId=81177723a0554692825fba04d1c88487&index=1&q=%E7%99%BD%E5%9F%8E%E5%B8%82%E4%B8%AD%E5%9B%AD%E7%9F%B3%E6%B2%B9%E8%83%BD%E6%BA%9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5%85%B6%E4%BB%96%E8%BF%9D%E6%B3%9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administrative-punishment/detail/MkUwMzgwNTk1NjA%3D?searchId=81177723a0554692825fba04d1c88487&index=1&q=%E7%99%BD%E5%9F%8E%E5%B8%82%E4%B8%AD%E5%9B%AD%E7%9F%B3%E6%B2%B9%E8%83%BD%E6%BA%9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5%85%B6%E4%BB%96%E8%BF%9D%E6%B3%95&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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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白城市税

务局稽查局] [白税稽罚

〔2021〕16

号] [2021.08.16] 

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帐及成本费

用帐的对比，发现你单位 2019

年至 2020 年销售成品油取得的

部分收入未记账，金额合计为

268，700.00 元，造成少缴增

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企业

所得税。（账外收据证据指向

企业存在账外收入，企业主营

业务收入账页与企业各税种申

报表证明企业申报收入仅为账

内收入）（一）增值税 2019 年

少缴增值税 1，518.58 元，

2020 年少缴增值税 29，

393.81 元，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38

号）等有关税收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和其他税收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二）城市维护建

设税 2019 年少缴城市维护建设

税 106.3 元，2020 年少缴城市

维护建设税 2，057.57 元，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

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国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 49 号）“第六

十三条纳税人伪造、

变造、隐匿、擅自销

毁账簿、记账凭证，

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

出或者不列、少列收

入，或者经税务机关

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

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

申报，不缴或者少缴

应纳税款的，是偷

税。对纳税人偷税

的，由税务机关追缴

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

款、滞纳金，并处不

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

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之规定，对你

公司在账簿上少列收

入造成少缴税款的行

为，定性为偷税。 

下，处少缴税款 50%的

罚款。罚款金额为 1，

099.93 元；由于 2020

年不缴或少缴税款占应纳

税款 10%以上，处少缴

税款 60%的罚款，罚款

金额为 18，870.83 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9

号）第六十四条“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编造虚假

计税依据的，由税务机关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纳税人不

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

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

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

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

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

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之规定，你公司

2020 年企业所得税编造

虚假计税依据金额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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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19 号）等有关税收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税

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三）

企业所得税你单位 2019 年少申

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574.97 元，

2020 年调整后的应纳税所得额

为-304，635.69 元，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63 号）等有关税收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和其他税收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222，578.94 元，对你

公司处罚款 5,000 元。合

计处罚款 24，970.76

元。 国家税务总局白

城市税务局稽查局

 2021-08-16 

 

查看更多 

威科亮点 

1. 税法合规 | 小威课堂 

“以数治税”新征管模式下企业如何做好税务风险控制【报名中】【2021-09-01】 

课程时间：2021 年 9 月 1 日 14:00-16:00 课程形式：在线直播 

课程大纲：1. “以数治税”税收征管新模式下企业税务内部风险控制应与时俱进；2. 数字会说话——如何从数据中发现涉税风险行

为；3. 拿到“税务风险报告”应如何应对？ 

2. 税务争议解决之透析偷税行为 [段桃,刘响] [金杜律师事务所] [2021.08.05] 

摘要： 实践中，如果对经税务稽查程序做出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类别进行统计，偷税行为应是其中占比最高的一类。一旦被认定为

偷税，除补缴税款和加收滞纳金（按日万分之五）外，纳税人还需承担不缴或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还将涉及刑事责任；而另一方面，偷税行为及其对应的逃税罪，认定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征纳双方一定的争议。占比高、后果重、争议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administrative-punishment/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focus/detail/MjIyND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focus/detail/MjY1MTc%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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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偷税认定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税务问题之一。本专题由金杜律师事务所段桃律师、刘响律师在基于应

对此类税务争议问题的实践经验，对偷税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期提供有益参考。 

3. 律所涉税法律业务实务精华全景地图 [CCH] [2021.07.30] 

摘要： 本专栏汇总律所涉税法律业务精华内容，聚焦“税务合规管理”、“税务争议解决”、“国际税务实务”、“税务规划实

务”四类涉税法律业务，细分 20 个热点主题，凝聚专家智慧，针对上述主题提供 80 余个精彩重磅专题，并将持续扩充更新。 

4. 律师行业税收问题解析及税务筹划 [四川税邦律师事务所] [2021.07.20] 

摘要： 随着征管手段的不断完善，税收政策的日趋规范，律师业存在的税收风险逐步显现出来，作为律师业从业人员及机构系统地

掌握税收政策规定，提高税收遵从度，适当开展税收筹划工作已经成为一项必需的任务。本专题从核心税收法规政策解读、律师行业

税务管理当前普遍面临的困境和律师行业纳税评估与税务稽查风险点、律师行业如何做好税务风险管理、律师行业税务筹划解析五部

分内容对律师行业税收问题及税务筹划进行了详细解读。 

5. 2020 年中国税务行政诉讼大数据分析报告 [易明] [2021.07.26] 

摘要： 为了提供从整体上认识和理解中国税务行政诉讼的素材，促进对税务行政诉讼的研究和交流，德恒律师事务所税法服务与研

究中心搜集全国税务行政诉讼文书，加以精心整理和详尽分析，发布中国税务行政诉讼的年度大数据报告。本年度大数据报告的研究

对象为全国裁判于 2020 年的税务行政诉讼裁定书和判决书。 

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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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申请试用，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为更好地提升服务质量，助力您的法律合规工作，欢迎填写使用反馈问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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