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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键词

• 个税

• 汇算清缴

• 增值税

• 推迟纳税期限

• 出口退税

• 扣税凭证

• 外商投资

• 疫情防控

• 纳税申报表

欢迎阅读 2020 年第 1 期《月度亮点内容概览》。

《月度亮点内容概览》由威科编辑团队整理归纳，帮助您了解

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税法模块最新法规变化，触摸税法领域的

前沿资讯，掌握税法模块的最新产品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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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线快讯

 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对国际航

行船舶加注燃料油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的公

告》，规定对国际航行船舶在我国沿海港口

加注的燃料油，实行出口退（免）税政策，

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为 13%。<详情>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应用机动车销售统

一发票电子信息办理车辆购置税业务的公

告》明确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在上海

市、江苏省、浙江省、宁波市四个地区试点

应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电子信息办理车辆

购置税业务。<详情>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明确国有

农用地出租等增值税政策的公告》，纳税人

将国有农用地出租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

产，免征增值税。<详情>

 商 务 部 发 布 公 告 ， 自 2020 年 1 月 20 日

起，对原产于美国和韩国的进口太阳能级多

晶硅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 5 年。

<详情>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增值税发票综合服

务平台等事项的公告》明确丢失专票可凭复

印件抵扣进项税。<详情>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纳入试点的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

输企业可以为符合条件的货物运输业小规模

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代办相关涉

税事项。<详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

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工作的

意见》明确，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入乡创业人

员，要落实税费减免、场地安排政策，给予

一次性创业补贴。<详情>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内地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

税的安排>第五议定书生效执行的公告》，

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在北京正式签署，自

2019 年 12 月 6 日起生效。<详情>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文件《关于公益慈善事业

捐赠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明确了关于

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相关口径。<详情>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文件《关于修订<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的公告》，主要对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进行了三

方面的修订。<详情>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文件《关于税收征管若干

事项的公告》主要明确取消欠税与滞纳金的

“配比”缴纳要求、临时税务登记有关问

题、非正常户的认定和解除程序、明确企业

破产清算程序中的基本征管事项。<详情>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文件《关于开具<无欠税

证明>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无欠税证

明》开具为依申请事项，纳税人因企业上

市、境外投标等需要，确需开具《无欠税证

明》的，均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详情>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UwMjk=?lib=taa&fromType=qrcode&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UwMjk=?lib=taa&fromType=qrcode&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UwMjk=?lib=taa&fromType=qrcode&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Dk0Mz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I3OTUyNz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I3OTUyNz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I3OTUyNz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Dk0MD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UwMjg=&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UwMjg=&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Dk0Mj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DkyMj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Q4OTY=&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Q4OTY=&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Dg4Nj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Dg4ND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Dg3MD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Dg2ND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Dg0Nj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IzNjQxMjk=&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IzNjQxMjk=&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Dg0Nz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Q3MD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Q3MD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DgzOT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Q3MDU=&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Q3MDU=&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DgzOT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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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法规速递

重要法律法规 相关信息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部分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公告 生效日期： 2020.01.01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6 号

公告修订个人所得税申报表及其填表说明，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纳税人在办理 2019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

得汇算清缴填写免税收入时，暂不附报《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

管问题的公告

生效日期： 2019.01.01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5 号

公告明确，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 2017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取消认证确认、稽核比对、申报抵扣的期限。

关于印发《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 生效日期： 2020.01.08

文号：财关税〔2020〕2 号

通知明确，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及核电项目业主为生产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或产品而确有必要进口的部分关键零部

件及原材料，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关于境外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生效日期： 2020.01.17

文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3 号

公告确认了包括“因任职、受雇、履约等在中国境外提供劳务取得的所得”在内的共九项所得定义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

得”；规定了居民个人计算当期境内和境外所得应纳税额的方法；同时还规定，居民个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来源于中国境外的

所得，依照所得来源国家（地区）税收法律规定在中国境外已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允许在抵免限额内从其该纳税年度应纳税额中

抵免。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纳税缴费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发布日期： 2020.01.30

文号： 税总函〔2020〕19 号

通知规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申报纳税期限。对按月申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全国范围内将 2020 年 2 月份

的法定申报纳税期限延长至 2 月 24 日；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可以视情况再适当延长，具体时间由省税务局确定并报税务总局

备案；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受疫情影响，在 2020 年 2 月份申报纳税期限延长后，办理仍有困难的，还可依法申请进一步延

期。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IzNjM4MDc%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Q3MD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Q3MD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Q5MD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UwMTU%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I4MTk2MjE%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I4MTk2MjE%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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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专家锐评

扣缴义务人未及时解缴代扣的个人

所得税款项，税务机关是否有权直

接向纳税人追征？

作者：孙庆敏 （汇业律师事务所）

企业作为付款方和代扣代缴义务人，在向自然

人股东分配股息红利时，如果一方面履行了代

扣义务，扣除了该自然人股东依法应缴纳的个

人所得税；但是另一方面未及时将代扣的个税

代交至税务机关，而是“私自截留”，则此种

情形下，税务机关是否有权向自然人股东（纳

税人）追缴税款，要求其履行法定纳税义务？

笔者拟结合近期实务办案中遇到的一起案件，

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

增值税新规：若干征管问题的规定

及法理分析

作者：王冬生 （北京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2019 年底，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取消增值

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5 号，

以下简称 45 号公告），明确了几个重大的增值

税征管问题，除关于扣税凭证的规定自 2020 年

3 月 1 日执行外，其他规定都是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本文结合对 45 号公告有关规定

的介绍，分析处理涉税问题的基本思路，有助

于今后正确处理看似困惑的涉税问题。

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

对外股权投资的财税处理

作者：张一飞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企业在扩展业务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股权

投资活动，本期针对企业进行对 外股权投资

时，可能涉及到的所得税问题进行整理分析，

主要包括投资收益、投资亏损的确认，以及减

资撤资及可转债模式下所得税的处理。

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

关于 2019 年第 48 号公告对破产清

算程序中税收征管问题规定的解读

作者：华税律师事务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进一步优化税务执法方式，改善

税收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壮大，税务总局

对纳税人反映强烈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深

入调研，经研究论证并广泛征求相关方面意见

建议，制发了 2019 年第 48 号《关于税收征管

若干事项的公告》，明确部分税收征管事项，

回应纳税人和社会关切。其中，关于企业破产

清算程序中的税收征管问题引起华税关注，对

于 2019 年第 48 号公告是否能够彻底解决税

款、滞纳金、利息的破产债权申报问题，华税

从法律渊源与审判实践两方面进行分析，以飨

读者。

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

更多精彩文章 欢迎登录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NzAyND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Njk5OTc%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NTkyNzE%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Q3MDQ%3D&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Q3MDQ%3D&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NzAwNDc%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professional-articles/list?tip=&fromType=qrcode


MONTHLY NEWS

6

04 精品案例

个人股权转让的涉税刑事风险

编者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个

人投资已成为普遍现象，随之增加的是个人股

权的变动也越来越多，股权变动增加了个人的

财富和收益，但是因为社会的纳税意识普遍不

高，个人股权转让后涉税问题日益增加。本文

通过一则案例分析个人转让股权后未缴纳税款

的刑事责任相关问题。

更多精彩请登录

虚开普通发票抑或构成虚开发票罪

编者按：

虚开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是较为多发的经济类犯罪，

人们较为熟知的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或对虚

开发票罪的认识相对浅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起

刑点低，量刑中，实务中争议也颇多。由于增值税

普通发票不具有抵扣功能，虚开普通发票造成少缴

税款的行为常常被归于逃税罪或者非法出售发票

罪，因此司法实践中追究行为人虚开发票罪的案例

较少。虚开发票罪原不再刑法条文中，直到《刑法

修正案（八）》才将其列入其中，也即刑法第二百

零五条之一“虚开发票罪”。本文列举一则案例，

简要探讨虚开发票罪的法律适用及量刑标准问题。

更多精彩请登录

房地产投资入股筹划不当的税务风

险

编者按：

房地产开发项目税负重、税种繁杂，一般企业

都会进行税务筹划。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是税务

筹划常用方法。土地增值税作为房地产项目税

负占比较高的税种，其税收优惠政策常常是税

务筹划方案核定依据之一。投资入股暂免征收

土地增值税正是这样一种税收优惠政策。本文

拟从一则利用投资入股优惠政策不当税务筹划

案例进行分析，以作警示。

更多精彩请登录

“如实代开”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罪

编者按：

“如实代开”行为在形式上表现为与开票方不存在

交易活动，而让其代开发票，但该行为实质上并未

造成国家税收流失，代开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骗取税

款。此种行为是否属于构成虚开犯罪，实务界有很

多争议，本文就此进行分析。

更多精彩请登录

更多精彩案例 欢迎登录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xNT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xNT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xMj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xMj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xMj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xMzE%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practice-case/list?tip=&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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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裁判文书

赵永强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

发票一审刑事判决书

被告人赵永强 2018 年 3 月 5 日因涉嫌伪造国

家机关公文罪被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区分局刑事

拘留，同年 4 月 3 日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

罪被蓬莱市公安局监视居住，同年 4 月 19 日因

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被蓬莱市公安局取保

候审。2019 年 10 月 14 日因涉嫌出售非法制造

的发票罪经本院决定被逮捕。经审理查明，被

告人赵永强在从事二手车经营期间，自 2013 年

至 2015 年，先后购买 5 套伪造的车辆合格证和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用于给他人自有或其出

售的中东版丰田陆地巡洋舰等车辆骗取注册登

记，牟取非法利益，涉案发票票 面金额共计

413.8 万元。

更多内容请登录

济南某某物流有限公司等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一审刑事判决书

被告单位济南某某物流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6 日在平阴县城翠屏街西段注册成立，主要经

营普通货运等。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

期间，被告人王某某实际经营济南某某物流有

限公司过程中，为了公司利益，未运输货物的

情况下，按照济南某某有限公司王某某（另案

处理）的要求，根据其提供的开票信息，安排

公司财务人员以济南某某物流有 限公司的名

义，开具了为济南某某有限公司运输货物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共计 160 份，价税合计

12084798.9 元，税款 1197592.87 元，收取济

南某某有限公司开票费 50 万元，用于公司经

营。济南某某有限公司受票后全部在国家税务

总局平阴县税务局认证抵扣。2018 年 4 月，济

南某某有限公司将抵扣的税款 721059.9 元从进

项税转出。

更多内容请登录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宁波市鄞州韵纤璟纺织有限

公司非诉执行审查行政决定书

经审查，申请执行人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

局第一稽查局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作出甬税稽

一罚〔2019〕16 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被

执行人宁波市鄞州韵纤璟纺织有限公司存在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依据规定对被执行

人处以 50 万元的罚款。限被执行人自处罚决定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缴纳入库。逾期不缴纳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每

日按照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申请执

行人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向被执行人公告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执行人收到后，未在

法定期限内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也未自动履

行决定书确定的义务。2019 年 5 月 29 日，申

请执行人向被执行人公告送达甬 税稽一强催

〔2019〕42 号催告书，限被执行人在收到催告

书后十日内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确定的义务。

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故申请执行人向本院

申请强制执行。

更多内容请登录

更多精彩裁判文书 欢迎登录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yOTg4MTIyODE%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yOTg4MTIyODE%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MDM1NjQxNz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jUwNTQ=&language=%E4%B8%AD%E6%96%87&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MDQ2NDg2NzU%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judgment-documents/list?tip=&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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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威科亮点

实务指南

中国税务合规实务指南:税务复核

【编者按】

《中国税务合规实务指南：税务复核》分“企

业税务风险概述”、“了解企业基本情况”和

“基于企业财 务报表进行的税务复核”三部

分。

本指南立足于 2006 年版财政部会计准则以及现

行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追踪并结合国家、

地方最新立法动态，政策解释和实践经验，在

对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定加以明确的基础上，根

据税务复核 的顺序，针对特定行业 、特定主

体、特定事项的税务规定做了进一步分析。

在编排结构上，本指南依照企业自身税务自查

以及外部税务复核流程展开内容，在总体了解

企业业务流 程和模块所涉及税务事 项的基础

上，结合企业具体的财务报表项目进行分析，

并根据财税差异指出企业应加强关注的税务风

险所在。

第一部分“企业税务风险概述”，简述了企业

可能面临的税务合规风险，并介绍了国家针对

大企业发布的《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

行）》；

第二部分“了解企业基本情况”，旨在引导企

业在进行税务复核时，从整体上了解本企业的

纳税义务、所处的行业、所投资的项目或者所

在的地区可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否存在关

联交易等特殊事项等；

第三部分 “基于企业财 务报表进行的税务复

核”，针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项目中

一些常见会计科目的财税差异作出分析，提请

企业注意相关税务合规风险。

实务指南请登录

专题

中国税法：回顾与展望 2019-2020

2019 年，减税降费，深化增值税改革是核心内

容。同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

部条件更趋复杂，除减税降费与税收法定两大

主题之外，一些特定事项的税收政策进一步明

确。而且，随着税务机关征管理念和手段的变

化，以及“放管服”的进一步深化，纳税人面

临着税务风险也相应变化，防控措施也应随之

改变。本专题邀请北京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从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税务风险

防控、实务案例、展望等几个方面，深度剖析

重要法规及影响。旨在协助您对中国税改的发

展及其带来 的变化进行快速又不失 深度的了

解。

专题请登录

温馨提示

以上内容源自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税法模块

如需阅读更多内容

欢迎登录 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税法模块

更多精彩 等你来寻

https://law.wkinfo.com.cn/commentary/detail/MTk%3D?aid=MzAwMDAzMQ%3D%3D&bid=QlUwMDAwMDY5NTEw&lang=%E4%B8%AD%E6%96%87&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focus/detail/MTg1Mj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home?tip=&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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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威科

北京威科亚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威科亚太”)总部位于北京，并在上海、成都、广州等地
设有分公司或办事机构。威科亚太不仅依托威科集团的信息服务技术及经验，更植根于中国本
土环境，根据中国市场特色与本土客户的切实需求，为中国的财税、法律、金融领域的专业人
士提供及时、准确、权威、内容丰富的信息解决方案和服务。

威科亚太是荷兰威科集团（Wolters Kluwer）旗下成员。荷兰威科集团是一家全球范围内的专
业信息服务提供商。来自世界各地法律、商业、税务、会计、金融、审计、风险管理、合规等
领域的专业人士依靠威科集团提供的信息工具及软件解决方案，高效管理其业务，为其客户提
供卓有成效的服务，并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取得成功。

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税法模块：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

本库是帮您快速准确搜索税法相关资讯的信息库，为您网罗权威人士深度解析、实操建议以及

实用模板的决策支持系统，为您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更大价值的解决方案！

关于《月度亮点内容概览》

《月度亮点内容概览》由威科编辑团队整理归纳，帮助您了解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税法模块最
新法规变化，触摸税法领域的前沿资讯，掌握税法模块的最新产品动态。

《月度亮点内容概览》为月刊。如果您想长期接收《月度亮点内容概览》推送，欢迎联系我
们！

免费客服电话：400-066-5518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 ~17:30）
客服邮箱：CN-Support@wolterskluwer.com

版权声明

©北京威科亚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0 版权所有。

北京威科亚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保留对本版权作品的所有权利。未经北京威科亚太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方式对本材料内容进行复制、翻印、再
版、上传、转贴、传播或散发。

对本版权内容进行修改或将其用于任何其他用途，均构成对版权所有人权利的侵犯，而予以禁
止。就本条款而言，未经版权所有人书面许可，禁止在任何其他网站或计算机联网环境中使用
任何本版权内容。

免责声明

《月度亮点内容概览》内容信息无意且并不构成或替代恰当的法律、会计、税务等专业咨询；
对完全或部分依赖本刊信息内容而作为或不作为产生的任一结果，本刊作者、编辑、“威科中
国”均不承担责任。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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