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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您好！

欢迎阅读 2020 年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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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线快讯 法规速递 专家锐评 精品案例 裁判文书 威科亮点

01 一线快讯

深圳明年将征房地产税？税务局：纯属虚假！

近日，网上流传“深圳市房地产税征收试点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运行”，12 月 1 日，深圳市税务局作

出公开回应：该消息纯属谣言，请广大市民勿信谣传谣。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jQ5MT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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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例！利用互联网共享经济服务平台虚开发票案件告破

近日，烟台市公安局对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进行全国集中收网。行动当天，北京、天津、河北、山

东等 10 省 15 市同时收网，部、省、市、县四级联动，传唤控制涉案人员 46 名。据悉该案系“营改增”

税制改革后，全国首例利用互联网共享经济服务平台虚开发票案件，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高达 13

亿余元。

税务总局明确水土保持补偿费等 4 项非税收入征管事项

12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通知》，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将水土保持补偿费等 4 项非税收入划转至税

务部门征收。国家税务总局 12 月 15 日发布《公告》明确征管事项，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同步施行。

海南自贸港高端紧缺人才个税优惠相关执行口径明确！

12 月 18 日，海南省财政厅、税务局等 4 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海南自贸港高端紧缺人才个税优惠

政策中关于来源于海南的所得、减免税额计算、高端和紧缺人才的确认等有关问题。

新版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明年 3 月起施行

12 月 22 日，海关总署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适用于进出口货物减征或者免征关税、进口环节税事务。

首次！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草案）提请审议

日前，《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草案）》正在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12 月 24

日进入到分组讨论阶段。草案分为八章，共五十四条，涉及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财政税收制

度、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等多个方面。

第二张！海南自贸港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清单发布

12 月 29 日，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通知明确，全岛封关运作前，对海南自贸港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从事交通运输、旅游业的企业，进口用于交通运输、旅游业的船舶、航空器、车辆等营运用交通工具

及游艇，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12 月 30 日，海南省政府出台相关实施办法。

查看更多>>

02 法规速递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新办纳税人中实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2 号] [2020.12.20 发布] [2020.12.21 实施]

摘要：12 月 20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2020 年第 22 号公告，自 2020 年 12 月 21 日起，在天津等 11 个地区的

新办纳税人中实行专票电子化，自 2021 年 1 月 21 日起，新办纳税人中实行专票电子化扩展至全国剩余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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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 年第 45 号] [2020.12.11 发布] [2020.01.01 实施]

摘要：《公告》明确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最多可享受十年企业所得税免税；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设计企

业和软件企业，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接续年度减按 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简便优化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9 号] [2020.12.04 发布] [2021.01.01 实施]

摘要：《公告》明确，完整纳税年度各月均在同一单位扣缴申报工资薪金所得个税且全年工资薪金收入不超过 6

万元的居民个人，以及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等按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劳务报酬所得个税的居民个人。在纳税

人累计收入不超过 6 万元的月份，暂不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在其累计收入超过 6 万元的当月及年内后续月份，

再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关于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3 号] [2020.11.27 发布] [2021.01.01 实施]

摘要：《公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执行，财税〔2017〕41 号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废止，与财税〔2017〕41 号相比，内容没有变化，只延续了适用年份。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 2021 年关税调整方案的通知

[税委会〔2020〕33 号] [2020.12.21 发布] [2021.01.01 实施]

摘要：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将调整部分进口商品的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和暂定税率。将对 883 项商品实施

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2021 年 7 月 1 日起，我国还将对 176 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第六

步降税。

查看更多>>

03 专家锐评

从典型案例看高新技术企业实务操作常见问题

[赵炎,曹琳琳] [金杜律师事务所]

虽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件较为严格，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政策利好的驱动，不乏一些未能满足条件的

企业通过层层美化或者包装，披上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外衣”。针对这种情况，很多省市的认定机构在近

两年内加强了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过程中的审核，且通过复核取消了不符合条件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资

质。在目前从严管理高新技术企业的形势下，本文从一则典型案例出发，对高新技术企业实务操作中的几

个常见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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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破产清算中涉税问题浅析

[阴帆超] [国浩律师事务所]

企业在破产清算期间需与税务机关及时沟通，妥善处理好多项税收问题。2020 年 12 月 5 日，在第三届山

西破产法论坛“管理人履职保障及破产程序中的财税问题”分论坛上，国浩太原律师阴帆超结合相关法律

规定，从税务机关参与、纳税申报、税款处理、清算中所得税纳税义务、破产企业注销顺序等多个方面，

对“企业破产清算中涉税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今天我们与您一起分享她的精彩观点。

浅议“外管证”制度对企业所得税税收管理权的影响

[单春利]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外管证”作为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与经营地税务机关管理权限界定和管理职责衔接的依据与纽带，原告跨

地区经营但未开具“外管证”，跨区经营项目部应作为独立纳税人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从而排除企业住

所地税务机关税收管辖权。

《行政复议法》（征求意见稿）出炉，关乎税务行政复议十大要点

[华税律师事务所]

《行政复议法》（征求意见稿）中吸纳了近年行政复议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优秀成果，对于未来行政复议工

作的开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税务行政复议工作的开展同样需要遵从《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此次

《行政复议法》（征求意见稿）中新增的内容，对于税务行政复议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

下十个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020 修订）（征求意见稿）》修订对比。

十年免税，清单管理，过期作废——集成电路企业及软件企业新政全解析

[吴伟强]

日前，财政部等 4 部门发布《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 年第 45 号）。新政与原有的政策相比，出现了

很多新的变化，小编为你一一梳理。

查看更多>>

04 精品案例

“让与担保”法律关系下的股权代持与转让的征税解决之道

[赵国庆] [中汇税务师事务所]

针对现实交易中的各种股权代持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征税，实践中的确是一个难题。因为，现实生活中，

各种股权代持背后的目的、原因都不一样。我们在税收上很难直接就定一条规则去解决代持股税收问题，

而是要采取 case by case 的方式，根据具体案例情况去解决代持股的税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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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纳税筹划的失败案例对企业的警示

[杨发勇] [深耕税法]

纳税筹划，在国际上通常被称为“Tax Planning”。蔡昌教授认为，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既定的税制框

架内，通过对纳税主体（法人或自然人）的战略模式、经营活动、投资行为等理财涉税事项进行事先规划

和安排，以达到节税、递延纳税或降低纳税风险为目标的一系列谋划活动 。

自然人股权转让中 6 种情况视为价格明显偏低、4 种情况属于有正当理由、7 种资产需要评估、3 种股权收

入核定方法！

[郝守勇]

好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认为认缴制的公司自然人股权转让可以 0 元或者 1 元转让！这是个误区，当时股东

实缴为 0 元，只是代表财产转让的原值为 0 元，并不代表财产转让的收入就可以是 0 元，若是你申报的股

权转让收入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的，则视为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税局照样给你核定转让价格。

会员费不是无形资产！会员制筹划套路

[税月如歌]

提到税务筹划典型方法，几乎都会提到会员费筹划，作为所谓筹划的典型模式，从出现到现在已经有相当

长时间，并且各种会员制层出不穷，商场会员、健身房会员、商会会员......从消费性的会员到各种协会会

员，形式不断创新。会员制商业模式主要是营销策划的考虑，并非是为了税务筹划。但是会员制却在税务

筹划中屡屡被提及，被视为万金油，哪里都能用！这些流传的会员费筹划，简单粗暴的总结成套路可以

吗？

查看更多>>

05 裁判文书

牛春宣虚开发票、信用卡诈骗二审刑事裁定书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0)辽 02 刑终 403 号]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被告人牛春宣在明知凤凰凯歌翻译（大连）有限公司与大连奥远劳动

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没有真实劳务派遣业务的情形下，以支付 4%开票费的形式，

委托并接受薛某某（不起诉）为其出具辽宁省大连市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18 张，价税金额合计人民币

687336 元。

刘海源非法出售发票、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一审刑事判决书

[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 (2020)鲁 1092 刑初 29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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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8 年 8 月至 12 月间，被告人刘海源雇佣记账公司和董某等个

人，冒用他人身份证在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 31 家公司，并领取空白增值税普通发票，以每家公司

营业执照、公章、税控盘和增值税普通发票等一套手续 2000 元、单独领取一次发票 500 元的价格，对外

非法出售发票、公司营业执照。现已查明非法出售发票 2324 份、公司营业执照 31 份。

查看更多>>

06 威科亮点

【推荐】税法合规 | 小威课堂

12 月举办的会议有：多角度看税收筹划：空间与风险、拜登新税改及 CRS 风暴对我们的影响、企业税收风

险的防范与解决、并购重组及其财税处理、2020 财税实务研讨会、财报信息披露监管案例分享及风险防范

建议等。2021 年 1 月 8 日线上会议“国际税收问题探讨”火热报名中。

【专题】税务处理疑难问题专家解答精品合集

[CCH]

威科先行精选多税种多行业涉税疑难问题专家解答内容推出精品合集，以期对企业防范税务风险，提升税

务合规能力提供参考。致敬提问企业的支持和信任，感谢所有专家百忙中详细专业的解答回复。本专题会

定期更新，欢迎关注！

【专题】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内容概览

[CCH]

2019 年 8 月 1 日，国务院办公厅首次提出要加快研究推进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2020 年 9 月 1 日，浙

江省宁波市率先开展专票电子化试点，并逐渐扩展至杭州市及河北省石家庄市。

【专题】“引进来”企业投资中国企业税收风险及应对

[巴海鹰]

本专题邀请中汇（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伙人巴海鹰女士对如何搭建投资中国架构设计、外汇管制涉税

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希望为企业提供专业意见参考，帮助外商企业投资中国更好应对税收风险挑战。

【专题】RCEP 自贸协定专题研究

【专题】2020 年第 12 期 | 财经要闻月度报告

查看更多专题>>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judgment-documen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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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MzOT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focus/detail/MjM1Nj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focus/detail/MjM0NT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focus/detail/MjM2Mj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focus/detail/MjMwNz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focus/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focus/list?tip=&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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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以上推荐内容源自威科先行丨税法合规模块，如需阅读更多内容，欢迎登录或申请试用。

如有建议或意见反馈，欢迎联系 Luyao.Shi@wolterskluwer.com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home?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home?tip=&fromType=qrcode
http://px5oxm2rsy8n9pde.mikecrm.com/aQ7TDB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