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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您好！

欢迎阅读 2020 年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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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税局规范纳税人强制清算期间征管事项

北京市税务局发布《关于纳税人强制清算期间若干征管事项的通知》，对企业信息查询、解除非正常手

续、税务注销程序等事项作出明确。

四川省规范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审理标准

四川省税务局发布 《关于发布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审理标准的公告》，明确四川省税务局稽查局立案查

处的拟处应补缴税款 1 倍以上（含 1 倍）的罚款且罚款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含 1000 万元）的案件。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M4OT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M5Nj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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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总局更新疫情防控优惠指引：优惠项目增至 22 项

国家税务总局更新《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指引》，本次更新新增 5 项税收优惠，截

止目前共 22 项优惠政策。在原基础上增加第五类优惠内容“稳外贸扩内需”，包括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

率，二手车经销企业销售旧车减征增值税，延续实施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

帮扶小微企业缓解租金压力 出租人可减免当年房产税

发改委、财政部、税务总局等 8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指导意见》，明确实施房屋租金减免、完善财税优惠等政策。

甘肃：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实施差别化的税收政策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实施意见》（下称

《意见》），明确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机制需要实施差别化的税收政策等要求。

天津市税务局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管理个人股权转让

5 月 18 日，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股权转让所得个

人所得税管理工作的通告》，自 5 月 11 日起施行。

查看更多>>

02 法规速递

关于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 2019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适用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9 号] [2020.05.29 发布] [2020.05.29 实施]

摘要：公告明确依法成立且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自获利年度起计

算优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

至期满为止。

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等税费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8 号] [2020.05.15 发布] [2020.05.15 实施]

摘要：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8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9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0 号、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 2020 年第 11 号规定的税费优惠政策，执行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延缓缴纳 2020 年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0 号] [2020.05.19 发布] [2020.05.01 实施]

摘要：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小型微利企业在 2020 年剩余申报期按规定办理预缴申报后，可

以暂缓缴纳当期的企业所得税，延迟至 2021 年首个申报期内一并缴纳。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QyOD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QyMj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QyMj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QzMD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Q1OT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news/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zOTAzMz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cyNj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taa.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xNzY3OTE%3D?lib=taa&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cyNj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taa.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xMzYwMTk%3D?lib=taa&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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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27 号] [2020.05.13 发布] [2020.01.01 实施]

摘要：《公告》明确了 2020 及以后年度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认及管理事项。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

格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有效期为三年。

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5 号] [2020.05.13 发布] [2020.01.01 实施]

摘要：《公告》明确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纳税人提供电影放映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

值税等多项优惠政策。

关于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4 号] [2020.04.30 发布] [2020.04.30 实施]

摘要：《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3 号）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期限延长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查看更多>>

03 专家锐评

从一则法院判例谈房地产税立法的几点构想

[范玲]

近年来，房地产税的出台成了房地产市场的“达摩克利斯剑”，基本每年都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热门话

题。今年的 5 月 18 日晚间，中央再出超重磅文件，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

见》，其中“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又引起了热议，房地产税会在什么时间点出台？具体的征税规则如

何制定？和目前的房产税是什么样的关系？今天我想从一则房产税的法院判例说起，谈谈对未来房地产税

立法的几点看法。

【以案说税】从诉讼视角谈涉税争议案件被诉行政行为的选择

[金妮]

近年，随着我国“放管服”改革的推进，大量税收优惠事项管理工作由“事前审批”向“事后检查”转

变。在后期监管过程中，企业由于不符合减免税条件而被要求补缴以前年度税款的争议案件也呈上升趋

势。本文以（2018）京 01 行终 80 号判决为例，就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企业被取消资格后，应如

何采取有效的救济措施进行分析和提示，供参考。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zMjY2ND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Y5Nz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xODEyMz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legislation/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NzQ2MT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NzQ0MjE%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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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上海海关行政处罚案件情况简析及合规建议

[冯素芳,孙兴,张文怡] [金杜律师事务所]

2018 年以来，海关行政执法领域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关检合一”、开展打击“洋垃圾”走私“蓝天”

专项行动、主动披露利好政策发布；同时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中国出口管制制度

的建立和完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金杜律师事务所海关与外汇业务组持续关注海关行政执法的情

况，并对 2019 年华东地区各海关行政处罚情况和数据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此深度研究和绵密解析了近年海

关执法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本期首先对 2019 年度上海海关行政处罚案件进行了梳理和解析，为广大进出口

企业和海关专业法律服务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从两难到两全的进口货物价格审查应对辩证法–平衡海关和税务监管十二问

[叶永青,余悦,孙兴,金柏鹤] [金杜律师事务所]

海关特许权使用费大规模专项行动余波未平，今年初海关又启动转让定价调研工作，开始关注特殊关系对

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的影响，奢侈品、医药、机械装备等行业成为调研重点。我们结合多年从法律、海关、

税务方面对于进口货物价格事项的服务经验，将企业在应对此类争议中关注的若干问题汇总归纳，希望能

对企业应对本轮调研行动提供帮助，并为未来的进口货物定价策略的制定和优化提供指引。

公募 REITs 的税收制度展望——结构、政策与实践

[叶永青,赵文祥] [金杜律师事务所]

4 月 30 日, 证监会、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

的通知》。此外， 证监会还一并发布了《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

对该制度作出了细化规定。根据通知“规则先行，稳妥开展试点。借鉴成熟国际经验”的要求以及指引的

具体规定，其对标主流 REITs 制度的意图明显。

查看更多>>

04 精品案例

深度揭秘废旧物资行业“虚开”专票的 3 大幕后行为

[华税律师事务所]

随着税收政策的变化，废旧物资回收企业陷入了增值税困境，而在政策更迭的同时，税务机关利用金三系

统的大数据，加强了对废旧物资行业的稽查，各地税务机关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虚开案件频发。不难预

测，对于废旧物资行业的税收管控将会成为税务机关近年来的工作重点之一。通过分析大量的虚开案件可

知，废旧物资行业虚开专票行为大多涉及如实代开、挂靠开票、享受税收优惠开票等三大类行为，本文就

上述行为是否构成虚开犯罪做简要分析，警示读者合规经营，合法纳税。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NzQwOT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NzQxMz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NzQ0Mz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professional-articles/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zND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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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纳税人责任少缴土地增值税，不收滞纳金！

[华税律师事务所]

土地增值税计算复杂，税务机关与企业对于税款的数额往往存在分歧。本文拟从一则旧房转让缴纳土地增值税案

例入手，分析非可归责于纳税人的原因少缴土地增值税不应加收滞纳金！

从一审到再审，税前扣除的合法有效凭证究竟是什么？

[华税律师事务所]

2018 年 6 月 6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2018 年第 28 号公告《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详细

阐述了可以税前扣除的凭证范围、要求，对税前扣除凭证的相关概念、管理原则、种类、基本情形税务处

理、特殊情形税务处理等予以明确。而在此之前，收款凭证、内部凭证、分割单、其他外部凭证等均未明

确纳入税前扣除凭证范围，因而产生了大量税收争议。在这些争议案件中，法院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

合法有效凭证进行了释法说明，但各地法院态度不一。即便《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出台，

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合法有效凭证仍未有定论。本案时间较为久远，乃发生于《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

管理办法》执行之前，但案件审判一波三折，最终纳税人败诉，值得深思。。

税局也犯虚开罪？20 年后无罪判决再次验证挂靠开票合法

[华税律师事务所]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主体中，单位，特别是民营企业，是最常见的主体。税务机关往往站在了企

业的对立面。但是，从刑法理论上讲，国家机关也没有被排除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主体之外，

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也可能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最近公开的一份案例中，税务机关及其相关负

责人员被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历经 20 年的不断申诉，最终宣告无罪，“挂靠”开票模式再次彰显其

合法性，成为税务机关翻案的主要因素。

查看更多>>

05 裁判文书

被告人马玉林虚开增值税发票一案刑事判决书

[湖南省宁远县人民法院] [(2020)湘 1126 刑初 143 号]

宁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9 年 2 月至 6 月份，被告人马玉林明知衡阳晋宏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与湖南顺盈

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无真实货物交易下，为获取开票返点费，从衡阳晋宏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

用 票 6 份 给 湖 南 顺 盈 芯 智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金 额 4092018.98 元 ， 税 额 610610.02 元 。 价 税 合 计

4702629.00 元，从中获利 20 余万元。

被告人王某甲、张某甲等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原江苏省高淳县人民法院）] [(2020)苏 0118 刑初 15 号]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检察院以宁高检诉刑诉﹝2019﹞474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甲、张某甲、吴某甲及被

告单位君马公司犯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向本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zNDE%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zMzU%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zND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practice-case/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practice-case/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MTAzOTQzOTE%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MTAwODE5OD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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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当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 1 月 15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2020 年 1 月

22 日经公诉机关建议并由本院决定延期审理，同年 3 月 1 日公诉机关向本院追加指控被告人王某甲犯妨害

信用卡管理罪，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查看更多>>

06 威科亮点

【智能工具】新个税工资累计预扣计算表（企业版）

为帮助企业高效快速的应对新个税法下的工资薪金计算要求，威科先行财税信息库整理了《新个税工资累

计预扣计算表》模板供大家参考。查看更多>>

【专题】毕马威中国：2020 中国税务前瞻

2019 年对于中国国内经济及其与国际间贸易和投资关系而言，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时期，这些发展也对

中国的税收环境产生了许多影响。在充满挑战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境外和中国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已经在研

究对供应链架构的重塑及对生产设施的重新布局。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持续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转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鉴于此，毕马威中国的税务专家们在《2020 中国税务前瞻》系列刊物中将

对这些最新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引领您更好地理解不断演变的中国税收环境，并分享我们对 2020 年中国税

务发展动向的见解。

【专题】实收资本财税问题指引

2014 年以来，我国实行了注册资本认缴制，这与之前实行的注册资本实缴制有所不同，本专题主要对比认缴制与

实缴制的区别，并通过举例分析公司实收资本相关财税问题，以期对实际工作有所帮助。

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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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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