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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您好！

欢迎阅读 2020 年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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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自贸港建设方案：分阶段优化税收政策安排

中共中央、国务院 6 月 1 日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要求按照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

强法治、分阶段的原则，逐步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山东：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免除一切税费

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抓好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工作的十条措施的通知》，明确在

地方权限内，从文件发布之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免除一切税费。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UyOD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U1Nz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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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脱贫攻坚税收优惠政策指引更新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更新了《支持脱贫攻坚税收优惠政策指引》，从鼓励社会力量加大扶贫捐赠等六个方

面，实施了 110 项推动脱贫攻坚的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加大扶贫捐赠、促进“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

展等方面具体内容有所删减与更新。

天津市 3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转型升级为综合保税区

天津海关、天津市商务局联合召开关于天津市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升级综合保税区新闻发布会，对天津市出

口加工区、东疆保税港区、保税物流园区转型升级为综合保税区获得国务院批复情况进行了通报。

山东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政策延续至 2020 年底

6 月 19 日，山东省财政厅发布《关于延续实施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政策的通知》，明确鲁财税

〔2020〕16 号中规定的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展览、电影放映六类行业纳税人和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广东省进一步推进税务注销简化办

6 月 4 日，广东省税务局网站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税务注销简化办的通知》，提出进一步扩大税务注销

免办范围、推进税务注销网上办理、提升简易注销办理服务、明确税务注销告知事项等要求。

查看更多>>

02 法规速递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20〕31 号] [2020.06.23 发布] [2020.01.01 实施]

摘要：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对注册在海南自贸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

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立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

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等。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20〕32 号] [2020.06.23 发布] [2020.01.01 实施]

摘要：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对在海南自贸港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个人

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 15%的部分予以免征。

关于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33 号] [2020.06.29 发布] [2020.07.01 实施]

摘要：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将免税购物额度从每年每人 3 万元提高至 10 万元，离岛免税商品品种由 38 种增

至 45 种，取消单件商品 8000 元免税限额规定，以额度管理为主，大幅减少单次购买数量限制的商品种类。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U5MD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U3MT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YxOD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U0O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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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wMTM1MTMyMzU%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1MTMyMz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1MTI1ODU%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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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发〔2020〕49 号] [2020.06.22 发布] [2020.06.22 实施]

摘要：对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的政策，延长执行到 2020 年 12 月底。各省（除湖北省外）

对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收的政策，延长执行到 2020 年 6 月底。湖北省对

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的政策，继续执行到 2020 年 6 月底。

查看更多>>

03 专家锐评

【民法典解读】合同与税法判定的协同 ——税法与民法协调适用的探讨

[范玲]

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告中国“民法典

时代”正式到来。民法典中的第三编“合同编”规范的是合同法律关系，是最为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合

同的遵守和履行与税收权利义务息息相关，本文拟从几个典型案例的剖析入手，分析合同法律义务关系的

法院判例和税收义务之间的关系，探讨民法在税法中的适用意义和路径。

海南自由贸易港：税收优惠与有关自由

[王冬生] [北京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 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终于迎来清晰的蓝图。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中，明确了总体要求、制度设计、分步骤分阶段安排等内容，规划了路线图和时间表。对许多

企业而言，今后的区域布局，产业链规划，都需要考虑海南的政策。本文基于“总体方案”的内容，重点

分析有关的税收优惠，并就有关领域给投资者带来的自由和便利，进行简要介绍。

虚开案件中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怎么打？税务律师提醒三点

[华税律师事务所]

证据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在诉讼中，除法律适用问题外，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运用对案件结果起着根

本性作用。而在所有类型的证据当中，司法鉴定意见因其专业性和权威性被誉为“证据之王”，一旦案件

中出现对某一事实问题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法庭在大多情况下均予以采纳。但是，随着司法改革推进，

司法鉴定暴露出的程序问题与鉴定方法科学性问题使司法鉴定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在虚开案件中，纳税

人如何面对行政机关、公诉机关拿出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证据？本文将对司法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进行分

析，提出对鉴定意见质证的方法。

初刻拍案：跨境电商走私？代购转型中的 “推单”之痛

[冯晓鹏,刘艺涵] [金杜律师事务所]]

我们始终强调，避免走私风险，是包括跨境电商在内的所有外贸企业必须牢固树立的底线意识。但另一方

面，跨境电商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新兴业态，经营模式仍在不断推陈出新中，比如本文重点讨论的“推

单”（“代销”、“导流”）行为。这种在代购、海淘向跨境电商零售转型中出现的经营模式已普遍存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c2Mz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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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AwMDAwNzUxNj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NzU2MDE%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NzUzODU%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NzU4MzE%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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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但也备受争议——合法？违法？犯罪？进一步而言，我们又该以怎样的眼光看待转型中的跨境电商电

商从业者？

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税和个税存在九大差异

[姜新录]]

企业或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进行投资，可以分解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和对外投资两个环节，需要确认

相关非货币资产转让所得。但由于对外投资取得的对价是被投资企业股权，缺乏纳税必要资金，因此，现

行政策规定，企业或个人在此环节均可以享受递延纳税政策。

查看更多>>

04 精品案例

虚开骗保！涉及五家民营医院多名医生+药代+开票公司获罪

[华税律师事务所]

5 月 15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安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医保局等九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

2020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通过制定 2020 年纠风工作要点，为

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划清行为红线。在整风运动中，一批犯罪案件被依法查处，涉及贪污贿赂犯罪、

诈骗犯罪以及虚开发票犯罪。近日，裁判文书网公开一则案例，涉及 5 家民营医疗机构 9 名医生与医械代

表合谋，虚开骗保 800 万余元。

房开企业融资费用税前扣除风险

[连焕峰]

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渠道越来越窄，但是资金刚需并未降低。在资金融通过程中，融资费用能否在企业所得税前

合规扣除，始终是房开企业的心头之痛。

“明股实债”被征税，资管行业多风险

[华税律师事务所]

近年来，资本市场税收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关于资管产品的税收问题，尤其是对于资管产品

增值税问题的争论尤为突出。资管行业各主体应正确理解资管产品增值税的相关政策，谨慎处理资管产品

在运营过程中的各种税收问题，方能避免发生风险，造成损失。本文以一则案例入手，分析资管行业常见

的增值税税收问题并提出应对建议。

瑞幸虚增交易缴纳的税款，能否申请退税？

[明税律师事务所]

2020 年 1 月 31 日，知名做空机构浑水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该机构收到一份 89 页的匿名调查报告，

指称瑞幸咖啡财务和运营数据造假。瑞幸申请退税有法可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五十一条规定，纳税人多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发现后要立即退还。如果是纳税人自行发现的，在结算缴纳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NzYyMD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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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YxMDAwMDEzOT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zOT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zOT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zNT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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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款之日起 3 年内，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

应立即退还。

查看更多>>

05 裁判文书

罪犯李清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罚变更刑事裁定书

[江西省赣州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2020)赣 07 刑更 562 号]

本院于 2015 年 5 月 5 日作出（2015）赣中刑二初字第 2 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清伟犯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作出

（2015）赣刑二终字第 25 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清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改判有期徒刑七

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交付执行。本院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以（2018）赣 07 刑更

453 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二十天。

张丽娜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一审刑事判决书

[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 [(2020)辽 0402 刑初 110 号]

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丽娜犯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并向法庭提供了案件来源、抓获经

过等书证，证人杨某 1 的证言，发票鉴定书，辨认笔录及被告人张丽娜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材料。公诉机

关认为被告人张丽娜违反发票管理法规，明知是他人非法制造的发票而向外出售，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二款，应当以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经电话传唤

到案并自愿认罪认罚，建议判处被告人张丽娜有期徒刑八个月至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

查看更多>>

06 威科亮点

【推荐】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 | 小威课堂

威科先行信息库定期举办线上研讨会，邀请业界大咖对财税实务届的热点问题进行解析。您可以在此专题

页面查看历史研讨会的相关资料，并报名参加感兴趣的近期研讨会。

【专题】股权激励计划财税政策梳理与案例解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上市企业通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增强公司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定义，股权激励是指上市公司以本公司股票为标

的，对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励。在现代公司中，公司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practice-case/list?tip=&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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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wkinfo.com.cn/focus/detail/MjAxMj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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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通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使经营者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承担风险，从而勤勉尽责地为

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股权激励也是吸引特殊人才和专业人才的人力资源配置方法之一。 本报告通过案例分析对

三种上市公司主要股权激励工具：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的企业会计及税务处理进行总结和分析。

【专题】进口转让定价：企业如何配合海关调研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集团内关联公司之间的贸易安排及转让定价安排受到了税务和海关的双重关

注。跨国企业如何在海关与税务双重监管的“夹缝”中做到稳中求胜？威科先行特邀环球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赵德铭先生与广大企业在线共同探讨“进口转让定价”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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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