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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您好！

欢迎阅读 2020 年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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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税务局发布小微企业税费减免政策指南

8 月 6 日，青岛市税务局全面梳理了目前国家和省、市的税费减免政策，汇编形成《青岛市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税费减免政策指南》，包含 18 项国家层面税费减免政策、7 项省级层面税费减免政策以及 2 项市

级层面税费减免政策。其中青岛市层面的优惠政策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出租人为服务

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的，对应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g0OD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g0OD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g0ODI=?searchId=1ccd8a077caf4d00a5af260a193cc9b9&index=54&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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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不再执行电视机等 20 种商品停止减免税的规定

8 月 13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不再执行 20 种商品停止减免税规定的公告》明确，自 2020 年 8 月 5 日

起，不再执行国发〔1994〕64 号中关于 20 种商品“无论任何贸易方式、任何地区、企业、单位和个人进

口，一律停止减免税”的规定。20 种商品包括电视机、摄像机、录像机等。

税务总局解读疫情防控税收协定执行热点问题

8 月 14 日，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就疫情防控期间税收协定执行有关问题解答，涉及税收协定有关条款

双重居民个人身份问题、常设机构等共 6 个问题。

官方答复股权代持隐名股东所得税问题

8 月 19 日，厦门市税务局发布《关于市十三届政协四次会议第 1112 号提案办理情况答复的函》明确，当

隐名股东为企业时，隐名股东（企业）从显名股东取得基于代持合同关系产生的所得，不属于法定的不征

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两办：对参与社会救助的慈善组织给予税收优惠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明确为社会救助

对象优先提供公共就业服务，按规定落实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等政策。

发展慈善事业，对参与社会救助的慈善组织给予税收优惠、费用减免。

税务总局明确若干资源税征收管理事项

8 月 28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资源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明

确纳税人享受资源税优惠政策，实行“自行判别、申报享受、有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等内容。

查看更多>>

02 法规速递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

[主席令第五十二号] [2020.08.11 发布] [2021.09.01 实施]

摘要：相较于暂行条例，新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变更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法定继承人通过继承承

受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等内容，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主席令第五十一号] [2020.08.11 发布] [2021.09.01 实施]

摘要：《城建税法》相较于暂行条例，取消原条例中关于营业税的表述，明确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应当按

照规定扣除期末留抵退税退还的增值税税额政策。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g3Nz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g3Nz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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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kxNz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kxNz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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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k3Nz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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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wMTM2MDU1NT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2MDU1NT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2MDU1ND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2MDU1ND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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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国发〔2020〕8 号] [2020.07.27 发布] [2020.07.27 实施]

摘要：从财税政策、投融资政策、进出口政策、人才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等方面进一步优化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

产业发展环境。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28 纳米（含），且经营期在 15 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

目，十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线宽小于 65 纳米（含）且经营期在 15 年以上的，由之前的“两免三减半”优惠升

级为“五免五减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重点产业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20〕38 号] [2020.07.13 发布] [2020.01.01 实施]

摘要：对新片区内从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等关键领域核心环节相关产品（技术）业务，

并开展实质性生产或研发活动的符合条件的法人企业，自设立之日起 5 年内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符合条件”要求同时满足注册登记、包含关键产品两个条件，以及投资主体条件或研发生产条件其中一项。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公告 2020 年第 4 号] [2020.07.31 发布] [2020.01.01 实施]

摘要：对财税〔2020〕31 号中关于海南自贸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具体口径及执行问题进行明确，还对享受优惠

的备查资料等内容做了规范。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高端紧缺人才清单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琼府〔2020〕41 号] [2020.08.26 发布] [2020.01.01 实施]

摘要：明确了可享受税收优惠的人才需满足的社保、劳动合同等基本条件，以及高端人才、紧缺人才需满足的单

独条件，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查看更多>>

03 专家锐评

深入解读：契税、城建税从条例入法的变化在何处？

[华税律师事务所]

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经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两部税法均将于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本文将通过对契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立法沿革的前世今生进行对比，对《契税法》、《城市维护建设税法》中的亮点内容予以

解读。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1NTk4ODE%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1NTk4ODE%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g0ND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g0ND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g0ND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g5ND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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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NzgyMzE%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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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港企业所得税三项优惠：理解与应用

[王冬生] [北京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海南省税务局最近下发《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南

省税务局公告 2020 年第 4 号，以下简称 4 号公告），对《财政部 税务总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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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31 号文）的有关规定，做了进一步的明确。本文结

合 4 号公告和 31 号文，介绍有关内容。

符合条件的虚开行为不构成犯罪，但仍应警惕这些风险

[华税律师事务所]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明确，“依法

慎重处理企业涉税案件。注意把握一般涉税违法行为与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的涉税犯罪的界限，对于有

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非骗税目的且没有造成税款损失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行为，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性处理，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移送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

根据《意见》的这一规定，如果行为主体是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出于非骗

税目的且没有造成税款损失，那么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就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性处

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上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实际上，对于符合条件不构成

犯罪的虚开行为，仍存在以下风险。

对一份《税务事项通知》的合法性解析

[白宝恩] [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税务事项通知书》是税务行政工作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文书形式，由税务机关在通知纳税人缴纳税款、滞

纳金，要求行政相对人提供有关资料，办理有关涉税事项时大量使用。但是，如果税务机关不能规范地使

用《税务事项通知书》，往往会给相对人带来诸多困扰。

《民法典》有关合同的涉税问题

[王冬生] [北京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7 月 22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强调各

级检察机关要依法维护有利于对外开放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依法慎重处理企业涉税案件”。在法治国家

建设不断推进的当下，最高检《意见》为帮助民营企业渡过疫情难关，纠正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误

区”，提出要准确区分涉税违法与犯罪的边界，表达了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以及企业涉税问题的关切。

查看更多>>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Nzc5OD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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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Nzg5ND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Nzg5ND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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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精品案例

分期付款需补缴 1 亿滞纳金？股权转让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如何确定？

[华税律师事务所]

股权转让过程中不仅涉及到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股权交易问题，同时也关乎相关税费的征缴。自然人转

让股权时，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对于受让方一次性付款时，以“财产转让所得”一

次性征缴个税，在实务操作简便易行。可一旦交易双方约定分期支付股权价款，就会涉及到个税纳税义务

的发生时点问题，关于时点确定颇有争议。本文将结合一起最新案例，从现行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规范性

法律文件谈一谈股权转让款分期支付个税纳税义务发生时点问题。

未收到发票就可以拒不付款？最高院：不可以

[华税律师事务所]

发票大家并不陌生，日常生活中就餐、乘车、住宿等消费行为中都可以取得发票。发票在公法和私法上有

着不同的法律属性，公法领域，发票是“以票控税”体制下实现控税目的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在私法领域

中，合同法上的发票义务有学者将其视为一种从给付义务。近年，随着税务机关对发票管理的不断加强，

商事交易主体也更加注意发票的合规与管理，民商事审判中的发票开具问题也随之越来越受到关注。一般

围绕收款方拒不开票是否属于法院受理范围；收款方拒不开票给付款方造成损失是否应该赔偿等问题。本

文主要讲一讲付款方可否以收款方未开具发票为由拒绝支付货款，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裁判观点是：不可

以。

从一则实例简析重组中企业股东及个人股东的税务处理

[姜新录]

2020 年 8 月 13 日晚间，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首发科创板上市相关材料中披露了 2018 年的

一起股权收购情况。在该收购中，企业股东适用了特殊性税务处理，自然人股东缴纳了个人所得税。

十余家制造企业涉嫌虚开，检察机关为何决定不起诉？

[华税律师事务所]

近年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在煤炭、废旧物资、农产品等行业频频爆发，究其原因系贸易企业在采

购过程中无法取得源头供货商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了企业财务处理和成本核算的需求，进而选择代开、

挂靠等方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对于此类挂靠、代开情形下的开受票行为是否构成虚开，司法实践中

一直存在争议。2020 年 7 月 22 日，最高检发布《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

见》，明确指出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非骗税目的且没有造成税款损失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

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性处理。《意见》为各地处理虚开案件提供了明确、具体、积极的指导。本

期华税以近期一则虚开不起诉案例为引，结合《意见》内容就虚开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解及不起诉条件的适

用进行分析，以飨读者。

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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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裁判文书

殷亚凤与国家税务总局二审行政裁定书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20)京行终 4166 号]

2019 年 12 月 12 日，殷亚凤向国家税务总局邮寄检举材料，请求国家税务总局对江苏建工偷逃税案件成

立专案组进行查处并让殷亚凤参与对江苏建工的检查。因未收到国家税务总局的答复，殷亚凤诉至一审法

院。殷亚凤不服一审裁定，以一审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等为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国家税务总局娄底市娄星区税务局、湖南雷锋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执行审查类执行裁定书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2020)湘 1302 执异 61 号]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湖南雷锋建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湖南金晖置业有限公

司、陈四新、洪向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异议人国家税务总局娄底市娄星区税务局提出书面异

议。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异议人娄星区

税务局称，金晖公司系异议人所辖企业，该公司截止 2019 年 11 月 4 日欠缴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期间税款 30,292,520.65 元及滞纳金 26,257,092.52 元，共计 56,549,613.17 元，异议人已分别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2020 年 5 月 27 日对该公司开发的金和天下项目的 60 处房产依法采取了税收保全措施，系

轮候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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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举办线上会议

有： “引进来”企业投资中国税收风险和应对、股权对赌交易税收问题与税务处理思路、税务争议解决全

流程解析。9 月 11 日会议“资产收购重组实务案例分享”火热报名中。

【专题】聚焦海南自贸港税收优惠政策

“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南自贸区）的主要特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发布以来，各界对总体方案赋予海南的特殊税收政策纷纷点赞。紧接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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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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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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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三大税收优惠政策做

了明确规定，本专题将梳理相关政策法规及解读，供用户参考使用。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practice-case/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MTkyNDI3MT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MTkyNDI3MT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MTg5OTQ2MD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MTg5OTQ2MD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judgment-documents/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focus/detail/MjAxMj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focus/detail/MjE0MT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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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债务重组会计处理与涉税案例研究

新的债务重组准则重新规范了债务重组的定义，扩大了债务重组的范围；债权人、债务人的会计处理理念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会计处理与原规定有显著不同。企业会计准则规范的会计处理与企业所得税法与增

值税法规范的税务处理存在着很多的差异，而只有清楚这些差异，才能够在实际业务中规避税务风险，争

取更大的税务利益。本专题一方面解读准则规范的会计处理，另一方面则在案例中就税会差异进行分析，

希望能够对实务工作提供参考。

查看更多专题>>

【实务指南】中国税务筹划指南

《中国税务筹划指南》对以下领域的法律、法规、和规定进行了解读、总结并提供应用指南：税务、会

计、审计、公司组建、投资、银行和金融、外汇管制、雇佣、工会、社会保障体系、知识产权、信息技

术、电信、并购、贸易和商业、争端解决、等等。各章结尾处，列示了该章评述所参考的法律法规依据。

本指南由一系列的企业业务模块组成，每一个模块都是一个独立的商业交易或事项，贯穿企业的整个生命

周期：从设立、发展、到消亡。

【实务指南】中国税务合规实务指南—所得税

《中国税务合规实务指南——所得税》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部分：

企业所得税部分立足于新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当前有效的各类法律、法规、规章，内容涵盖新旧企业所得税法

规比较、纳税义务人的确认及关键概念的解析、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税率、税收优惠、应纳税额计算、关联企

业间业务往来、源泉扣缴、征收管理等。

个人所得税部分对 11 项税目下的一般和特殊事项、以及减免税政策分别提供全面详尽的税务实务指南，并提供特

殊事项的背景分析与实务指导。

查看更多实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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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