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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您好！

欢迎阅读 2020 年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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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税务局稽查公告：从三流一致角度分析虚开发票风险

9 月 3 日，宁夏自治区税务局发布一则稽查公告，对宁夏某公司发布《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处罚决

定书》，处罚事由为涉嫌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值得注意的是，决定书对业务涉及的票据流、货物

流、资金流进行了详细分析。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jAxOD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jAxOD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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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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税务重磅推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一本通

9 月 4 日，广州市税务局制作了《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一本通》，根据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所惠及的类别

编成专题，分为促进科技创新、支持引进人才、扣除项目优惠、扶持脱贫攻坚、鼓励创业就业、培育资本

市场、境外人士优惠及其他税收优惠 8 大类，收录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编制而成。

浙江税务局回应挂靠形式代开专票虚开判定标准

浙江省税务局发布《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温 53 号建议的答复》，就关于解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相

关问题的建议进行答复。浙江省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进行审查定性时，主要以主观上是否具有偷骗税

目的，客观上是否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来区分一般行政违法违规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

深圳修订税务处罚裁量基准，未加盖发票专用章等行为不再被罚款

9 月 14 日，深圳市税务局发布《关于修订<深圳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自 2020 年 10 月

15 日起施行。修订后的《裁量基准》取消针对部分发票类违法行为的罚款，第 31 项“未加盖发票专用

章”、第 32 项“使用税控装置开具发票，未按期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开具发票的数据”、第 35 项“扩大

发票使用范围”和第 39 项“未按照规定存放和保管发票”违法行为等，税务机关不再进行罚款，只需“由

税务机关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两部门拟完善企业破产配套制度，多举措便利破产企业涉税处理

9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展改革委就《关于完善企业破产配套制度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至 2020 年 10 月 18 日。允许破产企业根据资产处置

结果或者重整计划、和解协议中资产作价低于计税成本的差额，作为资产损失并准予在税前申报扣除。

官方明确因偷税虚假转账等违法行为导致的非法债务法律不予保护

9 月 22 日，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微信平台分享一则为掩盖偷税事实而虚假给付引起的不当得利返还纠纷

案例，并明确违法行为人围绕非法利益所发生的争议，法律不予保护。

查看更多>>

02 法规速递

税务总局等十三部门关于推进纳税缴费便利化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若干措施的通知

[税总发〔2020〕48 号] [2020.09.28 发布] [2020.09.28 实施]

摘要：明确对逃避税问题多发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加强税收风险防控。提高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落实效率，

畅通电子退税渠道，确保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及时获得退税款；拓展税费综合申报范围，加快推进增值税、消费税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jA5Mj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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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市维护建设税等附加税费合并申报及财产行为税一体化纳税申报；分步实施发票电子化改革，年底前基本实

现新办纳税人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信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5 号] [2020.09.13 发布] [2020.11.01 实施]

摘要：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推出 4 项优化纳税信用管理的措施，即增加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自愿参与纳税信用

评价、增加纳税信用评价前指标复核机制，满足纳税人合理需求；调整纳税信用起评分的适用规则、调整 D 级评

价保留 2 年的措施，适当放宽有关标准。

关于 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展期内销售的进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20〕36 号] [2020.09.04 发布] [2020.09.04 实施]

摘要：《通知》明确对在 2020 年服贸会展期内销售的限额内的进口展品（不包括国家禁止进口商品、濒危动植

物及其产品、烟、酒和汽车）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通知》附件所列参展企业享受上述税

收优惠政策的销售限额不超过列表额度。

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运输船舶有关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国家税务总局] [2020.09.03 发布] [2020.10.01 实施]

摘要：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对境内建造船舶企业向运输企业销售在“中国洋浦港”

登记且从事国际运输和港澳台运输业务的船舶，实行增值税退税政策。

查看更多>>

03 专家锐评

解读《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保护税务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又添新举措

[华税律师事务所]

9 月 10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修改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与现行规定相比，征求意见稿共做出

七项修改，涉及“重大案件”范围、审理期限及相关期限的确定方法等重点内容。经比较研究，我们认为

本次征求意见稿修订的内容在充分体现效率原则的基础上，对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再次添加保护措

施，但在关于走逃失联企业的处理以及未将重大税务处理案件纳入审理范围等问题上略有遗憾。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列抗辩十三：偷逃税款金额与当事人的补税困境

[王永亮]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绝大多数的判决书都是按照票载税额进行定罪量刑，分为 5 万元、50 万元

和 250 万元三档。这种裁判方式，事实上虚化了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中的“严重情节”和“特别严重情节”

的规定。量刑要提档，不光是看虚开税款金额，同时也要看是否“严重情节”和“特别严重情节”。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的电话答复，虚开案件的数额标准参照骗取出口退税罪认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2Nzc5Nz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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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ODMxNz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ODMxNz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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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设定了税款损失 30 万、150 万两个标准，作为认

定“严重情节”和“特别严重情节”的金额。

房地产开发企业税务争议大数据

[明税律师事务所]

房地产开发涉及拿地、规划、施工、开发、完工、销售等诸多环节，且每一项环节都牵涉主体众多，且房

地产开发往往前期投资较多，各个环节相互交错，很容易出现虚开、隐匿收入、多列支出等税务问题，也

容易引发税务机关的关注。为了帮助房地产开发企业了解在经营过程中容易引发税务机关关注的税务风

险，明税近期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案例，专门对房地产开发企业与税务机关的争议进行了法律研

究，进行了分析。

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

[毕马威中国]

2020 年 9 月 7 日，国务院批准《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

示范区工作方案》，其中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北京打造全国服务业开放发展、创新发展的国家级示范

区。

打击骗税犯罪力度不减，律师如何进行无罪辩护

[华税律师事务所]

骗取出口退税罪是严重的涉税犯罪，最高刑可达无期徒刑，因此，企业及相关人员一旦卷入其中，就将面

临严峻的刑事风险。近年来，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案件数量不断上升，并且在涉案金额、骗税手段等方面呈

现出新的特征，而对于骗取出口退税犯罪的打击也表现出新的形势。骗税犯罪新特点与打击骗税新形势给

税务律师进行有效辩护带来新的挑战。为此，笔者撰文就税务律师如何对骗税犯罪进行有效辩护进行分析

和讨论。

查看更多>>

04 精品案例

高报出口价格必然构成骗取出口退税？法院：并非如此

[华税律师事务所]

在实践中，高报出口价格经常作为骗取出口退税的手段出现，由此，一旦出现高报出口价格的情况，便使

人将其与骗取出口退税相联系。然而，高报出口价格与骗取出口退税之间并不存在等同关系，高报出口价

格情况的出现既不能直接说明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骗税行为，也不能表明行为人就一定具有骗税的主观

故意，更不会必然造成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后果。因此，高报出口价格必然构成骗取出口退税这一刻板

看法缺乏依据。本文分享的一则案例中，法院判决明确对此进行了说明，本文将对此进行细致分析。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ODE4OD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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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议案例看税企沟通

[王冬生，孙延玲] [北京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税企分歧是纳税人经常遇到的问题，如何处理涉税分歧，对纳税人维护合法权益，控制税务风险，非常关

键。最近，笔者协助一纳税人与稽查局行政复议，最终，稽查局做出的补税和加收滞纳金的处理决定，被

上级税局撤销。本文结合案例的基本情况，分析税企沟通问题。

虚开案件行刑衔接中应当重视的几个问题

[华税律师事务所]

经对 2019 年度药企涉嫌虚开刑事案件来源的大数据分析，由稽查局经稽查后移交的案件数量占比约为

X%，在涉税刑案出现行政执法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衔接情形时，税务稽查这一行政程序中形成的《稽查报

告》、《税务处理决定书》等证据效力如何？稽查局出具的税务文书认定的违法事实是否具有免征效力？

税务行政处罚与案件移交刑事司法又应如何衔接，本篇通过 3 则案例予以探讨。

房产转让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税务机关核定征收并定性偷税！

[华税律师事务所]

《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对偷税及其行为方式进行了认定。但是，该条款并未明确偷税是否以纳

税人主观故意为要件，因此造成实务中争议不断。由于一般性的少缴税款与偷税行为造成的少缴税款涉及

到是否需要对行为人罚款以及税款的追征期限等问题，因此多数行为人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偷税时，都会以

不存在主观故意为抗辩理由，但是主观目的并不是一个纯主观的事物，它可以通过客观的手段行为体现出

来，从而综合考量判断。本期通过一则房产转让被税务机关核定，并认定企业构成偷税进行处罚的案例对

偷税的主观要件问题及税务机关行使核定的自由裁量权问题进行探讨。

[税案观察] 告税局：强制执行错误+行政赔偿 这官司谁会赢？

[税月如歌]

甲和乙成立合伙企业，乙负责经营。后来甲去举报企业偷税，税局处罚，乙管理企业没有清缴欠税。税局

强制拍卖合伙企业资产。甲起诉税局索赔，说执行错了，资产是个人的，乙说资产是企业的，税局没错......

原告起诉税务机关强制执行措施违法并行政赔偿，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原告都败诉了，正认为尘埃落

定时，却峰回路转，2020 年 4 月 30 日高院的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裁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适用法律错误。由高院提审！即是说，截止今日，高院的再审尚未开始，案例尚未有结论。但是起诉

税务机关强制执行错误，并要求行政赔偿的案件极少。而且已经公开了二审和再审申请裁定二份法院文

书，对案情也有一定的披露，所以咱们不妨来讨论一下，分析案情发展的可能性。

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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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裁判文书

湖北景某建材技术有限公司、陈某 1 逃税一审刑事判决书

[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 [(2020)鄂 0583 刑初 35 号]

枝 江 市人 民 检 察院 指 控 ：2012 年 至 2014 年 ， 被告 单 位 湖北 景 某 建材 技 术 有限 公 司 逃避 缴 纳 税款

767343.21 元，其中增值税 107274.36 元，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2640275.43 元，企业所得税 660068.86

元，占各税种应纳税款的 62.66%。国家税务局宜昌市税务局 2017 年 11 月 24 日向湖北景某建材技术有

限公司下达了《税务处罚决定书》，截止 2017 年 12 月 19 日该公司仅缴纳滞纳金 92000 元。2018 年 8

月 20 日枝江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18 年 9 月至本案提起公诉，湖北景某建材技术有限公司补缴税款等共

计 762176.87 元。。

上海海惠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莎克斯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等虚开发票一审刑事判决书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2020)沪 0113 刑初 925 号]

经审理查明，2018 年 12 月至 2020 年 3 月，被告人徐某在海某公司、莎某某公司担任业务员期间，在无

真实业务往来的情况下，经两家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黄某某(另案处理)授意，让王辉(另案处理)为海某公司

虚开上海维基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上海维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上海菲格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中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票面金额合计人民币 2,000 余万元；为莎某某公司虚开上海维基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有限公司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票面金额合计人民币 100 余万元。

查看更多>>

06 威科亮点

【推荐】税法合规 | 小威课堂

集法税资深律师、税务师等业内专家，与您一起探讨并击破实务难题。《税法合规丨小威课堂》发布法税

领域线上/线下实务研讨会的的报名入口、视频回放及文字资料，以供参考。9 月举办线上会议有： 资产收

购重组实务案例分享、股权涉税问题探讨、国际工程与劳务税务实务。10 月 16 日会议“合同涉税问题探

讨”火热报名中。

【专题】房地产行业税收风险防范与合规税收筹划

[范玲]

房地产业在税收问题上面临“三多”：一是税收检查多，房地产业几乎每年都被税务机关列为年度税收专

项检查的重点检查领域；二是涉及税种多，房地产业涉及的税种有 10 个；再有就是涉税风险多，从拿地到

销售、竣备、交付等环节都存在涉税风险。近年来，随着金税三期上线、税收大数据分析手段的使用，税

局征管力量和资源的倾斜，使得税局更加清晰地、及时地掌握房企的涉税问题。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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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又具有天然的“复杂性”和“简陋性”并存的矛盾现状，导致税企争议频发。本专题从房地产行

业各环节重要涉税风险入手，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政策立法的初衷，共同探讨防范税务风险和合规税收

筹划的路径。

【专题】税务争议解决全流程解析

[段桃]

本专题介绍了近年来税务争议解决的最新趋势，从争议解决的三个环节“事前防范”、“事中应对”以及

“事后救济”出发，结合实务案例，对企业的税务争议风险管理进行了深入解析。

【专题】2020 年第 9 期 | 财经要闻月度报告

本报告荟集国内宏观经济（国内进出口、外汇储备、GDP、PMI、CPI、PPI、货币供应量等数据及相关分

析）；宏观政策动态、解读及市场热点；税务政策动态，税务相关文件及解读；财经动态，国内、国际权

威机构动态及重要财经事件，总结财税实务探究内容，实务案例解析和月度财经看点推荐关注。最新一期

2020 年 9 月份月报已发布，欢迎点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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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