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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您好！ 

欢迎阅读 2021 年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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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部门提示防范电子专票重复报销风险等问题 

2 月 5 日，财政部会计司等 3 部门发布《关于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电子化管理与操作有关问题的答

问》，其中对受票方防范电子专票的纸质打印件重复报销入账的风险进行了解读。 

税务总局发布通知 规范线下办税缴人工现金收付事项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jg2Nz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jg2Nz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jg2Nj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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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总局公布《通知》要求，线下办税缴费服务场所（含办税服务厅、代办机构等）应设置人工现金收付

通道，提供收取现金、找零服务。 

税务总局再解答一批个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热点问题 

2 月 9 日， 12366 纳税服务平台发布一系列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相关热点问题，问题共 15 个，涉及

汇算办理渠道、办理时间、退税事宜等。 

湖南省税务注销管理办法出台 

2 月 19 日，湖南省税务局公布税务注销管理办法，2021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详细解释了注

销的相关概念、原则，分别从申请、受理、办理（即办和限办）等方面对税务注销管理做出了详细规定。 

浙江：疫情期间房土两税减免政策延续至今年 6 月底 

2 月 20 日，浙江省财政厅、税务局公布一则《通知》，将 2020 年浙江省出台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减免政策执行期延续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税务总局 2021年春风行动：3月底前推出全国统一“首违不罚”涉税事项清单 

2 月 24 日，国家税务总局启动“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拟于 3 月底前发布包括

税务登记、资料报送、纳税申报、发票开具等在内的第一批全国统一的“首违不罚”涉税事项清单。 

财政部拟规范律师事务所业务会计处理 

2 月 25 日，财政部《律师事务所相关业务会计处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针对律师事务所

的公益法律服务、开展业务协作、代客户支付款项、代客户保管款项、提取执业风险基金和事业发展基金

等相关具有行业特点的业务，在《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基础上，规定了应当增设或调整的会计科目，并说

明有关科目的主要账务处理。 

 

查看更多>> 

 

02 法规速递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 2020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 号] [2021.02.08 发布] [2021.02.08 实施] 

摘要：《公告》明确 2020 年度汇算建立“首违不罚”制度和对纳税人 2019 年度汇算补税和 2020 年度汇算退税

进行关联。 

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有关衔接事项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公告 2021 年第 3 号] [2021.02.04 发布] [2020.01.01 实施]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jg5OT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jg5OT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jkxND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jkxND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jkyOT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jkyOT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jkzOD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jkzOD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jk0Nz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jk0Nz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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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xMDAxNDE4Mj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E4Mj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xMzAzODU%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xMzAzODU%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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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确认 2020 年度——2022 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时部分条件的执行规定，以及确认 2021 年度——

2023 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时，社会组织 2019 年和 2020 年的公益慈善事业支出和管理费用比例。 

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特定区域技术转让企业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  

[财税〔2020〕61 号] [2020.12.25 发布] [2021.01.01 实施] 

摘要：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特定区域内注册的居民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不超过 2000 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 2000 万元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公司型创业投资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  

[财税〔2020〕63 号] [2020.12.29 发布] [2021.01.01 实施] 

摘要：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对示范区内公司型创业投资企业，转让持有 3 年以上股权的所得占年度股权

转让所得总额的比例超过 50%的，按照年末个人股东持股比例减半征收当年企业所得税；转让持有 5 年以上、超

过 50%的，免征当年企业所得税。 

关于进一步扩大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试点工作的通知 

[档办发〔2021〕1 号] [2021.02.22 发布] [2021.02.22 实施] 

摘要： 要求参与试点单位验收时要求实现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归集、报销、入账、归档；形成 3 个月的财务数

据，对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归集、报销、入账、归档方案进行验证，采用的管理和技术方案可行。 

 

关于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 年本）》的通知 

[发改地区规〔2021〕120 号] [2021.01.27 发布] [2021.01.27 实施] 

摘要：自贸港目录包括国家现有产业目录中的鼓励类产业目录和自贸港新增鼓励类产业目录，新增目录包含制造

业，建筑业，金融业等 14 个大类行业、143 个细分行业，并将根据自贸港建设需要适时调整。 

查看更多>> 

  

03 专家锐评

从九民纪要看认缴股权零元转让的所得税核定征收  

[王永亮]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在税务咨询当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已经认缴但并未实际出资的股权零元或者一元象征性价格转让

时，税务机关是否应当对股权的转让价格核定征收所得税？零元或者一元象征性价格属于可以接受的公允

价格吗？纳税人的普遍思路是，零元的转让价格是公允的。我拿到股权就没花钱，也没对公司形成任何贡

献，转让的时候平进平出有什么不妥呢？从九民纪要与公司法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纳税人的这种想法可

能存在问题。认缴没花钱取得的股权，在法律上并不是没有价值的。没有花钱取得的股权是否缴纳所得

税，取决于价差，也就是转让出去的股权与取得的成本之间的差额纳税。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E3Nj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E3Nj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E3Nj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E3MD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E3MD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xNDE3OD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xNDE3OD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wOTEyND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wOTEyN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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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AwMDAxMDgxMD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xMD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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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行政处罚法》主观过错条款在税收执法中的适用  

[易明] [德恒律师事务所] 

即将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中有不少

重要修订，其中包括新增了主观过错条款：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该新增条款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创投企业所得税优惠 中关村再领政策之先 

[王冬生] [北京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鼓励创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最初在税法中，后来财税主管部门陆续下发文件，对创业投资的鼓励范围和

鼓励力度不断加大。《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证监会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公司型创业投

资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20]63 号）制定了更加优惠的政策。相关阅读>>> 

司法拍卖中过户税款顺位问题的法律分析  

[何春燕] [盈科律师事务所]      

由于我国相关税法对经司法拍卖成交的担保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时的过户费及税费的承担问题未有明确规

定，我国现行法律对上述费用由谁缴纳亦未作出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同时《关于人民法院网络拍卖若干

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18 号）第三十条规定因网络司法拍卖本身形成的税费，应当依照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由相应主体承担；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则和案件实际情况确

定税费承担的相关主体、数额。    

境内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涉税政策梳理  

[崔岩双,王晨光] [星瀚律师事务所] 

在国家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非上市公司将股权激励纳入薪酬体系，作为吸

引人才、增强公司凝聚力的重要手段。但因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个人所得税政策较少，多数情况需

参照适用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因此系统性较差。本文旨在对境内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中个人所得税的法

规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并归纳出适用途径，以期帮助厘清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中的涉税问题。 

查看更多>> 

 

04 精品案例 

就法律适用争论十年，五次申诉直至最高院，终获无罪判决？ 

[华税律师事务所] 

2009 年 2 月 28 日公布并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 201 条第 4 款增加了关于行为人在满足一

定条件下不予追究逃税行为刑事责任的规定，其背后隐含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理念，对于纳税人通

过纠正纳税违法行为实现改过自新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实践中对于该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时有争议发生，

在本文所分享的一则案例中，即围绕该规定的适用展开了长达十年的论争。。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c4NT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c4NT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cyOTc%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cyOTc%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cyOT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czMjE%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czMjE%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Y1NT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Y1N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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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YxMDAwMDE2NzU%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2NzU%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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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时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一定有利吗？ 

[姜新录]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 2019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本年度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宁波戚家山俱乐

部有限公司，享受了以下税收优惠：（1）根据《关于继续支持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有关契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8〕17 号）的相关规定，本公司承受了宁波戚家山俱乐部有限公司的土地、房屋权属，享

受了免征契税的税收优惠；（2）根据《关于继续实施企业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57 号）的相关规定，宁波戚家山俱乐部有限公司将房地产转移、变更到本公司，享受了暂不征土

地增值税的税收优惠。”年报中并未披露该吸收合并中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处理，当然相关政策也并不

属于税收优惠的范畴。 

浅析走私普通货物中的赠品是否计应入走私偷逃税款额 

[渠双平] 

2016 年，被告单位 A 公司从韩国进口化妆品 11 票。前两票都是如实申报，第 3 票至第 10 票进口时，低

报了化妆品的实际成交价格。第 11 票化妆品的实际成交价格为 49,604.50 美元，外商随货赠送了与进口化

妆品完全相同赠品，按相同进口化妆品的单价，赠品价值 3,740.00 美元。在进口申报时，A 公司将赠品也

按 3,740.00 进行了申报，这样第 11 票化妆品的申报价格为 53,344.50 美元，申报价格比实际成交价格多

了 3,740.00 美元。。 

谈“逃税案”刑期辩点 

[刘莉]  

逃税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7 修正）》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基于 2009 年 2 月 28 日刑法修正

案七而来，将原有“偷税罪”改变为“逃税罪”，犯罪构成也有新的表述，这就形成目前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15 修正）》第六十三条不同的表述。但是第二百零一条增加了一款（第四款），

即增加刑事阻却条款，就是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

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

罚的除外（本款的规定，只适用于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纳税人的行为，不适用扣缴义务人）。 

查看更多>>

  

05 裁判文书 

胥良友虚开发票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四川省高县人民法院] [ (2021)川 1525 刑初 32 号]     

公诉机关指控，2018 年 6 月和 8 月，被告人胥良友与四川云臻水利工程有限公司分别签订落仰路路基加宽

工程及复兴镇白塔村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施工承包协议。同年 12 月，上述工程完工后，被告人胥良友为了

与四川云臻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结算工程款，在明知自己没有与四川天诚佳源建材有限公司产生任何货物交

易的情况下，与四川天诚佳源建材有限公司业务员联系，让该公司为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2Nz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2Nz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2Nz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2Nz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2OD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2OD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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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x-law/practice-case/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MzUzNDU4Mzc%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MzUzNDU4Mzc%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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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惠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二审刑事裁定书 

[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1)湘 09 刑终 104 号]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许惠成犯非法出售增值

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作出（2020）湘 0903 刑初 92 号刑事判决书，以原审被告人

许惠成犯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八万元。原审被告人许惠成不

服，提出上诉。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许惠成申请撤回上诉。 

查看更多>> 

 

06 威科亮点

【实务指南】中国税务合规实务指南—所得税 

[北京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1.02.08 最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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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中国转让定价监管新举措和热点议题探讨 

[德勤中国] 

跨国企业希望其关联交易安排既可以满足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转让定价法规要求又可以合理地优化集团整体

税负。本专题分享中国的转让定价最新动态，包括宏观转让定价管理环境和企业转让定价管理新态势，以

及在新冠疫情下的转让定价应对、非贸对外支付安排及海关与转让定价等热点问题。 

【专题】2021年第 2 期—— 财经要闻月度报告 

[财研小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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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份月报已发布，欢迎点击查看。 

 

查看更多专题>>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MzU0ODg1OT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MzU0ODg1OT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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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y/detail/Mjc%3D?aid=MzAwMDAyNw%3D%3D&lang=cn&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commentary/list?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commentary/list?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focus/detail/MjQ0Mj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focus/detail/MTk0MD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focus/detail/MTk0MDI%3D?module=tax-l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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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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