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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税讯 

1. 澳大利亚税务局解读跨国企业应如何计算合并营业收入[English][2021.06.17] 

摘要： 澳大利亚税务局近日发布了 2021/D1 号税务决定草案，其中明确，在计算企业的“合并营业收入”是否达到税收起征点时，

需包含其关联方的营业收入。 背景 2021/D1 号决定明确，企业"合并营业收入"可... 

2. 5 月财政收入：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增长 42.9%[2021.06.17] 

摘要： 6 月 17 日，财政部公布 2021 年 5 月财政收支情况，其中，全国税收收入 83831 亿元，同比增长 25.5%。 主要税收收入项

目情况如下： 国内增值税 29330 亿元，同比增长 24%。 国内消费税 767... 

3. 美欧同意暂停航空补贴争端相关报复性关税[2021.06.16] 

摘要： 新华社报道，美国和欧盟 6 月 15 日就波音和空客航空补贴争端达成五年关税休战协议。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消

息，当天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瓦尔季斯·东布罗夫斯基斯就美... 

4. 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税务局今日挂牌成立[2021.06.16] 

摘要： 6 月 16 日，广西税务局网站公布《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税务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

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税务局 2021 年 6 月 16 日挂... 

5. 国务院 2021 年度立法计划：增值税、消费税法草案拟提请审议[English][2021.06.15] 

摘要： 6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公布《国务院 2021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其中包括 18 件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的法律案，如增值税法草案、消费税法草案、关税法草案、审计法修正草案等。此外，中国人民... 

6. 肯尼亚公布以 BEPS 为重点的 2021-22 年预算案[English][2021.06.15] 

摘要： 肯尼亚 6 月 10 日公布 2021-22 年预算案，明确其国际税收规则和增值税规则的各种变化。 预算案明确，取代债资比为 3:1

的资本弱化制度，通过企业息税及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比率方法来限制过度扣... 

7. 官方三步解析：个税被申诉应如何处理[2021.06.11] 

摘要： 随着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的逐步推进，纳税人“被收入”、“被任职”的问题层出不穷。日前，天津市税务局就扣缴单位收

到税务局通知，被申诉应如何正确处理；员工离职后，未及时办理离职应如何操作等事项进行提示说明... 

8. 税务总局：2021 年拟修订（制定）6 项部门规章[2021.06.10] 

摘要： 6 月 8 日，税务总局官网公布 2021 年税务部门规章制定计划，明确 6 件一类、二类制定项目。 其中包括： 修改《税务规

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政策法规司、纳税服务司） 制定《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 

9. 欧盟就打击滥用空壳公司避税行为公开征求意见[English][2021.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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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一项关于解决滥用空壳公司问题的新指令，并于近日启动意见征集。 5 月 20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

份“路线图”，将研究各种方案，以确保没有实质性商业存在的法律实体和法律结构在欧盟无法享受... 

10. 专家解析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境外所得税收处理问题[2021.06.09] 

摘要： 税务研究公众号 6 月 9 日更新海南省税务局专家的一篇文章，介绍国际上对企业境外所得不同的税收处理方法，结合海南自

由贸易港特殊规定，提出完善我国对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外所得税收政策的建议。 从全球征税向属地征... 

11. 上海：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税收增量部分予以扶持[2021.06.09] 

摘要： 6 月 9 日，上海市宝山区举行专题新闻通气会，介绍此前出台的《宝山区加快建设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政策》。 《政策》包括十个方面 30 条新政，每年安排专项扶持资金，重点支持上海市“3+6”... 

12. 德国预提税法修正案获通过[English][2021.06.09] 

摘要： 德国联邦委员会日前批准了德国预提税和资本利得税拟定的修正案。 修订内容包括在财政部去年年底宣布的《预提税减免现

代化法案》（AbzStEntModG）中。 财政部表示，本次修订旨在减少和简化《德国所... 

13. 两部门：符合条件的区块链企业可享软件税收优惠政策[English][2021.06.08] 

摘要： 6 月 7 日，工信部等两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等内

容。 《意见》明确赋能实体经济、提升公共服务、夯实产业基础等区块链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五大重点... 

14. 审计署：减税降费政策落实中存在违规返还税款、违规征收过头税等问题[2021.06.08] 

摘要： 6 月 7 日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审计署审计长报告 2020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 税收征管和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审计情况方面，审计署对税务总局和 17 省... 

15. 案例｜福建莆田破获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案 涉案金额超 1 亿[2021.06.08] 

摘要： 东南网 6 月 7 日报道，莆田市公安局近日联合莆田市税务局对一起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进行收网，成功摧毁犯罪团伙 1

个，涉案金额达 1 亿多元。 今年 5 月初，莆田税务机关将日常发现的一条犯罪嫌疑人虚开增值税发票... 

16. 新加坡财长：政府会在必要时调整公司税制度[2021.06.08] 

摘要： 央视新闻报道，新加坡财政部长黄循财 6 月 8 日表示，七国集团（G7）日前表示支持将全球最低公司税率定在 15％。新加

坡政府会在必要时调整公司税制度。 黄循财说，调整税收对收入的影响将取决于设置的参数、制定... 

17. 南非法院对外汇交易增值税进项税争议作出裁决[English][2021.06.08] 

摘要： 南非最高上诉法院（SCA）近日就与外汇交易相关的增值税争议作出了有利于税务机关的判决。 该项判决于 5 月 25 日在南

非税务局（SARS）诉 Tourvest 金融服务（私人）有限公司（案件编号 435/202... 

18. 专家解读土地出让金征管新规：不涉及资金归属权改变 与房地产税出台无直接关联[2021.06.07] 

摘要： 近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四项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文件公布后引发热议，多位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该措施不

涉及资金归属权的改变，与房地产税出台也没有直接关联，短期对房地产市场影响不大。 北京大学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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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北京市税务局明确股份制企业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个税问题[2021.06.07] 

摘要： 6 月 4 日，北京市税务局发布 5 月征期热点问题，涉及个人所得税、财产和行为税、企业所得税、货物和劳务税、非税收入

等内容。 其中，北京市税务局明确了关于股份制企业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是否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问... 

20. G7 财长会议同意将“全球最低企业税” 设定为 15%[2021.06.07] 

摘要： 据参考消息 6 月 6 日报道，七国集团（G7）成员国当地时间 6 月 5 日发表声明说，支持把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为 15%，并

将在改革国际税收规则、取消数字服务税等领域进行协调。 据悉，根据路透社获得的一份协议副本... 

21. 经合组织公布税收协定范本修订反馈意见[English][2021.06.07] 

摘要： 经合组织此前就修订税收协定范本第 9 条和其他相关条款的注释征求意见，旨在解决关联企业交易的税收问题。6 月 3 日，

经合组织公布了所收到的反馈意见。 税收协定与相关问题第 1 工作组(即经合组织财政事务委员会负... 

查看更多 

法规动态 

1.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企业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1 号] [2021.05.31 发布] [2021.01.01 实施] 

摘要：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企业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1 号      

为支持企业改制重组，优化市场环境，现就继续执行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公告如... 

2.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横琴新区税务局关于印花税核定征收有关事项的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横琴新区税务局] [2021.06.10 发布] [2021.06.10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横琴新区税务局关于印花税核定征收有关事项的通告 为进一步规范印花税核定征收管理，营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税收营商环境，更好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根据《国家税务... 

3. 尚未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席令第八十九号] [2021.06.10 发布] [2022.07.01 实施]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主席令第八十九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2 年 7 月...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席令第八十五号] [2021.06.10 发布] [2021.06.10 实施]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主席令第八十五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通过，现予公...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UxNDQ%3D?searchId=d7216a65da34437fac9178a079c8220d&index=33&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UxNTY%3D?searchId=d7216a65da34437fac9178a079c8220d&index=3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UxNzA%3D?searchId=d7216a65da34437fac9178a079c8220d&index=36&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UxNzE%3D?q=&module=tax-law&title=%E7%BB%8F%E5%90%88%E7%BB%84%E7%BB%87%E5%85%AC%E5%B8%83%E7%A8%8E%E6%94%B6%E5%8D%8F%E5%AE%9A%E8%8C%83%E6%9C%AC%E4%BF%AE%E8%AE%A2%E5%8F%8D%E9%A6%88%E6%84%8F%E8%A7%81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news/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news/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QwNTI%3D?searchId=9f134c7de0e34d20bcb6a2cdff94d841&index=1&q=%E8%B4%A2%E6%94%BF%E9%83%A8%20%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5%85%B3%E4%BA%8E%E7%BB%A7%E7%BB%AD%E5%AE%9E%E6%96%BD%E4%BC%81%E4%B8%9A%E6%94%B9%E5%88%B6%E9%87%8D%E7%BB%84%E6%9C%89%E5%85%B3%E5%9C%9F%E5%9C%B0%E5%A2%9E%E5%80%BC%E7%A8%8E%E6%94%BF%E7%AD%96%E7%9A%84%E5%85%AC%E5%91%8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QwNDA%3D?searchId=928ffca7c5084c7989db8a596d20870f&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7%8F%A0%E6%B5%B7%E5%B8%82%E6%A8%AA%E7%90%B4%E6%96%B0%E5%8C%BA%E7%A8%8E%E5%8A%A1%E5%B1%80%E5%85%B3%E4%BA%8E%E5%8D%B0%E8%8A%B1%E7%A8%8E%E6%A0%B8%E5%AE%9A%E5%BE%81%E6%94%B6%E6%9C%89%E5%85%B3%E4%BA%8B%E9%A1%B9%E7%9A%84%E9%80%9A%E5%91%8A&modul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0MDM3MDQ%3D?searchId=b135ef64531e447ab34997a031dd13d7&index=1&q=%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D%B0%E8%8A%B1%E7%A8%8E%E6%B3%9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0MDM3MDc%3D?searchId=55cc2c0234f24502825ac9ef4629329a&index=1&q=%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6%B5%B7%E5%8D%97%E8%87%AA%E7%94%B1%E8%B4%B8%E6%98%93%E6%B8%AF%E6%B3%95&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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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

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 [财综〔2021〕19 号] [2021.05.21 发布] [2021.05.21 实施] 

摘要： 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综〔2021〕1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6. 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政策的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民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通告 2021 年第

5 号] [2021.06.01 发布] [2021.06.01 实施] 

摘要： 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政策的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通告 2021 年第 5 号 为贯彻落实深化

“放管服”改革精神，进一步优化办税流程，提高纳税人享受政策便利度，扎实服务“六稳”... 

7. 海南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关于印发《2021 年海南省提升营商环境重要量化指标便利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海南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 [琼营商〔2021〕2 号] [2021.06.10 发布] [2021.06.10 实施] 

摘要： 海南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关于印发《2021 年海南省提升营商环境重要量化指标便利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琼营商

〔2021〕2 号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 ... 

8.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成立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和调整全市税务稽查机构职能职

责及管辖范围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2 号] [2021.06.16 发布] [2021.06.18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成立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和调整全市税务稽查机构职能职责及管辖范围的

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2 号 按照税收征管体制改革... 

9. 印发《广州市关于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 

[广州市财政局,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穗财规字〔2021〕1 号] [2021.06.07 

发布] [2021.06.07 实施] 

摘要： 印发《广州市关于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 穗财规字〔2021〕1 号 各有关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广州市关于实施粤... 

10. 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0 号] [2021.06.02 发布] [2021.01.01 实施] 

摘要： 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0 号   为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 

查看更多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zODk1NDk%3D?searchId=bd80f8bd391441f1aa9246ae63c2bcd3&index=1&q=%E5%85%B3%E4%BA%8E%E5%B0%86%E5%9B%BD%E6%9C%89%E5%9C%9F%E5%9C%B0%E4%BD%BF%E7%94%A8%E6%9D%83%E5%87%BA%E8%AE%A9%E6%94%B6%E5%85%A5%E3%80%81%E7%9F%BF%E4%BA%A7%E8%B5%84%E6%BA%90%E4%B8%93%E9%A1%B9%E6%94%B6%E5%85%A5%E3%80%81%E6%B5%B7%E5%9F%9F%E4%BD%BF%E7%94%A8%E9%87%91%E3%80%81%E6%97%A0%E5%B1%85%E6%B0%91%E6%B5%B7%E5%B2%9B%E4%BD%BF%E7%94%A8%E9%87%91%E5%9B%9B%E9%A1%B9%E6%94%BF%E5%BA%9C%E9%9D%9E%E7%A8%8E%E6%94%B6%E5%85%A5%E5%88%92%E8%BD%AC%E7%A8%8E%E5%8A%A1&modul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zODk1NDk%3D?searchId=bd80f8bd391441f1aa9246ae63c2bcd3&index=1&q=%E5%85%B3%E4%BA%8E%E5%B0%86%E5%9B%BD%E6%9C%89%E5%9C%9F%E5%9C%B0%E4%BD%BF%E7%94%A8%E6%9D%83%E5%87%BA%E8%AE%A9%E6%94%B6%E5%85%A5%E3%80%81%E7%9F%BF%E4%BA%A7%E8%B5%84%E6%BA%90%E4%B8%93%E9%A1%B9%E6%94%B6%E5%85%A5%E3%80%81%E6%B5%B7%E5%9F%9F%E4%BD%BF%E7%94%A8%E9%87%91%E3%80%81%E6%97%A0%E5%B1%85%E6%B0%91%E6%B5%B7%E5%B2%9B%E4%BD%BF%E7%94%A8%E9%87%91%E5%9B%9B%E9%A1%B9%E6%94%BF%E5%BA%9C%E9%9D%9E%E7%A8%8E%E6%94%B6%E5%85%A5%E5%88%92%E8%BD%AC%E7%A8%8E%E5%8A%A1&modul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0MTA5NTA%3D?searchId=204e2800b3ac4c2f93e387a13ee1071c&index=1&q=%E5%85%B3%E4%BA%8E%E8%BF%9B%E4%B8%80%E6%AD%A5%E4%BC%98%E5%8C%96%E8%90%BD%E5%AE%9E%E9%87%8D%E7%82%B9%E7%BE%A4%E4%BD%93%E5%88%9B%E4%B8%9A%E5%B0%B1%E4%B8%9A%E7%A8%8E%E6%94%B6%E6%94%BF%E7%AD%96%E7%9A%84%E9%80%9A%E5%91%8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QwOTA%3D?searchId=0d78f4fc625641bc83dd440af36a3a05&index=1&q=%E6%B5%B7%E5%8D%97%E7%9C%81%E4%BC%98%E5%8C%96%E8%90%A5%E5%95%86%E7%8E%AF%E5%A2%83%E5%B7%A5%E4%BD%9C%E4%B8%93%E7%8F%AD%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2021%E5%B9%B4%E6%B5%B7%E5%8D%97%E7%9C%81%E6%8F%90%E5%8D%87%E8%90%A5%E5%95%86%E7%8E%AF%E5%A2%83%E9%87%8D%E8%A6%81%E9%87%8F%E5%8C%96%E6%8C%87%E6%A0%87%E4%BE%BF%E5%88%A9%E5%BA%A6%E5%AE%9E%E6%96%BD%E6%96%B9%E6%A1%88%E3%80%8B%E7%9A%84%E9%80%9A%E7%9F%A5&modul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QwODk%3D?searchId=0a32eedc2c6a40179ce4cfc717a794b0&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6%B7%B1%E5%9C%B3%E5%B8%82%E7%A8%8E%E5%8A%A1%E5%B1%80%E5%85%B3%E4%BA%8E%E6%88%90%E7%AB%8B%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6%B7%B1%E5%9C%B3%E5%B8%82%E7%A8%8E%E5%8A%A1%E5%B1%80%E7%AC%AC%E5%9B%9B%E7%A8%BD%E6%9F%A5%E5%B1%80%E5%92%8C%E8%B0%83%E6%95%B4%E5%85%A8%E5%B8%82%E7%A8%8E%E5%8A%A1%E7%A8%BD%E6%9F%A5%E6%9C%BA%E6%9E%84%E8%81%8C%E8%83%BD%E8%81%8C%E8%B4%A3%E5%8F%8A%E7%AE%A1&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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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锐评 

1. 首发 《印花税法》重点条款解读 [2021.06.15] 

摘要： 2021 年 6 月 1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印花税法》”）。2022 年 7 月 1 日，《印

花税法》将正式施行。《印花税法》的立法层级上升为法律，其颁行充分发挥了税收对经济的导向... 

2. G7 达成 15%全球最低税率，快来看看哪些司法管辖区的公司将会受到影响？ [2021.06.14] 

摘要： 01 G7 发话 税率高低，不是你想低就能低 2021 年 6 月 5 日，七国集团（G7）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已就税基侵蚀和利润转

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BEPS”... 

3. 《印花税法》与《条例》相比有哪些变化 [2021.06.11] 

摘要： 印花税法昨天晚上公布，明年 7 月 1 日施行，相比现行条例，甚至是与之前的征求意见稿相比，变化都非常大，另外，条例

语境下部分规范性文件中的内容上升为法律。今天，我们就主要变化的内容进行初步学习。由于是初步学... 

4.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试点之简评 [2021.06.09] 

摘要： 2021 年 6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文《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 

5. 供应链出口业务增值税发票退税、函调的常见风险与对策 [2021.06.09] 

摘要： 前言 供应链公司代理生产企业办理出口、退税等业务。在退税业务中，退税机关可要求供应链公司、生产企业及其下级供货

商申报出口业务信息，以便查验业务真实性。如发现有可疑信息，退税机关有权向当地税务机关发函... 

6. 税务律师为您专业解读最高检合规从宽第三方监评机制 [2021.06.09] 

摘要： 编者按 2021 年 6 月 3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举行“依法督促涉案企业合规管理 将严管厚爱落到实

处”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 

7. 私人客户及财富管理——英国税法之二: 公司税和增值税[2021.06.09] 

摘要： 公司税 Corporation Tax 征收范围 英国公司税是对公司利润(profit)征收的税种。公司所缴纳的税款并不称为“所得税”或

“资本利得税”, 而是均以公司税的形式体现。公司的应税利润分... 

8. 对外支付税务备案再添便利，合规性要求需持续关注 [2021.06.09] 

摘要： 摘要 自 2013 年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13]40 号（以下简称“40 号公告”）正式实施以来，中国服务贸

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的税务备案流程不断简化，税务机关的监管重心已从事前审批转... 

9. 家族财富管理——英国税法之一: 所得税 [2021.06.08]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I2ODk%3D?searchId=a642c9cb2ef3444186bbb153fcb36e78&index=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IwMzM%3D?searchId=a642c9cb2ef3444186bbb153fcb36e78&index=3&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IyNDg%3D?searchId=a642c9cb2ef3444186bbb153fcb36e78&index=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E5MDM%3D?searchId=a642c9cb2ef3444186bbb153fcb36e78&index=5&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E5MzY%3D?searchId=a642c9cb2ef3444186bbb153fcb36e78&index=6&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IwMTM%3D?searchId=a642c9cb2ef3444186bbb153fcb36e78&index=7&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IwNTg%3D?searchId=a642c9cb2ef3444186bbb153fcb36e78&index=8&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IyNDE%3D?searchId=a642c9cb2ef3444186bbb153fcb36e78&index=9&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E4NTI%3D?searchId=a642c9cb2ef3444186bbb153fcb36e78&index=10&q=&module=tax-law


 2021.06.04-2021.06.17 

摘要： 所得税是针对所有收入征税的税款。对于有规律地重复发生的收入, 如工资、奖金、分红等, 所要缴纳的是收入所得税, 而因

处置资产发生的收益则需遵守资本利得税的相应规则。 英国所得税税务年度为每年的 4 月 6... 

10. G7 达成 15%的全球最低税率之五问五答 [2021.06.08] 

摘要： 据报道，伦敦当地时间 6 月 5 日，七国集团（G7）在伦敦达成具有历史性影响的全球税收协议，就跨国巨头将同样需要在运

营国支付公平份额的税收达成一致。作为该协议的一部分，G7 的各国财务部长进一步同意通过全球最... 

11. 不同情形下如何适用税款追征期？起止时点如何确认？ [2021.06.08] 

摘要： 实务中发生少缴税款的原因有很多，哪些适用追征期的规定？哪些不适用？追征期从什么时间开始计算？截止到什么时间？

笔者带您分析如下： 税款追征期的政策如何规定？ 税款追征期的规定有三年、五年，还有无限期... 

12. 评 G7 支持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为 15%及其影响——国际政治经济规则制定演变的视角 [2021.06.06] 

摘要： 目前国际税收研究界有一种研究理论主张从国际政治经济这样更宏观的视角研究国际税收，为我国未来主导或参与国际税收

制度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决策方法和参考样本。古老师对此非常赞同，并且也同样认为国际税收实务领域... 

13. 美国税务近期频频释放新“信号”- 解读拜登资本利得税及遗产税征管新政 [2021.06.04] 

摘要： 4 月 23 日的一则 breaking news 让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盘中高点 1.59％降至 1.54％；道琼斯跌幅 0.94%，创 7 周最大

跌幅；标普跌幅 0.92%，创 5 周最大跌幅；纳斯达克跌幅也达到 0.94... 

查看更多 

实务案例 

1. 案例解析 | 企业善意取得虚开发票的判定及税务稽查应对[2021.06.16 发布] 

摘要： 一、案情简介 A 公司为注册在河南自贸试验区的医药企业，注册资本为 6.8 亿元人民币，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1 年至

2013 年，A 公司向河南省开封市 B 医药贸易公司采购药品，2011 年 3 月至 2013 年 8... 

2. 案例分析 | 五矿 MLB 公司秘鲁预提税争议解析[2021.06.09 发布] 

摘要： 一、案情概要 2021 年 2 月 19 日，五矿资源(01208.HK)发布公告如下： “五矿资源(MMG)附属 MLB 收到秘鲁国家税务管

理监察局(SUNAT)有关 MLB 于 2014 年税务年度的一部分若干贷款... 

3. 案例解析企业清算的所得税处理[2021.06.08 发布] 

摘要： 在平时工作中，大家遇到的大部分是正常经营的企业，因此，对企业因各种原因终止经营，如何计算企业所得税有点陌生，

今天，我们就以案例的形式，尽量简单的介绍清算的企业所得税处理。 假设某企业有两个投资者，分... 

4.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个税问题：政策 征管 建议[2021.06.08 发布]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E5NDk%3D?searchId=a642c9cb2ef3444186bbb153fcb36e78&index=1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IyNDA%3D?searchId=a642c9cb2ef3444186bbb153fcb36e78&index=12&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E3OTM%3D?searchId=a642c9cb2ef3444186bbb153fcb36e78&index=13&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E1NTk%3D?searchId=a642c9cb2ef3444186bbb153fcb36e78&index=1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3OTM%3D?searchId=798a354357384fbc907b51b52c73dcbd&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6%B7%B1%E5%9C%B3%E5%B8%82%E7%A8%8E%E5%8A%A1%E5%B1%80%E5%85%B3%E4%BA%8E%E6%88%90%E7%AB%8B%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6%B7%B1%E5%9C%B3%E5%B8%82%E7%A8%8E%E5%8A%A1%E5%B1%80%E7%AC%AC%E5%9B%9B%E7%A8%BD%E6%9F%A5%E5%B1%80%E5%92%8C%E8%B0%83%E6%95%B4%E5%85%A8%E5%B8%82%E7%A8%8E%E5%8A%A1%E7%A8%BD%E6%9F%A5%E6%9C%BA%E6%9E%84%E8%81%8C%E8%83%BD%E8%81%8C%E8%B4%A3%E5%8F%8A%E7%AE%A1&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3OTI%3D?searchId=1548f14826b8400a8fb6959b18368c90&index=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3ODk%3D?searchId=1548f14826b8400a8fb6959b18368c90&index=2&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3OTE%3D?searchId=1548f14826b8400a8fb6959b18368c90&index=3&q=&module=tax-law


 2021.06.04-2021.06.17 

摘要： 最近遇到一起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涉及的个税问题，现行有关规定，基于不同企业资本公积的不同来源，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本文基于有关规定，分析这个问题。本文包括以下内容： 一、案例简介 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个... 

5. 案例解析现行个体工商户税收优惠[2021.06.07 发布] 

摘要： 为应对疫情影响，激发经济活力，今年国家又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今天我们来梳理个体工商户涉及的优惠： 1、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在 15 万（季度 45 万）以下的，免税。（此前是 10 万） 2、增... 

查看更多 

【温馨提示】 

本期精选内容推荐源自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丨税法合规模块，欢迎登陆税法合规模块获取更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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