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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您好！ 

欢迎阅读 2021 年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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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磅！印花税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2 月 28 日，中国人大网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至 2021 年 3 月 29

日。草案基本维持现行税率水平，适当简并税目税率。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jk2Mj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jk2Mj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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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港高端紧缺人才个税汇算清缴操作指引发布 

3 月 8 日，海南省税务局发布《海南自贸港高端紧缺人才办理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操作指引》包括经营所

得、综合所得的 WEB 端和 APP 端内容。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财税要点概览 

3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公布，其

中二十一章明确提出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完善现代税收制度。 

利好！边销茶免征增值税政策继续执行至 2023 年底 

3 月 23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布公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边销茶生产企

业销售自产的边销茶及经销企业销售的边销茶免征增值税。 

国常会部署实施提高制造业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比例等政策 

3 月 24 日召开的国常会决定，自今年 1 月 1 日起，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比例由 75%提高至

100%，同时改革研发费加计扣除清缴核算方式。3 月 25 日，国务院公布《意见》，明确 4 月底前出台提

高研发费加计扣除比例等政策。 

中办、国办：对利用“阴阳合同”、“税收洼地”等逃避税行为加强监管 

3 月 24 日，两办公布《意见》，要求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和监管，对逃避税问题多发的行业、地区适当

提高抽查比例。对隐瞒收入、虚列成本、转移利润以及利用“税收洼地”、“阴阳合同”和关联交易等逃

避税行为，加大依法防控和监督检查力度。 

集成电路、软件产业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出台 

3 月 29 日，财政部等部门明确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自 2020 年 7 月 27 日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实施，《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同时公布。

查看更多>> 

 

02 法规速递 

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2021.03.15 发布] [2021.03.15 实施] 

摘要：《公告》明确，财税〔2018〕54 号等 16 个文件规定的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凡已经

到期的，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财税〔2016〕114 号等 6 个文件规定的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到

期后继续执行。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AwNT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AwNT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A0NT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A0NT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A5ND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A5ND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EwMz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EwMz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EwOT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EwMz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EwMz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ExOD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ExOD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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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wMTQxOTg2Nj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xOTg2Nj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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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7 号] [2021.03.17 发布] [2021.03.17 实施] 

摘要：《公告》明确，2020 年第 13 号公告规定的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第 10 号公告规定的疫情防控个人所得税政策、2020 年第 25 号公告规定的电影等行业税费优惠政策延期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3 号] [2021.03.15 发布] [2021.04.01 实施] 

摘要：新版报表采用了“分类填报”的设计思路，进一步精简附表数量，同时优化主表栏目。对于绝大部分企

业，只需填报一张主表，并在主表上填写相应的具体事项即可完成申报，办税负担进一步减轻。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 [2021.03.05 发布] [2020.01.01 实施] 

摘要：《公告》明确，注册在自贸港的居民企业，从事鼓励类产业项目，并且在自贸港之外未设立分支机构的，

其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资产等在自贸港，属于在自贸港实质性运营；自贸港之外设立分支机构的，该居民企

业对各分支机构的生产经营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属于实质性运营。仅在自贸港注册登记，其生产经营

等任一项不在自贸港的居民企业，不属于实质性运营。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21〕7 号] [2021.03.04 发布] [2021.03.04 实施] 

摘要：全岛封关前，对海南自贸港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进口自用的生产设备，除法律法规和相关

规定明确不予免税、国家规定禁止进口的商品，以及政策所附清单所列设备外，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

费税。“零关税”自用生产设备负面清单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十一类企业进口的生产设备。清单将根据海南

实际需要和监管条件进行动态调整。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1 号] [2021.03.31 发布] [2021.04.01 实施] 

摘要：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月销售额 15 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免征增值税。国家税务总局同步发布相关征管公告>>>。 

 

查看更多>>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xOTg2Nj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xOTg2Nj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xOTY2OTc%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xOTY2OTc%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xOTY2OTc%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IyMj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IyMj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xNzIwMj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xNzIwMj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yMTY3ND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yMTY3MTE%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legislation/list?tip=&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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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专家锐评

解读两高工作报告八大亮点：“六稳”“六保”仍是司法政策贯彻目标  

[华税律师事务所]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 3 月 8 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向大会作报告。2021 年两高工作报告延续了精准服务“六稳”“六保”的工作重

点，强调优化营商环境，重审慎捕、慎诉的理念，延长办案期限，坚持疑罪从无、有错必纠的原则，创新

诉讼程序，力求实现个案公平正义。笔者就两高工作报告中的上述内容与读者一一解读。 

 

深度剖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刑事案件（一）——基于裁判文书大数据的分析和思考  

[刘钧 黄鑫] [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财政乃庶政之母，税收为国家之命脉。根据统计，2020 年我国的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 75%。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 2020 年我国税收收入数据，国内增值税的收入位居我国全部税收之首，是中国最主要的

税种之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仅违反了发票管理办法、触犯了刑法，更是侵蚀了增值税税基。 

税务争议解决系列 | 透析偷税行为（一） 

[段桃 刘响] [金杜律师事务所] 

实践中，如果对经税务稽查程序做出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类别进行统计，偷税行为应是其中占比最高的一

类。一旦被认定为偷税，除补缴税款和加收滞纳金（按日万分之五）外，纳税人还需承担不缴或少缴税款

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将涉及刑事责任；而另一方面，偷税行为及其对应的逃税

罪，认定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征纳双方一定的争议。 

海南自贸港实质运营：条件与管理 

[王冬生][北京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享受海南自贸港 15%税率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条件之一是在海南有实质运营。如何理解实质运营？《关于

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海南省财政

厅、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1 号，以下简称 1 号公告），在之前有关文件原则规定的基础上，

做了更加具体的操作性更强的规定。本文基于 1 号公告，结合有关法规，分析以下问题.   

政府工作报告涉税内容：分析与应用  

[王冬生 马雯丽] [北京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多次提到税收问题，不少是纳税人关心的政

策问题。估计会议结束后不久，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就将下发有关文件。对纳税人而言，正确理解报告有关

涉税内容，提前谋划应对，对充分享受减税红利，很有必要。本文结合报告中的有关表述，分析如何理

解，如何应用，有何启示。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kyOD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kyOD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1OD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g1OD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k0MT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k0MT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TEwMD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TEwMD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k1Mj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Dk1Mj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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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自用生产设备可享“零关税”优惠  

[王永亮]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3 月 4 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的通

知》（财关税〔2021〕7 号），明确全岛封关运作前，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企业，进口符合规定的自用生产设备，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7 号文件是继财关税

〔2020〕42 号）、财关税〔2020〕54 号）等，海南自贸港又一项关键税收优惠政策。 

查看更多>> 

 

 

 

04 精品案例 

小型微利企业和研发费加计扣除新政落实后，7 个问题需关注 

[品税阁] 

3 月 5 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大

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到：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 100 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

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延续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75%政策，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

例提高到 100%。对于小型微利企业税收政策，为享受这一税收优惠，许多企业势必进行税收筹划，但以

下几个方面如果筹划不当容易引发风险或失败，应引起关注。 

上游税局发来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和协查函，下游企业这样应对可以实现不补税！ 

[华税律师事务所]   

近期，某出口企业因取得“已证实虚开”发票被税务机关稽查，委托华税提供专项税务咨询。该案件反映

出贸易型出口企业面临的较为常见的风险：即由于供货方开出发票被证实虚开、供货方生产能力存疑、供

货方走逃失联等，出口企业受到牵连。那么，上游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发出《税务协查通知书》、《已证

实虚开通知单》，受票方税务机关能作出不同认定，得出业务真实的相反结论么？受票方企业必须要补缴

税款么？真实列支的成本还能扣除么？以下以我们代理的实际案例作为切入，对上述问题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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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TEwMD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TEwMD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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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YxMDAwMDE2OT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2OT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2OT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2O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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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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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劳动保护费，10 个税务疑问！ 

[郝守勇] 

疑问一：哪些属于劳保费？答复：根据《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试行)》和《关于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

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规定，劳动保护支出的范围包括：工作服、手套、洗衣粉等劳保用品，解毒剂等安

全保护用品，清凉饮料等防暑降温用品，以及按照原劳动部等部门规定的范围对接触有毒物质、矽尘作

业、放射线作业和潜水、沉箱作业、高温作业等 5 类工种所享受的由劳动保护费开支的保健食品待遇。 

查看更多>>

  

05 裁判文书 

王冠力、天津冠力通贸易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二审刑事裁定

书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2021)津 01 刑终 74 号]     

原审法院认定，2014 年 4 月至 2018 年 5 月期间，被告人王冠力以其经营的冠力通公司，通过徐平（已判

刑）介绍，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向未来申星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46 份，涉及税款

702,012.81 元，并已经认证抵扣税款。2017 年 7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被告人王冠力以其经营的冠力

通公司，通过被告人纪春媚、韩立志介绍，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向被告人邳凤军经营的爱利金

属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 25 份，涉及税款 368,594.24 元，并已认证抵扣税款。 

张云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法院] [ (2020)桂 0503 刑初 262 号]     

2015 年 9 月至 11 月，在没有发生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广西合浦县沙田镇新港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新港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某（另案处理）向被告人张云裕提出帮助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人张

云裕为此找到广东省珠海利鑫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泰瑜（已判刑）为新港公司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 286 份，发票金额共计人民币 28348111.5 元，抵扣税额共计人民币 4819178.51 元。张云裕按发

票金额 4.76%至 5%的比例从新港公司收到开票费用人民币 60 万元。。 

查看更多>> 

 

06 威科亮点

【专题】 

煤炭行业涉税刑事风险专题报告（2021） 

[华税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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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华税律师事务所对煤炭行业的深入研究、观察以及近年对煤炭企业涉税刑事案件代理经验的深刻总

结而编制的专题报告，旨在揭示煤炭行业涉税刑事风险的背景、现状、成因，并提出辩护策略与合规建

议，辅之以近年来典型的煤炭行业涉税刑事案件中的无罪判决、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以期为煤炭企业规避

刑事风险、合规经营提供参考。 

 

废旧物资行业涉税刑事风险专题报告（2021） 

[华税律师事务所] 

华税基于对外贸行业的深入观察以及近年对外贸企业涉税刑事案件代理经验的深刻总结而编制，旨在揭示

外贸行业涉税刑事风险成因特点及 2021 年骗税案件查处的新走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辩护策略

和合规建议，以期为外贸企业规避刑事风险、实现依法依规经营提供参考。 

 

医药企业涉税刑事风险专题报告（2021） 

[华税律师事务所] 

基于华税对医药行业的深入观察以及近年对医药企业涉税刑事案件代理经验的深刻总结而编制，旨在揭示

医药行业涉税刑事风险成因、特点及 2021 年案件查处、审理的新走向，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辩护策

略和合规建议，以期为医药企业规避刑事风险、实现依法依规经营提供参考。 

 

石化企业涉税刑事风险专题报告（2021） 

[华税律师事务所] 

基于华税对石化行业的深入观察以及石化行业涉税刑事案件代理经验的深刻总结而编制的法律研究报告，

旨在揭示石化行业涉税刑事风险的现状、成因，并提出辩护策略与合规、应对建议，以期为石化地炼企业

预防和弱化刑事风险提供参考。 

 

外贸行业涉税刑事风险专题报告（2021） 

[华税律师事务所] 

华税基于对外贸行业的深入观察以及近年对外贸企业涉税刑事案件代理经验的深刻总结而编制，旨在揭示

外贸行业涉税刑事风险成因特点及 2021 年骗税案件查处的新走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辩护策略

和合规建议，以期为外贸企业规避刑事风险、实现依法依规经营提供参考。 

 

查看更多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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