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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您好！ 

欢迎阅读 2021 年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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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期间多项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4 月期间，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多项适用于“十四五”期间的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其中包括：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支持科技创新进口>>>；中西部地区国际性展会展期内销售的进

口展品>>>；种用野生动植物种源和军警用工作犬进口>>>。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I3OT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I0ND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E5MD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E5MD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I5NT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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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30 年间多项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4 月期间，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多项关于 2021-2030 年支持不同产业及领域的进

口税收优惠政策，其中包括：支持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进口>>>；支持民用航空维修用航空器材进口>>>；

抗艾滋病病毒药物进口>>>，政策内容多为免征进口环节关税、增值税。

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延续至 2023 年底 

4 月 7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布 2021 年第 10 号公告，明确少数民族文字等 6 种出版物及《公告》附件

1 中的图书、报纸和期刊在出版环节执行增值税 100%先征后退政策。 

税务稽查工作规则拟修订 增加延期缴纳罚款规定 

4 月 9 日，税务总局就《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增加延期缴纳罚款的规

定，将证据纳入处罚决定书的填写范围。 

海南自贸港免征企业所得税三大产业目录重磅公布  

《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印发，高新技术产业共包含

36 类 324 项，旅游业共包含 6 类 14 项，现代服务业共包含 22 类 131 项。 

海南消博会展期内进口展品免税政策落地 

4 月 27 日，财政部等三部门公布《通知》，全岛封关运作前，对海南消博会展期内销售的规定上限以内的

进口展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自 4 月 26 日起实施。 

贵州：法院税务合建破产清算协调机制解决退出难问题 

4 月 27 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企业破产程序涉税问题处理

的实施意见》，在全省逐级建立企业破产涉税问题处理协调机制。

查看更多>> 

 

02 法规速递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3 号] [2021.03.31 发布] [2021.01.01 实施] 

摘要：《公告》明确，制造业企业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据实扣除的基础

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 [2021.03.31 发布] [2021.04.01 实施]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E5Nz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E3NT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E3NT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E3NT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E3NT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E5MT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E5MT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E5MD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E5MD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I4Nz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I4Nz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I5OD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I5O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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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xMDAxNDI3ODE%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I3ODE%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yMTcwNz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yMTcwNzQ%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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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告》明确了适用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必须同时满足的三个条件，清单共列举 10 项适用“首违不

罚”的事项，兼顾资料报送、纳税申报和票证管理等多类型轻微税收违法行为。 

关于明确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5 号] [2021.04.23 发布] [2021.04.01 实施] 

摘要：同时符合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等 5 项条件的先进制造业纳税人，可以自 2021 年 5 月及以后纳税申报期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2 号] [2021.04.02 发布] [2021.01.01 实施] 

摘要：《公告》明确，对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1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减半

征收个人所得税。执行期限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税费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9 号] [2021.04.12 发布] [2021.05.01 实施] 

摘要： 6 月 1 日起纳税人申报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资源税、土地增值

税、契税、环境保护税、烟叶税中一个或多个税种时，使用《财产和行为税纳税申报表》。5 月 1 日起，海南、

陕西、大连和厦门开展增值税、消费税分别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申报表整合试点。 

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等] [2021.04.23 发布] [2021.05.25 实施] 

摘要：要求直播营销平台依法依规向税务机关报送身份信息和其他涉税信息。直播营销平台应当提示直播间运营

者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或税务登记，如实申报收入，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直播营销平台

及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履行代扣代缴义务。 

 

查看更多>> 

  

03 专家锐评

众说纷纭话税收 —— 家族信托的风险隔离与税收 

[廖敏]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 

家族信托以其具备风险隔离、优化家族财富管理的特点，一直为人关注。在我国，以货币资金为财产设立

的家族信托不在少数。本文拟介绍家族信托财产的风险隔离功能，并分析财产转移至家族信托，及信托财

产收益分配的相关税务影响。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zMjEyMz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yNzE0ND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yNzE0ND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yOTk2Nz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yOTk2Nz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MwMj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MwMj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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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AwMDAxMTUyOT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TUyOTM%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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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与个体户所得税优惠：政策与管理  

[王冬生] [北京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发展，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

税优惠政策的公告》（下称 12 号公告），国家税务总局也下发《关于落实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发展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下称 8 号公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执

行。本文基于 12 号公告和 8 号公告的规定，结合其他有关文件，介绍十个问题。 

股权激励及相关税法问题研究  

[易明] [德恒律师事务所] 

股权激励是通过授予员工公司股权，实现员工与公司分享发展成果，共担经营风险，推动员工更加勤勉尽

责地为公司长期发展服务的一种员工激励方式。股权激励以股权为纽带，把管理、技术、资金、资源等价

值创造各方凝聚在一起，把公司打造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价值共创、使命共知和企业共治的平台，对

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谈谈税务稽查中的“辩诉交易” 

[苏小榕] [拓维律师事务所]  

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

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这种

司法模式美国早在 19 世纪就已经开始适用，而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并没有辩诉交易制度。 

从《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 看未来税收征管对企业的影响  

[崔岩双] [星瀚律师事务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21 年 3 月 24 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立足

于解决当前税收征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对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做出了全面的部署，明

确了未来税收征管改革的主要目标。本文拟在梳理《意见》的主要内容，并从企业角度来看未来税收征管

对企业的影响及企业的应对策略。 

查看更多>> 

 

04 精品案例 

从 8 个司法判例看土增税清算中的法律风险 

[华税律师事务所] 

近年来，伴随着全国各地税务机关陆续通过招标采购方式，集中铺开土增税清算审核，房地产企业土增税

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其中不乏有矛盾激化，导致税企对簿公堂的案例。土地增值税合规是一项复杂、精细

的涉税业务，要求企业深入理解并正确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在缺少专业税务人员的参与下，稍有不慎就容

易引发涉税风险。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TQ4ODc%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TQ4ODc%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TUxOD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TUxOD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TM2Mz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TM2Mzk%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TQ1MzU%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TQ1Mz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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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YxMDAwMDE3MT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3MTY%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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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笔股权转让税款金额巨大，税局为何不追征？ 

[品税阁] 

近日，一则裁判文书张岭松、国家税务总局淄博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行政管理(税务)二审行政判决书引

发了网友讨论。帖子的主要内容是 2019 年 7 月 9 日，张某某向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举报刘某某等人转让

股权行为未交个人所得税 900 万元。经履行检举事项法定处理程序后，税局认定该笔税款已过 5 年追征

期，决定对刘某某等人未缴个税不予追征。张以税务机关不履行征缴税款法定职责为由，向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张某某的诉讼请求。张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中院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个判缓一个判十年，煤炭等大宗商贸行业虚开同案不同判问题亟需解决！ 

[华税律师事务所]   

纵观目前已经判决的虚开刑事案件，法院认定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逃税罪的案例不一而足。而深入研究案情后发现，上述不同罪名的案件在业务模式、涉案行为等方面具有

诸多相似之处，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在涉税犯罪领域也越来越凸显。本文通过两则罪名不同、量刑不同的案

例对比，进一步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进行探讨，同时强调司法实践中同案同判对于维护个

案公平、社会正义的重要意义。  

上市公司出售股权，16 亿元的差额，为何税务局要求更正申报 

[姜新录]  

前几日，作者分享了上市公司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所得税处理案例，穗恒运 A 称，“2020 年，由于征管税

务局要求按协议价格计税，本公司进行了更正申报，导致对越秀金控股权的会计账面价值低于其计税基础

1,605,718,318.00 元”。有朋友询问该案的详细情况，为什么会有 16 亿元的差额。周末有时间，就整理

并分享给大家。 

查看更多>>

  

05 裁判文书 

沈剑波虚开发票一审刑事判决书 

[江西省宁都县人民法院] [(2021)赣 0730 刑初 37 号] [2021.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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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2OTc%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2OTc%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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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常德市奥华运输有限公司、熊珲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一审刑

事判决书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2020)湘 0703 刑初 428 号] [2021.04.12]     

经审理查明：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3 月间，被告单位常德市奥华运输有限公司为牟取非法利益，在奥华

公司与受票公司没有发生真实业务的情况下，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被告人熊珲杉以按开票金额收取 5.5%-

8%的开票费为条件，先后向常德瑞力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汇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天鹰建设有限

公司、北京尚品嘉合食品有限公司、北京瑞华鼎盛科贸有限公司、上海厚荣实业有限公司、共青城厚荣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共计虚开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18 份，金额合计 37,513,119.89 元，增值税税额

合计 370,501.91 元，价税合计 4,121,821.80 元，以上七家公司的进项税额均已在其主管税务机关进行了

申报抵扣。奥华公司共收取开票费 313,236.35 元。 

查看更多>> 

 

06 威科亮点

税法合规 | 小威课堂 

2021 年 4 月举办的会议有“3 月重要税法讲解”、“特许权使用费海关审价和稽查重点与合理税务筹

划”，其中“3 月重要税法讲解”已开通会议在线回看，欢迎登录查看。 

 

近期热点税务问题：监管趋势与常见争议焦点 

[施志群] 

随着我国税务系统的不断完善以及大数据化等科技手段的日益推进，企业的各项数据逐步与税局系统无缝

对接。尤其是近年来某些高曝光度涉税案件的出现，使得税务监管和稽查备受关注。明税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施志群律师，将结合近期热点税务问题，探讨监管趋势与常见争议焦点。 

特许权使用费海关审价和稽查重点与合理税务筹划 

[赵晶] 

我国对外贸易正在高速增长，贸易便利化水平逐渐提高，营商环境日益改善。与此同时，海关对进出口贸

易合规要求逐步提升，特许权使用费一旦被海关认定为需要缴纳相关进口税，则往往涉及金额巨大。威科

中国特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晶律师就主题为“特许权使用费海关审价和稽查重点与合理税务

筹划”的内容进行分享。 

新收入准则税会差异分析提示 

[致同中国] 

2017 年 7 月，财政部印发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收

入准则修订自 2014 年 5 月起至 2017 年 7 月，历时 3 年最终完成修订。针对 2020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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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汇总了新收入准则下收入确认相关会计准则和税法规定，并就其中的关键差异点进

行分析提示。 

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政策解析及实操详解 

[CCH] 

2019 年 8 月 1 日，国务院办公厅首次提出要加快研究推进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下称“专票电子

化”），2020 年 9 月 1 日，浙江省宁波市率先开展专票电子化试点，并逐渐扩展至杭州市及河北省石家庄

市。本专题就专票电子化发展进程及试点具体内容进行介绍，内容截至 2020 年 12 月中旬出台的文件规

定。 

 

2021 年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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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央行、国资委、交通部等政府机构政策动态、解读及市场热点）；税务政

策动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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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月度财经看点，欢迎点击查阅。 

 

查看更多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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