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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税讯 

1. 天津市税务局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标准拟公布[2021.07.01] 

摘要： 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拟公布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标准，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 2021 年 7 月

29 日。 天津市税务局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标准如下： 天津市税务局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 

2. 案例｜与下游公司无资金往来或出现资金回流 公司被认定虚开发票被税务局处罚[2021.07.01] 

摘要： 日前，天津市税务局公布一则送达某公司《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的公告，拟对该公司处以 50 万元的罚款。 《处罚告

知书》显示，该公司于 2018 年 5、6 月份累计对外开具正常增值税专用发票 271 份，价税合计... 

3. 欧盟电子商务增值税改革措施 7 月起全面推开[English][2021.07.01] 

摘要： 7 月 1 日起，欧盟的电子商务增值税规则将有重大变化。 欧盟的改革旨在简化线上销售商品的增值税规则，并要求线上市场

在打击税务欺诈方面作出贡献。 总体来说，改革方案包括下列措施： — 非欧盟供应商向消... 

4. 税企跨境涉税事项有争议怎么办？广州先行启动早期中立评估机制[2021.06.30] 

摘要： 近期，广州市南沙区税务局发布的《湾区跨境涉税事项早期中立评估暂行办法》引发业内广泛关注。 早期中立评估是多元化

纠纷解决机制中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由中立的或独立的专家，就争议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以... 

5. 深圳市调整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及免征标准[2021.06.30] 

摘要： 6 月 29 日，深圳市税务局发布通告，吊证 2021 年度个人所得税相关税前扣除及免征标准，自 2021 年 6 月 1 日（税款所属

期）起执行。 通告明确，深圳市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而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的免税... 

6. 官方详细答复！关于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票的纳税人处理建议[2021.06.29] 

摘要： 近日，大连市税务局公开《对市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第 0378 号建议的答复》，对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对“善意

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纳税人的处理建议》进行答复。 人大代表提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7. 经合组织发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电子商务增值税指南[English][2021.06.28] 

摘要： 经合组织近日发布了一个新的工具包，以支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更有效地征收电子商务增值税。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区（LAC，下简称“拉加地区”）增值税数字工具包为成功实施电子商务全面增值税战略提供了... 

8. 经合组织公布五份税收透明度同行审查报告[English][2021.06.25] 

摘要： 经合组织发布了五份关于透明度和应请求的信息交换（EOIR）国际标准实施的同行审查报告，涉及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

廷、俄罗斯、南非和乌克兰五个国家。 经合组织表示，由于 COVID-19 导致的旅行限制使得... 

9. 案例｜接受虚开、为他人虚开专票近亿元 上市公司子公司仅需补缴部分税款[202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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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6 月 24 日，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清远楚江收到清远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下发的《税

务处理决定书》和《不予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税务处理决定书》显示，2012 年至 20... 

10. 官方发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操作指引[2021.06.25] 

摘要： 近日，为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根据相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编制了《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操作指引（1.0 版）》指引，供辅导使用。 《指引（1.0 版）》共包括研... 

11. 案例｜青岛公安破获伪造出口金额 4.88 亿元、骗取出口退税 5800 万元大案[2021.06.24] 

摘要： 媒体报道，青岛经侦民警近日破获了一起伪造出口金额 4.88 亿元、骗取出口退税 5800 万元的骗取出口退税大案。 2020 年

7 月，青岛市公安局接到税务稽查部门移交的线索，青岛三家贸易公司可能在从事骗取出口... 

12. 数字货币遭全球监管 韩国重点打击利用数字币逃税[2021.06.24] 

摘要： 有媒体报道，韩国近日加大力度，对利用数字货币偷税漏税行为实施重点打击。 韩国负责监管大首尔地区的京畿道政府官员

近日透露，经过长达数月的调查，从被控逃税的 1.2 万人手中没收了逾 530 亿韩元(合 4700... 

13. 贵州税务严格执行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十五条禁令”[2021.06.23] 

摘要： 6 月 23 日，贵州省税务局发布公告称，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省税务局制定并严格执行《优化税收营商

环境“十五条禁令”》，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其中，“十五条禁令”包括： 严禁在落实税... 

14. 经合组织提议国际间交换共享经济税收数据[English][2021.06.23] 

摘要： 6 月 22 日，经合组织对其 2020 年 7 月发布的《平台运营商对共享和零工经济中卖家进行报告的规则范本》进行补充，公布

了一项拟定的共享经济税收数据国际交换框架和一个涵盖货物销售的可选模块。 背景 《平台... 

15. 新版《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8 月起施行[English][2021.06.21] 

摘要： 6 月 18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修改<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办法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本次修订内容包括：修改保密规定、调整审理范围、修改组织听证有关表述、明确审理期限的执... 

16. 税务总局最新曝光增值税虚开案件 涉案金额近百亿[2021.06.21] 

摘要： 日前，税务总局再曝光 5 起增值税发票虚开骗税典型案例，涉及湖北、贵州、深圳、浙江、福建等地，其中涉案金额最高达

60 余亿元。 深圳警税破获“惊雷 4 号”虚开、伪造出售假发票案。2020 年 12 月，深圳警税联... 

17. 经合组织更新税收犯罪调查重要指南[English][2021.06.21] 

摘要： 经合组织近日发布了一份新报告，适用于负责处理财政犯罪的机构。 税收犯罪调查负责人论坛会议于 6 月 17 日举行，来自

44 个国家的税收犯罪调查负责人对新版全球参考指南的发布表示欢迎，该指南明确了各司法管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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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动态 

1.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发布《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管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8 号] [2021.06.22 发布] [2021.01.01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发布《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管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8 号 根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2021 年第 6 号... 

2.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印发《深圳市技术合同享受税收优惠事项管理办法》

的通知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2021.06.18 发布] [2021.07.01 实施] 

摘要：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印发《深圳市技术合同享受税收优惠事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

位： 为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技术市场政策体系，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保障国家... 

3. 关于享受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江苏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苏财税〔2021〕13 号] [2021.06.09 

发布] [2021.06.09 实施] 

摘要： 关于享受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苏财税〔2021〕13 号 各设区市、县（市）财政局，国家

税务总局各设区市、县税务局、苏州工业园区税务局、张家港保税区税务局、第三... 

4. 尚未生效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船舶条例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82 号] [2021.06.01 发布] [2021.09.01 实施] 

摘要：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船舶条例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82 号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船舶条例》已由海南省

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1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5.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政策征管口径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7 号] [2021.06.22 发布] [2021.06.22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政策征管口径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7 号 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深入开展 2021 年“我为纳税人... 

6.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创新发展税收优惠政策指引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2021.05.21 发布] [2021.05.21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创新发展税收优惠政策指引 序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将推进... 

7. 尚未生效 关于印发《上海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发展新高地实施意见》的

通知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0Mzc5ODQ%3D?searchId=8406a07051164e5e89f7999040b34751&index=1&q=%E7%A0%94%E5%8F%91%E6%9C%BA%E6%9E%84%E9%87%87%E8%B4%AD%E5%9B%BD%E4%BA%A7%E8%AE%BE%E5%A4%87%E5%A2%9E%E5%80%BC%E7%A8%8E%E9%80%80%E7%A8%8E%E7%AE%A1%E7%90%86%E5%8A%9E%E6%B3%9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Q0MzQ%3D?searchId=28c4b4c94d324ad59a4336daf9df664c&index=1&q=%E6%B7%B1%E5%9C%B3%E5%B8%82%E7%A7%91%E6%8A%80%E5%88%9B%E6%96%B0%E5%A7%94%E5%91%98%E4%BC%9A%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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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8D%B0%E5%8F%91%E3%80%8A%E6%B7%B1%E5%9C%B3%E5%B8%82%E6%8A%80%E6%9C%AF%E5%90%88%E5%90%8C%E4%BA%AB%E5%8F%97%E7%A8%8E%E6%94%B6%E4%BC%98%E6%83%A0%E4%BA%8B%E9%A1%B9%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3%80%8B%E7%9A%84%E9%80%9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Q0MzQ%3D?searchId=28c4b4c94d324ad59a4336daf9df664c&index=1&q=%E6%B7%B1%E5%9C%B3%E5%B8%82%E7%A7%91%E6%8A%80%E5%88%9B%E6%96%B0%E5%A7%94%E5%91%98%E4%BC%9A%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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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8D%B0%E5%8F%91%E3%80%8A%E6%B7%B1%E5%9C%B3%E5%B8%82%E6%8A%80%E6%9C%AF%E5%90%88%E5%90%8C%E4%BA%AB%E5%8F%97%E7%A8%8E%E6%94%B6%E4%BC%98%E6%83%A0%E4%BA%8B%E9%A1%B9%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3%80%8B%E7%9A%84%E9%80%9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QwOTM%3D?searchId=4f9fb853744e429a846b1d48a6f9789c&index=1&q=%E5%85%B3%E4%BA%8E%E4%BA%AB%E5%8F%97%E9%9B%86%E6%88%90%E7%94%B5%E8%B7%AF%E5%92%8C%E8%BD%AF%E4%BB%B6%E4%BA%A7%E4%B8%9A%E4%BC%81%E4%B8%9A%E6%89%80%E5%BE%97%E7%A8%8E%E4%BC%98%E6%83%A0%E6%94%BF%E7%AD%96%E6%9C%89%E5%85%B3%E4%BA%8B%E9%A1%B9%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QzNTE%3D?searchId=81168e8f6a2e4ef9ba89658196d7511a&index=1&q=%E6%B5%B7%E5%8D%97%E8%87%AA%E7%94%B1%E8%B4%B8%E6%98%93%E6%B8%AF%E5%9B%BD%E9%99%85%E8%88%B9%E8%88%B6%E6%9D%A1%E4%BE%8B&modul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0MzE4NDg%3D?searchId=ac598941299e44ba8393b0e6c8ef5f7f&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5%85%B3%E4%BA%8E%E4%BC%81%E4%B8%9A%E6%89%80%E5%BE%97%E7%A8%8E%E8%8B%A5%E5%B9%B2%E6%94%BF%E7%AD%96%E5%BE%81%E7%AE%A1%E5%8F%A3%E5%BE%84%E9%97%AE%E9%A2%98%E7%9A%84%E5%85%AC%E5%91%8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QyMjc%3D?searchId=d1a407c78d8f48b4a1b820d149d413da&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9%87%8D%E5%BA%86%E5%B8%82%E7%A8%8E%E5%8A%A1%E5%B1%80%E5%88%9B%E6%96%B0%E5%8F%91%E5%B1%95%E7%A8%8E%E6%94%B6%E4%BC%98%E6%83%A0%E6%94%BF%E7%AD%96%E6%8C%87%E5%BC%9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0MTY3ODY%3D?searchId=7f33a3be5156471ba358eb12decec4bd&index=1&q=%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4%B8%8A%E6%B5%B7%E5%8A%A0%E5%BF%AB%E6%89%93%E9%80%A0%E5%85%B7%E6%9C%89%E5%9B%BD%E9%99%85%E7%AB%9E%E4%BA%89%E5%8A%9B%E7%9A%84%E4%B8%8D%E5%8A%A8%E4%BA%A7%E6%8A%95%E8%B5%84%E4%BF%A1%E6%89%98%E5%9F%BA%E9%87%91%EF%BC%88REITs%EF%BC%89%E5%8F%91%E5%B1%95%E6%96%B0%E9%AB%98%E5%9C%B0%E5%AE%9E%E6%96%BD%E6%84%8F%E8%A7%81%E3%80%8B%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0MTY3ODY%3D?searchId=7f33a3be5156471ba358eb12decec4bd&index=1&q=%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4%B8%8A%E6%B5%B7%E5%8A%A0%E5%BF%AB%E6%89%93%E9%80%A0%E5%85%B7%E6%9C%89%E5%9B%BD%E9%99%85%E7%AB%9E%E4%BA%89%E5%8A%9B%E7%9A%84%E4%B8%8D%E5%8A%A8%E4%BA%A7%E6%8A%95%E8%B5%84%E4%BF%A1%E6%89%98%E5%9F%BA%E9%87%91%EF%BC%88REITs%EF%BC%89%E5%8F%91%E5%B1%95%E6%96%B0%E9%AB%98%E5%9C%B0%E5%AE%9E%E6%96%BD%E6%84%8F%E8%A7%81%E3%80%8B%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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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沪发改规范〔2021〕6

号] [2021.06.18 发布] [2021.08.01 实施] 

摘要： 关于印发《上海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发展新高地实施意见》的通知 沪发改规范(2021)6

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相关单位： 为推动本市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 

8.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个人转让股权有关事项的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通告 2021 年第 6

号] [2021.06.07 发布] [2021.07.01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个人转让股权有关事项的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广东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通告 2021 年第 6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相关规... 

查看更多 

专家锐评 

1. 当私募基金遇到常设机构 —— QFLP 的非居民合伙人如何享受税收协定待遇？（下） [2021.06.29] 

摘要： 典型的 QFLP 基金架构遇到的另一个重要税务问题就是常设机构，很多人称之为当“PE”遇到“PE”。 一、常设机构的问题 

“PE”遇到“PE”这一问题主要是判断 QFLP 基金是否构成各个非居民合伙人的常... 

2. 广东省及深圳市相继发布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个人转让股权有关事项 [2021.06.25] 

摘要： 摘要 深圳市税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6 月 11 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个人转让股权办理变更登记工作的通告》（2021

年第 7 号，以下简称 7 号通告），明确对个人转让股权涉税事宜进行联合管理。该通告自 202... 

3. 企业改制重组契税、土地增值税优惠政策再延续三年，持续释放减税红利 [2021.06.25] 

摘要： 摘要 今年 4 月 26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继续执行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有关契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

务总局公告[2021]17 号 1，以下简称“2021 年 17 号公告”），随后于 5 月 31 日发布... 

4. 广州市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出台 [2021.06.24] 

摘要： 摘要 2021 年 6 月 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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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联

合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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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财规字[2... 

5. 土地出让金的返还与延期缴纳——“土地出让金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影响有多大 [2021.06.23] 

摘要： 笔者按： 2021 年 6 月 4 日，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等四部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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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用票单位提供不实信息舞弊造假，代开发票的平台企业是否构成虚开犯罪？ [2021.06.23]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0MTUwMTU%3D?searchId=7ac5692a094b44a7983e451a0bacfe7f&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5%B9%BF%E4%B8%9C%E7%9C%81%E7%A8%8E%E5%8A%A1%E5%B1%80%20%E5%B9%BF%E4%B8%9C%E7%9C%81%E5%B8%82%E5%9C%BA%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5%B1%80%E5%85%B3%E4%BA%8E%E4%B8%AA%E4%BA%BA%E8%BD%AC%E8%AE%A9%E8%82%A1%E6%9D%83%E6%9C%89%E5%85%B3%E4%BA%8B%E9%A1%B9%E7%9A%84%E9%80%9A%E5%91%8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legislation/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legislation/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Q2NTA%3D?searchId=f29e0b2630e640d6ab13eaa89c499670&index=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QxNzg%3D?searchId=f29e0b2630e640d6ab13eaa89c499670&index=2&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QzNjA%3D?searchId=f29e0b2630e640d6ab13eaa89c499670&index=3&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QxNzE%3D?searchId=f29e0b2630e640d6ab13eaa89c499670&index=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I4OTQ%3D?searchId=f29e0b2630e640d6ab13eaa89c499670&index=5&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M4NTU%3D?searchId=f29e0b2630e640d6ab13eaa89c499670&index=6&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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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代开发票是一种常见的业务模式。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税务机关对代开发票的容忍度呈现出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脉络，得益

于此，以废旧物资行业、医药行业、灵活用工行业、煤炭行业、第三方物流行业为代表的产业相继发展出... 

7. “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发票”不能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2021.06.22] 

摘要： 受让方善意取得被证实虚开增值税发票，受到稽查查处时应积极主动应对稽查，挽回企业税款损失和信誉损失。其中，特别

受到企业广泛关注的问题，当受让方无法从销售方重新取得合法合规凭证时，是否意味着企业所得税税前... 

8. 灵活用工平台存在的虚开税务风险 [2021.06.22] 

摘要： 近年来，平台经济迅猛发展，逐渐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知名的平台企业如百度、腾讯、淘宝、京东商城、凡客诚

品、一号店、阿里巴巴、易讯、易购、库巴、当当、亚马逊、新人才、携程、艺龙、途牛、驴妈妈、去哪...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立法通过，部分行业再减负 [2021.06.22] 

摘要： 摘要 6 月 10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以下简称“印花税法”

或“新法”）。新法将取代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 

10. 以持股平台实现股权激励是否可以递延纳税？ [2021.06.21] 

摘要： 非上市公司在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时，出于税务筹划及便于管理的考虑，很多会选择搭设一个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员工持股平

台，由激励对象作为有限合伙人以间接持有公司股权。财税〔2016〕101 号文对股权激励计划满足相... 

11. 废旧物资回收企业代开发票被定虚开犯罪，抓住这个申诉要点能改判！ [2021.06.21] 

摘要： 编者按：近年来，随着四部委“打虚打骗” 专项行动的开展，废旧物资行业虚开刑事案件持续爆发，案件数量有增无减，且

重刑适用率较高。经检索发现，中国裁判文书网 2020 年全年公开废旧物资企业犯危害税收征管罪 9... 

查看更多 

实务案例 

1. 债务重组的 6 个常见涉税问题解析[2021.06.28 发布] 

摘要：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能由于种种原因陷于经营困境，遭受财务危机，债权人为了处理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以及优化

财务结构，可能采取债务重组的方式来解决。其主要方式包括资产清偿债务、债转股、修改其他债务条件... 

2. 从典型案例看《税收征管法》五十一条的适用问题[2021.06.20 发布] 

摘要： 从典型案例看《税收征管法》五十一条的适用问题——也谈多缴税款退税请求权的正确适用 笔者注意到“2020 年十大最具

影响力的税收司法审判案例”中有两个案例都源于征纳双方对《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条的理解分... 

3. [税筹探讨] 根源违法 就没有合法的“筹划”方案[2021.06.20 发布]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M2MzI%3D?searchId=f29e0b2630e640d6ab13eaa89c499670&index=7&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M4NDA%3D?searchId=f29e0b2630e640d6ab13eaa89c499670&index=8&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M4Njk%3D?searchId=f29e0b2630e640d6ab13eaa89c499670&index=9&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M0Nzg%3D?searchId=f29e0b2630e640d6ab13eaa89c499670&index=10&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M1MjM%3D?searchId=f29e0b2630e640d6ab13eaa89c499670&index=1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4MDU%3D?searchId=22acdde2ab9c458b80440f53577eb8af&index=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4MDA%3D?searchId=22acdde2ab9c458b80440f53577eb8af&index=2&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4MDQ%3D?searchId=22acdde2ab9c458b80440f53577eb8af&index=3&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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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享昨天微信群提问的问题，先看原记录，再分解。 问题背景 聊天记录中是两个问题： 1、混凝土 A 公司采购的沙石，没

有发票，怎么办？ 2、水泥企业 B 公司开采的石头，没有发票，怎么办？ 这两个问题... 

4. 拍卖合同中包税条款的效力问题[2021.06.18 发布] 

摘要： 案情简介 2013 年，魏继春、孙燕青与金地集团南京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地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买受南

京市雨花台区新湖大道 8 号金地自在城第七街区 3 幢 303 室的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后因... 

查看更多 

法院判例 

1. 张卫东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执行裁定书 

[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 1322 执 3453 号] [2021.06.25] 

摘要： 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1)苏 1322 执 3453 号 被执行人：张卫东，男，1982 年 2 月 23 日生，住安徽省利

辛县。 沭阳县人民法院刑庭移送与张卫东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本院于 20... 

2. 高玉军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事指定管辖决定书 

[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法院] [(2021)吉 06 刑辖 25 号] [2021.06.24] 

摘要： 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指定管辖决定书 （2021）吉 06 刑辖 25 号 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法院： 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检察院

指控被告人高玉军犯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3. 徐春雷逃税罪执行裁定书 

[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 1322 执 3255 号] [2021.06.23] 

摘要： 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1)苏 1322 执 3255 号 被执行人：徐春雷，男，1978 年 6 月 13 日生。 沭阳县人

民法院刑庭移送与徐春雷逃税罪一案，本院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立案执行，执行... 

4. 国家税务总局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锦州万得汽车悬架系统有限公司其他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 [(2021)辽 0711 执 954 号] [2021.06.21] 

摘要：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1）辽 0711 执 954 号 申请执行人：国家税务总局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

务局，住所地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路一号。 负责人：张啸海，系该局局长。 被执行人... 

5. 于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刑罚变更刑事裁定书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鲁 03 刑更 765 号] [2021.06.18] 

摘要：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鲁 03 刑更 765 号 罪犯于斌，男，1968 年 7 月 2 日出生，汉族，山东省

平度市人，高中文化，现在山东省鲁中监狱服刑改造。 山东省邹平县人民法院于 2018... 

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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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科亮点 

1. 6 月更新-财经要闻月度报告 [2021.06.3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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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份月报已发布，欢迎点击查看。 

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指南 [2021.06.28] 

摘要： 2018 年 2 月，国家税务总局对近年来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沿革和调整加以整理，编制并发布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执行指引 1.0 版》，以帮助企业更充分地享受政策红利。2021 年，“十四五”开局之年，财政部、税务总局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

先后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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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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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延续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75%政策，并将制

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 100%，同时允许企业在 10 月份办理第三季度（或 9 月份）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时，选择享

受上半年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优惠，进一步加大了优惠力度，鼓励企业不断增加研发投入。威科编辑团队特将指引要点和相关政策更

新内容梳理如下。 

3. 印花税政策要点梳理 [2021.06.21] 

摘要： 2018 年 11 月 1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印花税法征求意见稿，印花税立法进程开始推进；2021 年 11 月 1 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印花税法（草案）征求意见；2021 年 6 月 1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为方便用户系统了解印花税相关政策，威科先行编辑团队整理了

印花税税收政策要点供用户使用。 

4.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专题[2021.06.14] 

摘要： 2015 年 10 月 5 日，经合组织（OECD）发布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的十三份最终报告和一份解释性声明，介

绍了 BEPS 项目下各方业已达成的行动共识。这标志着一个世纪以来国际税收规则体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BEPS 行动计划不可避

免将对跨国公司产生重大影响。为了帮助用户更好的了解 BEPS,掌握 BEPS 的最新动向，我们提供了 BEPS 最终报告、专家解读及最

新动态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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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 如有疑问欢迎联系：joy.yuan@wolterskluwer.com ; leo.yang@woltersklu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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