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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税讯 

1. 税务总局：会同财政部对托育费用个税抵扣问题予以充分考虑[2021.07.29] 

摘要： 7 月 27 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 10014 号建议的答复》，对提出的关于促进女性生育与就业

良性互动、助力国家人口发展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行答复。 关于给予雇佣女职工数量... 

2. 海南税务：严格落实无风险不检查要求[2021.07.29] 

摘要： 为营造公平公正的税收法治环境，持续激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主体活力，海南省税务局现就《海南自由贸易港 2021 年度

税费执法承诺》有关事宜进行通告。 其中承诺，持续规范税费征管行为。严格落实《全国税收征管... 

3. 税务总局再曝光 3 起虚开骗税典型案例[2021.07.28] 

摘要： 税务总局稽查局副局长付利平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代表税务总局再曝光破获的 3 起虚开骗税典型案例。 案例一：浙

江湖州破获“4·15”骗税案。经查，该团伙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情况下，虚开发票，虚假出口... 

4. 经合组织发布新的 BEPS 第 14 项行动计划同行审查报告[English][2021.07.27] 

摘要： 经合组织近日发布了新的 BEPS 第 14 项行动计划同行审查报告，涉及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印度、拉脱维

亚、立陶宛和南非八个管辖区在改进税收争议解决方面的进展。 根据 BEPS 第 14 项行动计划... 

5. 川渝地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及裁量基准征求意见[2021.07.27] 

摘要： 7 月 26 日，四川省税务局、重庆市税务局发布征求意见稿，就《川渝地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和

《川渝地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两份征求意见稿适用于四川省、重... 

6. 河南人大常委会听取契税适用税率草案 拟下调住房权属转移契税税率至 3％[2021.07.27] 

摘要： 7 月 27 日，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契税适用税率等事项方案（草案）的说明。 今年 4

月份，河南省财政厅、税务局就《关于河南省契税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 

7. 税务总局发布会：打虚打骗工作严打电子发票虚开[2021.07.27] 

摘要： 7 月 26 日，国家税务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就税收大数据反映经济发展情况、税务部门学党史办实事扎实推进办税缴费便利

化、打击涉税违法犯罪等内容进行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稽查局副局长付利平表示，今年上半年... 

8. 吉林：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实现 “以数治税”分类精准监管[2021.07.27] 

摘要： 吉林省税务局网站 7 月 26 日消息，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若干

措施》，吉林省成为继湖南、内蒙古、陕西、江西、黑龙江之后，全国第 6 个出台实施方案的省份。... 

9. 官方提示关于增值税 消费税与附加税费申报表整合重点事项[2021.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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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0 号明确， 8 月 1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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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新版申报表。为便于纳税人、缴费人快速了解申报表整合的主要内容，天津市税... 

10. 国务院：落实残疾人集中就业单位税费优惠等扶持政策[2021.07.22] 

摘要： 7 月 21 日，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明确了五方面的重点任务。 《规划》提出，多渠道、多形

式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开展残疾人就业促进专项行动。对正式招录（聘）残疾人的用人单位按规定... 

11. 财政部：股权等财产转让、股权红利收入增长带动个税增长[2021.07.22] 

摘要： 财政部近日召开 2021 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并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从税收收

入看，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 100461 亿元，同比增长 22.5%，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8... 

12. 案例｜涉案金额约 18 亿、涉及 464 家空壳公司 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告破[2021.07.22] 

摘要： 媒体报道，广西南宁市公安局兴宁分局联合南宁市税务局，成功打掉一个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近 18 亿元

(人民币，下同)。 调查发现，犯罪团伙自 2018 年起，冒用他人身份，在南宁市注册 464 家“... 

13. 案例｜错误应用所得税优惠税率致财务披露不准确 上市公司及财务总监被警示[2021.07.22] 

摘要： 7 月 21 日，上交所公布一则处理决定，对秦安股份及公司时任财务总监予以监管警示。 警示函显示， 2021 年 6 月 9 

日，秦安股份披露《关于 2020 年度所得税税率适用错误引起的会计差错的说明公... 

14. 国务院：研究推动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English][2021.07.21] 

摘要： 7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

施。 《决定》指出，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结合下一步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研究推动将 3 岁以... 

15. 国务院：进一步简化研发支出辅助账 便于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English][2021.07.21] 

摘要： 7 月 20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

知》，明确了五方面 25 项重点任务。 《通知》提出，进一步简化研发支出辅助账，优化技术合同... 

16. 广西调整 2021 年住房公积金个税税前扣除限额[2021.07.20] 

摘要： 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发布通告，明确 2020 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及 2021 年住房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限

额。 其中全区每月住房公积金税前扣除限额为 2583 元，其他各市扣除限额从 2215 元至 2... 

17. 浙江：年内降低部分生物制药产业相关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2021.07.20] 

摘要： 7 月 20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召开《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减负担降成本改革的若干意见》新闻发布会，介绍最新出台的 42 条

减负降本政策。 《意见》要求落实减免税收政策，并明确 12 项具体政策，涉及小微企业普惠性优... 

18. 税务总局：7 月起，6 项税务证明事项可适用告知承诺制[English][2021.07.19] 

摘要：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称，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 6 项税务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 税务证明事

项包括：个人购房享受契税减征时需提交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家庭住房情况书面查询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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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十四五”期间中央储备粮油进口免税政策出台[2021.07.19] 

摘要： 日前，北京市财政局等三部门转发《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关于“十四五”期间中央储备粮油进口税收政策的通

知》。 《通知》明确，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期间，对《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规... 

20. 税收营商环境亮点：已发布 104 份国别和地区投资税收指南[2021.07.16] 

摘要： 媒体报道，在 7 月 15 日举行的中宣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税务系统的党员代表介绍了国际税收领域的便民新举措和新动

作，目前，国家税务总局已发布了 104 份国别和地区投资税收指南。 国家税务总局官网显示，7... 

查看更多 

法规动态 

1. 尚未生效 关于取消钢铁产品出口退税的公告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5 号] [2021.07.28 发布] [2021.08.01 实施] 

摘要： 关于取消钢铁产品出口退税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5 号 现就取消钢铁产品出口退税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取消本公告所附清单列示的钢铁产... 

2. 尚未生效 关于完善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1 年第 24 号] [2021.07.15 发布] [2021.10.01 

实施] 

摘要： 关于完善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1 年第 24 号 为进一步支持住房租赁市场

发展，现将有关税收政策公告如下： 一、住房租赁企业中的增值... 

3. 关于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 

[English][中英对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建房〔2021〕55 号] [2021.07.13 发布] [2021.07.13 实施] 

摘要： 关于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 建房〔2021〕5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委、管委、局）、发展改革委、公安厅（局）、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市... 

4.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印发《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浙税发〔2021〕21 号] [2021.04.09 发布] [2021.04.09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印发《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的通知 浙税发(2021)21

号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各市、县（市、区）税务局，局内各单位： 现将《... 

5. 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黑龙江省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实施方案》

的通知 

[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办公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07.08 发布] [2021.07.08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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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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xMDAxNDUwNTE%3D?searchId=9f83b3be292547d5a9ec1943a39959ed&index=1&q=%E5%85%B3%E4%BA%8E%E5%8F%96%E6%B6%88%E9%92%A2%E9%93%81%E4%BA%A7%E5%93%81%E5%87%BA%E5%8F%A3%E9%80%80%E7%A8%8E%E7%9A%84%E5%85%AC%E5%91%8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Q5NjM%3D?searchId=99b8790dd8be4498b32ff2150cb1ad27&index=1&q=%E5%85%B3%E4%BA%8E%E5%AE%8C%E5%96%84%E4%BD%8F%E6%88%BF%E7%A7%9F%E8%B5%81%E6%9C%89%E5%85%B3%E7%A8%8E%E6%94%B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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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xMDAxNDQ5MzQ%3D?searchId=0a89d4f3dd354cf0a64d93d140cfc184&index=1&q=%E5%85%B3%E4%BA%8E%E6%8C%81%E7%BB%AD%E6%95%B4%E6%B2%BB%E8%A7%84%E8%8C%83%E6%88%BF%E5%9C%B0%E4%BA%A7%E5%B8%82%E5%9C%BA%E7%A7%A9%E5%BA%8F%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Q5MzRfRW4%3D?q=%E5%85%B3%E4%BA%8E%E6%8C%81%E7%BB%AD%E6%95%B4%E6%B2%BB%E8%A7%84%E8%8C%83%E6%88%BF%E5%9C%B0%E4%BA%A7%E5%B8%82%E5%9C%BA%E7%A7%A9%E5%BA%8F%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title=%3Cfont%20class%3D%22titleHL%22%3E%E5%85%B3%E4%BA%8E%E6%8C%81%E7%BB%AD%E6%95%B4%E6%B2%BB%E8%A7%84%E8%8C%83%E6%88%BF%E5%9C%B0%E4%BA%A7%E5%B8%82%E5%9C%BA%E7%A7%A9%E5%BA%8F%E7%9A%84%E9%80%9A%E7%9F%A5%3C%2Ffont%3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Q5MzRk?q=%E5%85%B3%E4%BA%8E%E6%8C%81%E7%BB%AD%E6%95%B4%E6%B2%BB%E8%A7%84%E8%8C%83%E6%88%BF%E5%9C%B0%E4%BA%A7%E5%B8%82%E5%9C%BA%E7%A7%A9%E5%BA%8F%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title=%3Cfont%20class%3D%22titleHL%22%3E%E5%85%B3%E4%BA%8E%E6%8C%81%E7%BB%AD%E6%95%B4%E6%B2%BB%E8%A7%84%E8%8C%83%E6%88%BF%E5%9C%B0%E4%BA%A7%E5%B8%82%E5%9C%BA%E7%A7%A9%E5%BA%8F%E7%9A%84%E9%80%9A%E7%9F%A5%3C%2Ffont%3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0NTMwNzA%3D?searchId=907a3c5614644f908a91b7dd0676c57d&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6%B5%99%E6%B1%9F%E7%9C%81%E7%A8%8E%E5%8A%A1%E5%B1%80%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6%B5%99%E6%B1%9F%E7%9C%81%E7%A8%8E%E5%8A%A1%E5%B1%80%E9%87%8D%E5%A4%A7%E5%86%B3%E7%AD%96%E7%A4%BE%E4%BC%9A%E9%A3%8E%E9%99%A9%E8%AF%84%E4%BC%B0%E5%AE%9E%E6%96%BD%E5%8A%9E%E6%B3%95%E3%80%8B%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Q4NjY%3D?searchId=6819e34743b34c3b891b2fdd4b1eeda0&index=1&q=%E4%B8%AD%E5%85%B1%E9%BB%91%E9%BE%99%E6%B1%9F%E7%9C%81%E5%A7%94%E5%8A%9E%E5%85%AC%E5%8E%85%E3%80%81%E9%BB%91%E9%BE%99%E6%B1%9F%E7%9C%81%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5%8A%9E%E5%85%AC%E5%8E%85%E5%8D%B0%E5%8F%91%E3%80%8A%E9%BB%91%E9%BE%99%E6%B1%9F%E7%9C%81%E5%85%B3%E4%BA%8E%E8%BF%9B%E4%B8%80%E6%AD%A5%E6%B7%B1%E5%8C%96%E7%A8%8E%E6%94%B6%E5%BE%81%E7%AE%A1%E6%94%B9%E9%9D%A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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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Q4NjY%3D?searchId=6819e34743b34c3b891b2fdd4b1eeda0&index=1&q=%E4%B8%AD%E5%85%B1%E9%BB%91%E9%BE%99%E6%B1%9F%E7%9C%81%E5%A7%94%E5%8A%9E%E5%85%AC%E5%8E%85%E3%80%81%E9%BB%91%E9%BE%99%E6%B1%9F%E7%9C%81%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5%8A%9E%E5%85%AC%E5%8E%85%E5%8D%B0%E5%8F%91%E3%80%8A%E9%BB%91%E9%BE%99%E6%B1%9F%E7%9C%81%E5%85%B3%E4%BA%8E%E8%BF%9B%E4%B8%80%E6%AD%A5%E6%B7%B1%E5%8C%96%E7%A8%8E%E6%94%B6%E5%BE%81%E7%AE%A1%E6%94%B9%E9%9D%A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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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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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黑龙江省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

（地）委和人民政府（行署），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单位： 《黑龙江省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 

6. 尚未生效 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2 号] [2021.07.12 发布] [2021.08.11 实施] 

摘要： 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2 号 《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已经 2021 年 6 月 18 日国家税务总

局 2021 年度第 2 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1 年 8 月 11 日起施... 

7.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 年税务系统政务公开重点任务清单》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税总办宣传发〔2021〕38 号] [2021.06.16 发布] [2021.06.16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 年税务系统政务公开重点任务清单》的通知 税总办宣传发〔2021〕38 号 国家税务总

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 

8. 尚未生效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环境保护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

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 [2021.07.11 发布] [2021.08.01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环境保护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

省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1 号 为了规范环境保护税核定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 

查看更多 

专家锐评 

1. 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公积，个人所得税是否要缴纳？ [2021.07.28] 

摘要：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的个人所得税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这里我们先来梳理一下： 我们知道，对于

企业用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实收资本（股本），相关个人所得税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即个人股... 

2. 有关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的那些事儿……股权转让税收系列② [2021.07.27] 

摘要： 股权转让是实现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企业控制权结构调整、实现个人财富增加的重要手段，其在商业实践中也不断涌

现出新形式。股权转让所涉税务问题亦是税务稽查惯常性的工作重点，但因股权转让的税收政策散见于税... 

3. 存在真实交易，但接受了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也构成犯罪吗？[2021.07.26] 

摘要： 第八届企业刑事合规高端论坛发布了《2019—2020 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该报告以 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传的所有刑事案件判决书、裁定书为检索对象，从中筛... 

4. 非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个人在境外间接股权交易项下的预提所得税问题 [2021.07.22]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0NTIzMDg%3D?searchId=4f97b2ed3c79417fad0b0b5d1073aca7&index=1&q=%E7%A8%8E%E5%8A%A1%E7%A8%BD%E6%9F%A5%E6%A1%88%E4%BB%B6%E5%8A%9E%E7%90%86%E7%A8%8B%E5%BA%8F%E8%A7%84%E5%AE%9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0NTA1NzA%3D?searchId=6855b9f918324e1f914c57ffe1f6c0b1&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5%8A%9E%E5%85%AC%E5%8E%85%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2021%E5%B9%B4%E7%A8%8E%E5%8A%A1%E7%B3%BB%E7%BB%9F%E6%94%BF%E5%8A%A1%E5%85%AC%E5%BC%80%E9%87%8D%E7%82%B9%E4%BB%BB%E5%8A%A1%E6%B8%85%E5%8D%95%E3%80%8B%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Q4MTg%3D?searchId=b2b845b35cbf41819a7e299c3a4cdfd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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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85%B3%E4%BA%8E%E5%8F%91%E5%B8%83%E3%80%8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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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8E%AF%E5%A2%83%E4%BF%9D%E6%8A%A4%E7%A8%8E%E6%A0%B8%E5%AE%9A%E5%BE%81%E6%94%B6%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3%80%8B%E7%9A%84%E5%85%AC%E5%91%8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Q4MTg%3D?searchId=b2b845b35cbf41819a7e299c3a4cdfd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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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85%B3%E4%BA%8E%E5%8F%91%E5%B8%83%E3%80%8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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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8E%AF%E5%A2%83%E4%BF%9D%E6%8A%A4%E7%A8%8E%E6%A0%B8%E5%AE%9A%E5%BE%81%E6%94%B6%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3%80%8B%E7%9A%84%E5%85%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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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AwMDAxMjg3MTE%3D?searchId=18b95eb9a99c4a22a71384a4dab84f5b&index=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g1NDQ%3D?searchId=18b95eb9a99c4a22a71384a4dab84f5b&index=2&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gzNzA%3D?searchId=18b95eb9a99c4a22a71384a4dab84f5b&index=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c4NjM%3D?searchId=18b95eb9a99c4a22a71384a4dab84f5b&index=6&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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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前言 随着国际并购业务近年来的蓬勃发展，中国经济体深度融入到世界经济体中，越来越多的境外交易主体参与到目标资产

涉及中国公司股权的跨境并购重组交易。 为了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即交易主... 

5. 速读税务稽查程序新规 [2021.07.20] 

摘要： 日前，《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稽查程序规定》”）重磅发布并将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起施行，自 1995 年开

始施行并于 2009 年修订的《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稽查规程》”）同时废止。税务稽查基... 

6. 预缴土地增值税计税依据的方法：一个还是两个？ [2021.07.19] 

摘要： 房地产开发企业预缴土地增值税时，如何计算作为计税依据的应税收入？如何理解有关文件关于计税依据计算方法的规定？

这本不应是一个问题，但实际操作中，却产生很大的分歧。本文结合税法的有关规定，认为纳税人可以选... 

7. 防范被认定为利用税收洼地避税的风险——谈“实质性运营”税务规划 [2021.07.19] 

摘要： 引言 近年来随着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日益升温，有关“实质性运营”的概念通过各种方式频频“出圈”。先有深圳市税务局

稽查局对一起因注册在税收洼地缺乏实质性运营的企业做出追缴税款的案例，后有海南省省长在某新... 

8. 契税 23 号公告透露了哪些重要信息？[2021.07.19] 

摘要： 近期，为配合《契税法》9 月 1 日的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接连下发了 23 号公告，并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契税服务与征收管

理若干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一些重要信息需要予以关注，尤其是我遍寻网... 

9. 深圳前海 15%企业所得税优惠延续至 2025 年，进一步助推相关现代服务业企业蓬勃发展 [2021.07.16] 

摘要： 摘要 2014 年 1 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广东横琴新区、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

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及优惠目录的通知》1（财税[2014]26 号，以下简称“26 号文... 

10. 【全球税制重塑 2.0 系列】全球最低税常见问题及解答 [2021.07.16] 

摘要： 介绍 近期 132 个国家和税收管辖区就 OECD/G20 主导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包容性框架的国际税收改革方案（即

两个支柱）达成了一致。2021 年 7 月 10 日，G20 的财长就两个支柱的主要内容表... 

查看更多 

实务案例 

1. 台风“烟花”造成的存货损失如何进行税务处理？[2021.07.29 发布] 

摘要： 2021 年第六号台风“烟花”来了，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暴雨、洪水等都有可能造成存货损失。存货损失的主要税务问题

有哪些呢？ 增值税部分 存货损失的进项税如何进行处理？ 存货损失分为正常损失和非正... 

2. 违约金涉税问题详解[2021.07.17 发布]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c1OTI%3D?searchId=18b95eb9a99c4a22a71384a4dab84f5b&index=8&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cxMzE%3D?searchId=18b95eb9a99c4a22a71384a4dab84f5b&index=9&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c1OTM%3D?searchId=18b95eb9a99c4a22a71384a4dab84f5b&index=10&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jc1MDI%3D?searchId=18b95eb9a99c4a22a71384a4dab84f5b&index=11&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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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违约金，是指由当事人通过协商预先确定的在违约发生后作出的独立于履行行为以外的给付。违约金的约定虽然由当事人自

由约定，但这种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受限制的。 我国合同法第 114 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 

3. 出借信用卡产生的欠款如何索回？[2021.07.22 发布] 

摘要： 笔者最近接受了一起案件咨询，案情大概是： 李先生与刘某是老同学，刘某因生意资金周转需要找到李先生，想借用李先生

名义办理信用卡。李先生基于同窗之谊答应了，先后办理了四五张不同银行的信用卡并交给刘某使用... 

查看更多 

法院判例 

1. 宿迁友联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江苏凯盛置业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执行裁定书 

[江苏省宿豫区人民法院] [(2021)苏 1311 执 2371 号] [2021.07.21] 

摘要：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1）苏 1311 执 2371 号 申请执行人：宿迁友联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住

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 法定代表人：周庆东，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执行人：江苏凯... 

2. 王远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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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辽 08 刑终 145 号] [2021.07.15] 

摘要： 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辽 08 刑终 145 号 原公诉机关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

被告人）王远兴，男，1972 年 3 月 1 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黑龙江... 

查看更多 

威科亮点 

1. 2020 年中国税务行政诉讼大数据分析报告[易明] [2021.07.26] 

摘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税制日益趋向优化和复杂化，税收征管和稽查也不断规范和强化。与此同时，税务争议和税务行

政诉讼也呈增长态势。不但争议事由和焦点越来越多元，其中的税收法律问题也日益突出并广受关注。为了提供从整体上认识和理解

中国税务行政诉讼的素材，促进对税务行政诉讼的研究和交流，德恒律师事务所税法服务与研究中心搜集全国税务行政诉讼文书，加

以精心整理和详尽分析，发布中国税务行政诉讼的年度大数据报告。本年度大数据报告的研究对象为全国裁判于 2020 年的税务行政

诉讼裁定书和判决书。 

2. 律师行业税收问题解析及税务筹划[四川税邦律师事务所] [2021.07.20] 

摘要： 随着征管手段的不断完善，税收政策的日趋规范，律师业存在的税收风险逐步显现出来，作为律师业从业人员及机构系统地

掌握税收政策规定，提高税收遵从度，适当开展税收筹划工作已经成为一项必需的任务。本专题从核心税收法规政策解读、律师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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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管理当前普遍面临的困境和律师行业纳税评估与税务稽查风险点、律师行业如何做好税务风险管理、律师行业税务筹划解析五部

分内容对律师行业税收问题及税务筹划进行了详细解读。 

3. 企业破产涉税事项实务分析专栏[CCH] [2021.07.20] 

摘要： 随着破产管理制度的日益完善和相关实践的不断丰富，破产重整案件中的涉税问题凸显。税务问题业已成为破产管理人、破

产企业、债权人和相关方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丨税法合规模块，特推出【企业破产涉税事项实务分析专

栏】，本专栏囊括多位专家撰写的破产涉税专题内容，同时深度整合丰富的法规、实务案例和解读文章内容，为用户提供全方位关于

破产涉税事项的实务内容。 

4. 中国税务合规实务指南—流转税 [傅子刚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2021.07.26 最后更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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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7.26 最后更新] 

6. 中国税收概述 2021[普华永道中国] [2021.07.21 最后更新] 

China Tax Facts and Figures 2021[普华永道中国] [2021.07.21 最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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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