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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税讯 

1. 案例｜指使会计以“倒算”计算方式虚开专票抵扣税款 内蒙古特大虚开案破获[2021.09.09] 

摘要： 据媒体报道，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公安局近日破获一起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将 3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2012 年 7

月 13 日，巴彦淖尔市国税稽查局发现，临河区泰轩皮毛购销部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经查... 

2. 专家：房地产税试点政策或年底前出台 税率不超总价的 1%[2021.09.08] 

摘要： 8 月 18 日，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报告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时表示，积极稳妥推

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何时开征房地产税等话题再次引发公众讨论。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 

3. 欧盟将于 10 月出台数字税方案[English][2021.09.07] 

摘要： 欧盟委员会承诺将在 10 月提交一份数字税方案，无论经合组织关于世界最大规模企业新国际税收规则的谈判是否达成国际协

议。 欧洲议会成员此前曾表示，欧盟委员会违背了为取得立法者对欧盟预算案的支持而做出的承诺... 

4. 北京税务曝光 9 起典型案件 重拳打击虚开骗税犯罪[2021.09.06] 

摘要： 近年来，警税双方推进部门协作，发挥联动打击效能，聚焦打击职业涉税违法犯罪团伙，破获了多起虚开骗税案件。近日，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公布九起虚开骗税案件。案例包括杨某辉特大骗取出口退税案、“8.27”... 

5. 农业农村部：推动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2021.09.06] 

摘要： 据农业农村部 9 月 6 日消息，农业农村部在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 0951 号（农业水利类 096 号）提案

答复的函中表示，农业农村部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推动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 

6. 私募寿险：美国富豪逃脱拜登加税计划的完美工具？[2021.09.06] 

摘要： 为了躲避美国政府的加税计划，美国富人们正积极寻找相关的避险工具，其中私募寿险（private placement life 

insurance）正成为最受欢迎的选项之一。当投保人去世时，受益人可以免税... 

7. 深圳律协偷税 35.69 万元 查补税款及附加 75.89 万元[2021.09.06] 

摘要： 日前，深圳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深圳市律师协会查补税款及附加 75.89 万元。对其中少计收入导致少缴 35.69 万元税

款认定为偷税，上述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已超过五年的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8. 湖北公开曝光 5 起虚开骗税典型案件[2021.09.06] 

摘要： 9 月 3 日，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上，省税务局党委委员、总会计师覃木荣公开曝光 5 起虚开增值税发票和骗取

出口退税违法犯罪典型案件。 “楚剑四号”虚开案，该团伙通过该物流中介平台介绍虚开业务并操作... 

9. 湖南省资产评估协会发布《不动产评估中涉及增值税处理的专家提示》[2021.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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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9 月 3 日，湖南省资产评估协会发布了《湘评协专家提示第 1 号——不动产评估中涉及增值税处理的专家提示》。提示了不

动产评估实务操作中，应针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分别考虑增值税处理方式的一般处理原则... 

10. 北京市成立第五稽查局 全市税务稽查机构工作职责同步调整[2021.09.02] 

摘要： 日前，北京市税务局发布公告，市税务局成立第五稽查局，并对市税务局稽查局以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稽查局工作职

责进行调整。 公告明确，北京市税务局稽查局主要职责包括：负责北京市区域内重大税收、社会保险... 

11. 黑龙江税务局发布《龙江“百大项目”税收优惠政策指引》[2021.09.02] 

摘要： 为服务龙江“百大项目”建设，黑龙江省税务局编写了《龙江“百大项目”税收优惠政策指引》，为企业从项目开工到建成

运营提供全税费种政策指引，帮助“百大项目”相关企业应知尽知应享尽享政策红利。 《指引》共包... 

12. 案例｜缓刑考验期“考验失败” 继续虚开增值税专票 3000 余万再被判处有期徒刑近 12 年[2021.09.02] 

摘要： 为牟取非法利益,伙同他人注册多家空壳公司,用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累计 3450 余万元,虚开的税款金额达 580 余

万元。近日,经福建省尤溪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被告人詹某... 

13. 多哥成为 BEPS 包容性框架的第 140 个成员 支持国际税改方案的辖区增至 134 个[English][2021.09.01] 

摘要： 西非国家多哥加入了 BEPS 包容性框架，成为第 140 个成员。 加入包容性框架后，多哥将参与实施经合组织建议的各种措

施，以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多哥将与包容性框架的其他 139 个成员一起，为制定进一步的... 

14. 北京、上海等地明确城建税纳税人所在地具体地点等征管事项[2021.09.01] 

摘要： 8 月 31 日，北京市、上海市分别发布城建税法配套实施规定，明确适用税率、纳税人所在地具体地点等事项，相关规定均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其中，《关于明确北京市城市维护建设税纳税人所在地具体地点的通... 

15. 9 月 1 日起，巴基斯坦将对线上市场开始征税[English][2021.08.31] 

摘要： 巴基斯坦将从 2021 年 9 月 1 日起对线上市场征收新的预提税。 自 9 月 1 日起，线上市场需要代表非“活跃纳税人”（合规

经营并已注册的纳税人），就其向巴基斯坦消费者提供的商品预提 2%的税。 预提税的纳税义... 

16. 广深税务局联合“四大”联合编发《跨境人士个人所得税实务指南》[2021.08.31] 

摘要： 日前，广州市税务局联合深圳市税务局在线联合发布《跨境人士个人所得税实务指南》，《指南》由普华永道、安永、德

勤、毕马威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参与编制。 《指南》全书共分为个税基本介绍、个税计算与申报... 

17. 2021 年 9 月生效的重要财税法规——其他篇[2021.08.31] 

摘要： 中央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法规文号：主席令第八十四号 生效时间：2021.09.01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修正） 法规文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8. 2021 年 9 月生效的重要财税法规——税务篇[2021.08.31] 

摘要： 契税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 法规文号：主席令第五十二号 生效时间：2021.09.01 法规名称：关于契税法实施

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公告 法规文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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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上海税务部门依法处理郑爽偷逃税案件 追缴税款及罚款共 2.99 亿元[2021.08.27]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网站 8 月 27 日消息，针对今年 4 月初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受理的关于郑爽涉嫌偷逃税问题的举报，

上海市税务局已经查明案件事实并依法进行了处理。 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已查明郑爽 2019 年... 

20. 财政部：2021 年预计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 7000 亿元[2021.08.27] 

摘要： 8 月 27 日，财政部公布 2021 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报告指出要优化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2021 年预计全

年新增减税降费超 7000 亿元。 报告指出，继续执行降低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留抵退税、... 

查看更多 

法规动态 

1. 关于公开征求《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发布<珠海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增值税预征管理办法>的公

告（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 [2021.09.06 发布] [2021.09.06 实施] 

摘要： 关于公开征求《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发布<珠海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增值税预征管理办法>的公告（征求意见

稿）》意见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加强土地增...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21.09.06 发布] [2021.09.06 实施] 

摘要：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 开发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以下简称前海合作区）是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21.09.05 发布] [2021.09.05 实施] 

摘要：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横琴新区的初心就是为澳门产

业多元发展创造条件。新形势下做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发开放，是深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 

4. 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 

[中共四川省委员会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09.07 发布] [2021.09.07 实施] 

摘要： 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税务领域“放管服”改革部署，完善税务监管体系，优化

营商环境，推动四川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 

5.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关于开展税务争议援助工作的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 [2021.08.20 发布] [2021.08.20 实施]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k4MjM%3D?searchId=713fe9079cfc43ad99d6418ff37c1e77&index=45&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zk4MjU%3D?searchId=713fe9079cfc43ad99d6418ff37c1e77&index=46&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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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xMDAxNDYwOTI%3D?searchId=2e7e4941984743a3bcbbe157e9a8e1e6&index=1&q=%E5%85%B3%E4%BA%8E%E5%85%AC%E5%BC%80%E5%BE%81%E6%B1%82%E3%80%8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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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A8%8E%E5%8A%A1%E5%B1%80%E5%85%B3%E4%BA%8E%E5%8F%91%E5%B8%83%3C%E7%8F%A0%E6%B5%B7%E5%B8%82%E6%88%BF%E5%9C%B0%E4%BA%A7%E5%BC%80%E5%8F%91%E9%A1%B9%E7%9B%AE%E5%9C%9F%E5%9C%B0%E5%A2%9E%E5%80%BC%E7%A8%8E%E9%A2%84%E5%BE%81%E7%AE%A1%E7%90%86%E5%8A%9E%E6%B3%95%3E%E7%9A%84%E5%85%AC%E5%91%8A%EF%BC%88&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wOTI%3D?searchId=2e7e4941984743a3bcbbe157e9a8e1e6&index=1&q=%E5%85%B3%E4%BA%8E%E5%85%AC%E5%BC%80%E5%BE%81%E6%B1%82%E3%80%8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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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A8%8E%E5%8A%A1%E5%B1%80%E5%85%B3%E4%BA%8E%E5%8F%91%E5%B8%83%3C%E7%8F%A0%E6%B5%B7%E5%B8%82%E6%88%BF%E5%9C%B0%E4%BA%A7%E5%BC%80%E5%8F%91%E9%A1%B9%E7%9B%AE%E5%9C%9F%E5%9C%B0%E5%A2%9E%E5%80%BC%E7%A8%8E%E9%A2%84%E5%BE%81%E7%AE%A1%E7%90%86%E5%8A%9E%E6%B3%95%3E%E7%9A%84%E5%85%AC%E5%91%8A%EF%BC%88&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1MzM0ODE%3D?searchId=ac8cef452a364f49b96757a3daf2c466&index=1&q=%E4%B8%AD%E5%85%B1%E4%B8%AD%E5%A4%AE%20%E5%9B%BD%E5%8A%A1%E9%99%A2%E5%8D%B0%E5%8F%91%E3%80%8A%E5%85%A8%E9%9D%A2%E6%B7%B1%E5%8C%96%E5%89%8D%E6%B5%B7%E6%B7%B1%E6%B8%AF%E7%8E%B0%E4%BB%A3%E6%9C%8D%E5%8A%A1%E4%B8%9A%E5%90%88%E4%BD%9C%E5%8C%BA%E6%94%B9%E9%9D%A9%E5%BC%80%E6%94%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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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wMTQ1MzI5NDg%3D?searchId=8e185593695d4b218740454b0a401208&index=1&q=%E4%B8%AD%E5%85%B1%E4%B8%AD%E5%A4%AE%20%E5%9B%BD%E5%8A%A1%E9%99%A2%E5%8D%B0%E5%8F%91%E3%80%8A%E6%A8%AA%E7%90%B4%E7%B2%A4%E6%BE%B3%E6%B7%B1%E5%BA%A6%E5%90%88%E4%BD%9C%E5%8C%BA%E5%BB%BA%E8%AE%BE%E6%80%BB%E4%BD%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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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xMDAxNDYwNTI%3D?searchId=3d757a82effc4b85bd9fc6bcc93fbb77&index=1&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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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9A%84%E5%AE%9E%E6%96%BD%E6%96%B9%E6%A1%88&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wNDg%3D?searchId=324e1d393454411a964723a279f91928&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9%9D%92%E5%B2%9B%E5%B8%82%E7%A8%8E%E5%8A%A1%E5%B1%80%E5%85%B3%E4%BA%8E%E5%BC%80%E5%B1%95%E7%A8%8E%E5%8A%A1%E4%BA%89%E8%AE%AE%E6%8F%B4%E5%8A%A9%E5%B7%A5%E4%BD%9C%E7%9A%84%E9%80%9A%E5%91%8A&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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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关于开展税务争议援助工作的通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以下简称“青岛... 

6.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卡塔尔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议

定书生效执行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7 号] [2021.09.01 发布] [2021.09.01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卡塔尔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议定书生效执行的

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7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卡塔尔国政府关于对... 

7.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办公厅,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08.28 发布] [2021.08.28 实施] 

摘要：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委、区政

府，市委各部委办，市各国家机关，各国有企业，各人民团体，各高等院校：   经市... 

8.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21.09.05 发布] [2021.09.05 实施] 

摘要：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横琴新区的初心就是为澳门产

业多元发展创造条件。新形势下做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发开放，是深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 

9. 云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云南省确定城市维护建设税纳税人所在地办法的通知 

[云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 [云财规〔2021〕5 号] [2021.08.23 发布] [2021.09.01 实施] 

摘要： 云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云南省确定城市维护建设税纳税人所在地办法的通知 云财规〔2021〕5 号 各

州、市人民政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第四条规定... 

10. 关于印发《关于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财税支持政策的方案》的通知 

[财政部] [财预〔2021〕108 号] [2021.09.02 发布] [2021.09.02 实施] 

摘要： 关于印发《关于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财税支持政策的方案》的通知 财预〔2021〕108 号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

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 

11.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若干服务措施》的通知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黑政办规〔2021〕22 号] [2021.08.30 发布] [2021.08.30 实施] 

摘要：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若干服务措施》的通知 黑政办规〔2021〕22 号 各市

（地）人民政府（行署），省政府各直属单位： 《黑龙江省进一步优化税收营... 

12. 关于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展期内销售的进口展品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 [财关税〔2021〕42 号] [2021.09.01 发布] [2021.09.01 实施] 

摘要： 关于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展期内销售的进口展品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21〕42 号 北京市财政局，北京海关，国家

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 为支持办...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wNTA%3D?searchId=fb86717d5b94490cb2fcf34d61707b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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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6%94%BF%E5%BA%9C%E5%92%8C%E5%8D%A1%E5%A1%94%E5%B0%94%E5%9B%BD%E6%94%BF%E5%BA%9C%E5%85%B3%E4%BA%8E%E5%AF%B9%E6%89%80%E5%BE%97%E9%81%BF%E5%85%8D%E5%8F%8C%E9%87%8D%E5%BE%81%E7%A8%8E%E5%92%8C%E9%98%B2%E6%AD%A2%E5%81%B7%E6%BC%8F%E7%A8%8E%E7%9A%84%E5%8D%8F%E5%AE%9A%E3%80%8B%E8%AE%AE%E5%AE%9A%E4%B9%A6%E7%94%9F&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wNTA%3D?searchId=fb86717d5b94490cb2fcf34d61707b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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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6%94%BF%E5%BA%9C%E5%92%8C%E5%8D%A1%E5%A1%94%E5%B0%94%E5%9B%BD%E6%94%BF%E5%BA%9C%E5%85%B3%E4%BA%8E%E5%AF%B9%E6%89%80%E5%BE%97%E9%81%BF%E5%85%8D%E5%8F%8C%E9%87%8D%E5%BE%81%E7%A8%8E%E5%92%8C%E9%98%B2%E6%AD%A2%E5%81%B7%E6%BC%8F%E7%A8%8E%E7%9A%84%E5%8D%8F%E5%AE%9A%E3%80%8B%E8%AE%AE%E5%AE%9A%E4%B9%A6%E7%94%9F&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wNTM%3D?searchId=428559333f404851a333f8cce7cccf0e&index=1&q=%E4%B8%AD%E5%85%B1%E5%8C%97%E4%BA%AC%E5%B8%82%E5%A7%94%E5%8A%9E%E5%85%AC%E5%8E%85%20%E5%8C%97%E4%BA%AC%E5%B8%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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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8C%97%E4%BA%AC%E5%B8%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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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9A%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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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wMTQ1MzI5NDg%3D?searchId=fb048c09b5fd49c28b873be75df19b0a&index=1&q=%E4%B8%AD%E5%85%B1%E4%B8%AD%E5%A4%AE%20%E5%9B%BD%E5%8A%A1%E9%99%A2%E5%8D%B0%E5%8F%91%E3%80%8A%E6%A8%AA%E7%90%B4%E7%B2%A4%E6%BE%B3%E6%B7%B1%E5%BA%A6%E5%90%88%E4%BD%9C%E5%8C%BA%E5%BB%BA%E8%AE%BE%E6%80%BB%E4%BD%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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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xMDAxNDU3MjI%3D?searchId=57da9a6f58d0498ca699177069fa3be2&index=1&q=%E4%BA%91%E5%8D%97%E7%9C%81%E8%B4%A2%E6%94%BF%E5%8E%85%20%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4%BA%91%E5%8D%97%E7%9C%81%E7%A8%8E%E5%8A%A1%E5%B1%80%E5%85%B3%E4%BA%8E%E4%BA%91%E5%8D%97%E7%9C%81%E7%A1%AE%E5%AE%9A%E5%9F%8E%E5%B8%82%E7%BB%B4%E6%8A%A4%E5%BB%BA%E8%AE%BE%E7%A8%8E%E7%BA%B3%E7%A8%8E%E4%BA%BA%E6%89%80%E5%9C%A8%E5%9C%B0%E5%8A%9E%E6%B3%95%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U5NTY%3D?searchId=df144d96c83c46eb9f4e2338d1677be5&index=1&q=%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5%85%B3%E4%BA%8E%E5%85%A8%E9%9D%A2%E6%8E%A8%E5%8A%A8%E9%95%BF%E6%B1%9F%E7%BB%8F%E6%B5%8E%E5%B8%A6%E5%8F%91%E5%B1%95%E8%B4%A2%E7%A8%8E%E6%94%AF%E6%8C%81%E6%94%BF%E7%AD%96%E7%9A%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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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xMDAxNDU5NTc%3D?searchId=e5051400d84c48c4895763a40a1bb6d3&index=1&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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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9%BB%91%E9%BE%99%E6%B1%9F%E7%9C%81%E8%BF%9B%E4%B8%80%E6%AD%A5%E4%BC%98%E5%8C%96%E7%A8%8E%E6%94%B6%E8%90%A5%E5%95%86%E7%8E%AF%E5%A2%83%E8%8B%A5%E5%B9%B2%E6%9C%8D%E5%8A%A1%E6%8E%AA%E6%96%BD%E3%80%8B%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U5Mzk%3D?searchId=871ac5a67a7e4f6381d20477d6b267bd&index=1&q=%E5%85%B3%E4%BA%8E%E4%B8%AD%E5%9B%BD%E5%9B%BD%E9%99%85%E6%9C%8D%E5%8A%A1%E8%B4%B8%E6%98%93%E4%BA%A4%E6%98%93%E4%BC%9A%E5%B1%95%E6%9C%9F%E5%86%85%E9%94%80%E5%94%AE%E7%9A%84%E8%BF%9B%E5%8F%A3%E5%B1%95%E5%93%81%E7%A8%8E%E6%94%B6%E6%94%BF%E7%AD%96%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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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尚未生效 关于发布《京津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2

号] [2021.08.26 发布] [2021.10.01 实施] 

摘要： 关于发布《京津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2 号 为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 

1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6 号] [2021.08.31 发布] [2021.09.01 实施]【官方解读】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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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规范城市维护建设税（以下简称城建... 

15.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综合保税区和保税物流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豫政办〔2021〕44 号] [2021.08.24 发布] [2021.08.24 实施] 

摘要：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综合保税区和保税物流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豫政办〔2021〕44 号 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济

源示范区管委会、各省直管县（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为... 

16.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先进制造业供应链配套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和《支持有色金属资源

综合循环利用产业延链强链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湘政办发〔2021〕49 号] [2021.08.20 发布] [2021.08.20 实施] 

摘要：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先进制造业供应链配套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和《支持有色金属资源综合循环利用产

业延链强链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湘政办发(2021)49 号   各市州、县市区... 

17.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契税纳税服务与征收管理若干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5 号] [2021.08.26 发布] [2021.09.01 实施]【官方解读】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契税纳税服务与征收管理若干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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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优化契税纳税服务，规范契税征收管理... 

18.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21〕4 号] [2021.05.28 发布] [2021.09.01 实

施] 

摘要：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21〕4 号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 

19. 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确定办法等事项的公告 

[English][中英对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8 号] [2021.08.24 发布] [2021.09.01 实施] 

摘要： 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确定办法等事项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8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

设税法》已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8... 

20. 尚未生效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关于发布《河南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1MjU1MjQ%3D?searchId=c27545d753414fb697cad04bd80ee868&index=1&q=%E5%85%B3%E4%BA%8E%E5%8F%91%E5%B8%83%E3%80%8A%E4%BA%AC%E6%B4%A5%E5%86%80%E7%A8%8E%E5%8A%A1%E8%A1%8C%E6%94%BF%E5%A4%84%E7%BD%9A%E8%A3%81%E9%87%8F%E5%9F%BA%E5%87%86%E3%80%8B%E7%9A%84%E5%85%AC%E5%91%8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1MjU4NTc%3D?searchId=5d5e098021ca47c8a14dd5395783c9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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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9F%8E%E5%B8%82%E7%BB%B4%E6%8A%A4%E5%BB%BA%E8%AE%BE%E7%A8%8E%E5%BE%81%E6%94%B6%E7%AE%A1%E7%90%86%E6%9C%89%E5%85%B3%E4%BA%8B%E9%A1%B9%E7%9A%84%E5%85%AC%E5%91%8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MxNzc%3D?module=&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1MjUxMDk%3D?searchId=bd9f991cfe0445b4b6083d5b19ee2de4&index=1&q=%E6%B2%B3%E5%8D%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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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B3%E4%BA%8E%E6%8E%A8%E5%8A%A8%E7%BB%BC%E5%90%88%E4%BF%9D%E7%A8%8E%E5%8C%BA%E5%92%8C%E4%BF%9D%E7%A8%8E%E7%89%A9%E6%B5%81%E4%B8%AD%E5%BF%83%E9%AB%98%E8%B4%A8%E9%87%8F%E5%8F%91%E5%B1%95%E7%9A%84%E6%84%8F%E8%A7%81&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1MTkzOTE%3D?searchId=6d325a4d84fc43078dee9582215a7b93&index=1&q=%E6%B9%96%E5%8D%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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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6%94%AF%E6%8C%81%E5%85%88%E8%BF%9B%E5%88%B6%E9%80%A0%E4%B8%9A%E4%BE%9B%E5%BA%94%E9%93%BE%E9%85%8D%E5%A5%97%E5%8F%91%E5%B1%95%E7%9A%84%E8%8B%A5%E5%B9%B2%E6%94%BF%E7%AD%96%E6%8E%AA%E6%96%BD%E3%80%8B%E5%92%8C%E3%80%8A%E6%94%AF%E6%8C%81%E6%9C%89%E8%89%B2%E9%87%91%E5%B1%9E%E8%B5%84%E6%BA%90%E7%BB%BC%E5%90%88%E5%BE%AA&modul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1MTkzOTE%3D?searchId=6d325a4d84fc43078dee9582215a7b93&index=1&q=%E6%B9%96%E5%8D%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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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6%94%AF%E6%8C%81%E5%85%88%E8%BF%9B%E5%88%B6%E9%80%A0%E4%B8%9A%E4%BE%9B%E5%BA%94%E9%93%BE%E9%85%8D%E5%A5%97%E5%8F%91%E5%B1%95%E7%9A%84%E8%8B%A5%E5%B9%B2%E6%94%BF%E7%AD%96%E6%8E%AA%E6%96%BD%E3%80%8B%E5%92%8C%E3%80%8A%E6%94%AF%E6%8C%81%E6%9C%89%E8%89%B2%E9%87%91%E5%B1%9E%E8%B5%84%E6%BA%90%E7%BB%BC%E5%90%88%E5%BE%AA&modul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1MjA1MTg%3D?searchId=84268f60902f43e7864e02c688917e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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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A5%91%E7%A8%8E%E7%BA%B3%E7%A8%8E%E6%9C%8D%E5%8A%A1%E4%B8%8E%E5%BE%81%E6%94%B6%E7%AE%A1%E7%90%86%E8%8B%A5%E5%B9%B2%E4%BA%8B%E9%A1%B9%E7%9A%84%E5%85%AC%E5%91%8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MxNzg%3D?module=&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M4OTE%3D?searchId=9150ec254644477f9815c0bd8d25c95e&index=1&q=%E8%A5%BF%E8%97%8F%E8%87%AA%E6%B2%BB%E5%8C%BA%E4%BA%BA%E6%B0%91%E4%BB%A3%E8%A1%A8%E5%A4%A7%E4%BC%9A%E5%B8%B8%E5%8A%A1%E5%A7%94%E5%91%98%E4%BC%9A%E5%85%B3%E4%BA%8E%E5%A5%91%E7%A8%8E%E5%85%B7%E4%BD%93%E9%80%82%E7%94%A8%E7%A8%8E%E7%8E%87%E7%AD%89%E6%9C%89%E5%85%B3%E4%BA%8B%E9%A1%B9%E7%9A%84%E5%86%B3%E5%AE%9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1MTkzMzg%3D?searchId=fbe7fe1df5a640fd95800d2baf4b7069&index=1&q=%E5%85%B3%E4%BA%8E%E5%9F%8E%E5%B8%82%E7%BB%B4%E6%8A%A4%E5%BB%BA%E8%AE%BE%E7%A8%8E%E8%AE%A1%E7%A8%8E%E4%BE%9D%E6%8D%AE%E7%A1%AE%E5%AE%9A%E5%8A%9E%E6%B3%95%E7%AD%89%E4%BA%8B%E9%A1%B9%E7%9A%84%E5%85%AC%E5%91%8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1MTkzMzhfRW4%3D?q=%E5%85%B3%E4%BA%8E%E5%9F%8E%E5%B8%82%E7%BB%B4%E6%8A%A4%E5%BB%BA%E8%AE%BE%E7%A8%8E%E8%AE%A1%E7%A8%8E%E4%BE%9D%E6%8D%AE%E7%A1%AE%E5%AE%9A%E5%8A%9E%E6%B3%95%E7%AD%89%E4%BA%8B%E9%A1%B9%E7%9A%84%E5%85%AC%E5%91%8A&module=tax-law&title=%3Cfont%20class%3D%22titleHL%22%3E%E5%85%B3%E4%BA%8E%E5%9F%8E%E5%B8%82%E7%BB%B4%E6%8A%A4%E5%BB%BA%E8%AE%BE%E7%A8%8E%E8%AE%A1%E7%A8%8E%E4%BE%9D%E6%8D%AE%E7%A1%AE%E5%AE%9A%E5%8A%9E%E6%B3%95%E7%AD%89%E4%BA%8B%E9%A1%B9%E7%9A%84%E5%85%AC%E5%91%8A%3C%2Ffont%3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1MTkzMzhk?q=%E5%85%B3%E4%BA%8E%E5%9F%8E%E5%B8%82%E7%BB%B4%E6%8A%A4%E5%BB%BA%E8%AE%BE%E7%A8%8E%E8%AE%A1%E7%A8%8E%E4%BE%9D%E6%8D%AE%E7%A1%AE%E5%AE%9A%E5%8A%9E%E6%B3%95%E7%AD%89%E4%BA%8B%E9%A1%B9%E7%9A%84%E5%85%AC%E5%91%8A&module=tax-law&title=%3Cfont%20class%3D%22titleHL%22%3E%E5%85%B3%E4%BA%8E%E5%9F%8E%E5%B8%82%E7%BB%B4%E6%8A%A4%E5%BB%BA%E8%AE%BE%E7%A8%8E%E8%AE%A1%E7%A8%8E%E4%BE%9D%E6%8D%AE%E7%A1%AE%E5%AE%9A%E5%8A%9E%E6%B3%95%E7%AD%89%E4%BA%8B%E9%A1%B9%E7%9A%84%E5%85%AC%E5%91%8A%3C%2Ffont%3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U4MzY%3D?searchId=7787a5b91d164dbfa33c25926c9ec1c8&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6%B2%B3%E5%8D%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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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B2%B3%E5%8D%97%E7%9C%81%E7%A8%8E%E5%8A%A1%E8%A1%8C%E6%94%BF%E5%A4%84%E7%BD%9A%E8%A3%81%E9%87%8F%E5%9F%BA%E5%87%86%E3%80%8B%E7%9A%84%E5%85%AC%E5%91%8A&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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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5 号] [2021.08.24 发布] [2021.10.01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关于发布《河南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5

号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 

21. 关于契税法实施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公告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9 号] [2021.08.27 发布] [2021.09.01 实施] 

摘要： 关于契税法实施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9 号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

法》，现将税法实施后继续执行的契税优惠政策公告如下： 一、夫... 

22. 军民融合税收优惠政策指引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 [2021.08.31 发布] [2021.08.31 实施] 

摘要： 军民融合税收优惠政策指引 2021 年 8 月 31 日 1.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房产免纳房产税 【享受主体】 国家机

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房产 【优惠内容... 

查看更多 

专家锐评 

1. 并购重组中债务承担问题的税收定性（三） ——股权收购中原股东清收资产的税收定性 

[赵国庆] [中汇税务师事务所] [2021.09.08] 

摘要： 正如《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244 号）所说的，在有些股权转让交易

中，交易双方经常会这么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的债权债务由原股东负责，协定签订后新孳... 

2. 为什么 2021 年 9 月 1 日起代扣境外单位或个人提供服务增值税不需要扣缴城建税？ 

[赵国庆] [中汇税务师事务所] [2021.09.06] 

摘要：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6 号），明确了自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实施（即 2021 年 9 月 1 日）后，境外... 

3. 资产抵债如此处理，有啥涉税风险？ 

[品税阁] [2021.09.06] 

摘要： 近日，有网友给笔者看了一笔资产抵债的会计处理，并询问这样处理有何税务风险？其会计分录如下： 2020 年 12 月份 8#

凭证。摘要信息：以办公楼抵债（2015 年 10 月购入，发票价格 800 万元，契税 32 万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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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崔岩双] [星瀚律师事务所] [2021.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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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具有金额巨大、架构复杂、环节隐蔽等特点，极易产生税收风险。股权转让所涉个... 

5. 因取得虚开增值税发票被认定为偷税应该如何应对？——A 企业诉某市稽查局案例评析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U4MzU%3D?searchId=2817867548fc4118bd8f82a75343f6aa&index=1&q=%E5%85%B3%E4%BA%8E%E5%A5%91%E7%A8%8E%E6%B3%95%E5%AE%9E%E6%96%BD%E5%90%8E%E6%9C%89%E5%85%B3%E4%BC%98%E6%83%A0%E6%94%BF%E7%AD%96%E8%A1%94%E6%8E%A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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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xMDAxNDYxMjY%3D?searchId=06cea0c4da64493ab486caa3ef185361&index=1&q=%E5%86%9B%E6%B0%91%E8%9E%8D%E5%90%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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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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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AwMDAxMzQzNzc%3D?searchId=fae9a290de6b403a9929d4ced1419824&index=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M4ODQ%3D?searchId=677cfef85c0246fc92fa19c0a2151be5&index=2&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M4ODU%3D?searchId=677cfef85c0246fc92fa19c0a2151be5&index=3&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M4OTA%3D?searchId=677cfef85c0246fc92fa19c0a2151be5&index=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QxNjY%3D?searchId=677cfef85c0246fc92fa19c0a2151be5&index=5&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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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青,余悦,宋丹丹,黄雨露] [金杜律师事务所] [2021.09.06] 

摘要： 案情摘要 2018 年 8 月 23 日，国家税务总局葫芦岛市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稽查局”）作出葫税稽罚[2018]5 号《税务

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 1.认定葫芦岛市 A 企业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6. 多家上市公司公告因虚开补税但未受处罚，能否同时免予承担刑事责任？ 

[华税律师事务所] [2021.09.03] 

摘要： 编者按：实践中，上市公司因偷税、虚开等行为受到税务处理、处罚的案件屡见不鲜，上市公司因此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和

行政、刑事风险。本文结合多起上市公司虚开发票的真实案例，对上市公司虚开发票免于税务行政处罚后... 

7. 股权激励获得的股票，在美国如何进行纳税申报？ 

[U&I Group 汇智集团] [2021.09.03] 

摘要： 本期的话题是在美如何申报其通过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获得的股票收益。 现在很多企业核心员工，都会被授予股权。税务要

素是必须要考虑的要素。本期话题我们将介绍股权激励计划中较为常见的两种方式，员工股票购买计... 

8. 并购重组中债务承担问题的税收定性（二） ——股权收购中“或有负债”承担的税收定性 

[赵国庆] [中汇税务师事务所] [2021.09.02] 

摘要： 这一篇文章我们来谈谈股权收购中经常涉及的另外一类债务承担问题，涉及担保的“或有债务”承担问题对于股权收购对价

和资产计税基础的影响。 在股权收购交易中，经常会出来这一类问题。原先被收购企业 B 公司有一笔... 

9. 城建税的计税依据及增加与扣除项 

[王冬生] [北京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1.09.01] 

摘要： 增值税纳税人都是城建税纳税人，如何正确计算城建税计税依据，直接影响税负轻重和税务风险。自 2021 年 9 月 1 日执行

的《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确定办法等事项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8 号... 

10. 《城建税法》9 月 1 日正式生效，实施要点需重点关注 

[普华永道中国] [2021.09.01] 

摘要： 摘要 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

法》1（以下简称《城建税法》）。《城建税法》于 2021 年 9 月 1 日起生... 

11. 破产重整企业税务问题详解 

[易明] [德恒律师事务所] [2021.08.31] 

摘要：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退出机制不断完善，破产重整企业越来越多，破产重整企业的税收相关法律问题也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破产重整企业的税收不但关系到债权人的利益，更关系到企业是否能够涅槃重生、... 

12. 首发 由远到近 —— 数字医疗与税收 （三） 

[廖敏]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 [2021.08.31] 

摘要： 数字化变革已渗入生活各方面，医疗健康为人之本，亦在历经数字洗礼。健康医疗大数据合规，随着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

布，愈发举足轻重。 本文说明健康医疗大数据相关概念及合规要求，分析互联网医疗背景下，科室承包... 

13. 并购重组中债务承担问题的税收定性（一）——股权收购中的债务承担的三种类型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M2NDI%3D?searchId=677cfef85c0246fc92fa19c0a2151be5&index=6&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M4MTI%3D?searchId=677cfef85c0246fc92fa19c0a2151be5&index=7&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M0OTY%3D?searchId=677cfef85c0246fc92fa19c0a2151be5&index=8&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M0OTQ%3D?searchId=677cfef85c0246fc92fa19c0a2151be5&index=9&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M0OTU%3D?searchId=677cfef85c0246fc92fa19c0a2151be5&index=10&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I5MjA%3D?searchId=677cfef85c0246fc92fa19c0a2151be5&index=1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MxMzM%3D?searchId=677cfef85c0246fc92fa19c0a2151be5&index=12&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MzMTY%3D?searchId=a46150fffd9e49efa2fad97f7b2959bb&index=13&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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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庆] [中汇税务师事务所] [2021.08.31] 

摘要： 并购重组交易中各种类型的债务承担问题如何进行税务定性，并正确计算各方的应税所得和资产计税基础，一直是一个广有

争议的问题。我们近期通过一系列文章来和大家交流各类并购重组中的债务承担应该如何进行正确的税收... 

14. 税务合规系列之十一/利害关系人提起税务行政复议合规探讨 

[陈沈峰] [国枫律师事务所] [2021.08.31] 

摘要： 一、案件情况 2015 年 8 月 11 日至 2016 年 1 月 20 日，某省国税局稽查局对南通 A 公司在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纳税情况进行了检查。2016 年 2 月 27 日，经某省国税局重大税务案件... 

15. 保税区大宗货物报关进口，完税价格申报不实将引发涉税风险 

[华税律师事务所] [2021.08.30] 

摘要： 对于一般进口贸易，在申报缴纳进口环节税时，完税价格为 CIF 价格，即货物价格和运输费用、保险费之和。而如果是先以

保税方式入区而后申报进口，在申报缴纳进口环节税时，其完税价格如何确定，税款如何缴纳，在实践... 

16. 边角料、残次品内销时是否折算为料件补税，企业说了不算 

[王永亮]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021.08.29] 

摘要： 边角料、残次品内销时，是否折算为料件，海关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当中均有明确的规定，企业在这方面并没有选择的权

利。但在培训与交流当中，我发现加工贸易企业将折料补税变成了解决保税货物短少的灵丹妙药。不管是... 

17. Apple 节税 130 亿欧的爱尔兰税收体系对“走出去”企业的价值 

[胡星] [汇业律师事务所] [2021.08.29] 

摘要： 2020 年 7 月欧盟普通法院(General Court of the European Union)作出有利 Apple 的裁决，裁决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EC”)责令 A... 

18. 卖方不开票被判赔偿买方增值税损失！延迟开票民行刑三类风险不容忽视 

[华税律师事务所] [2021.08.27] 

摘要： 编者按：在企业日常经营中，发票开具是最容易引发税务风险的事项之一，但却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一些老板认为，货

物发出、款项收到，一笔交易就完成了，对发票不管不问。最终因财务人员处理不当，导致企业面临严重... 

查看更多 

实务案例 

1. 6 家教培机构隐匿收入 1.4 亿被罚千万，教培行业如何应对税务稽查？ 

[华税律师事务所]  [2021.09.06 发布] 

摘要： 编者按：近日，重庆市税务稽查部门调查发现，6 家教育培训公司在网上销售培训课程时，经由个人账户收取课程费用共隐

匿收入 1.4 亿元。该局依法将企业行为定性为偷税，并作出补缴税费 759 万元，加收滞纳金、罚款 3... 

2. 案例分享：股权转让后 消失的出资义务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MyNzY%3D?searchId=a46150fffd9e49efa2fad97f7b2959bb&index=1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I5NzE%3D?searchId=a46150fffd9e49efa2fad97f7b2959bb&index=15&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I5OTM%3D?searchId=a46150fffd9e49efa2fad97f7b2959bb&index=16&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MwNzQ%3D?searchId=a46150fffd9e49efa2fad97f7b2959bb&index=17&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I2Nzg%3D?searchId=a46150fffd9e49efa2fad97f7b2959bb&index=18&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professional-articles/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4NzA%3D?searchId=9ffb80f9db3845a3b55c6880846f2f14&index=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4NzE%3D?searchId=9ffb80f9db3845a3b55c6880846f2f14&index=2&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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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月如歌]  [2021.09.03 发布] 

摘要： 前面聊到，不公允增资转让股权背后，隐藏的往往是阴阳合同的桌底交底，多存在于一些中小民营企业中。如果交易一方是

公众公司或者国企，桌底交易由于违法，是不会被采用的。 分享一个税友咨询的筹划案例： 案例... 

查看更多 

法院判例 

1. 李四军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刑罚与执行变更审查裁定书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1)吉 24 刑更 664 号] [2021.08.31] 

摘要：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吉 24 刑更 664 号 罪犯李四军，男，1972 年 2 月 28 日生，

汉族，河南省开封市人，初中文化。现于吉林省延吉监狱服刑。 2019 年 2 月 27 日... 

2. 李景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刑罚与执行变更审查裁定书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1)吉 24 刑更 668 号] [2021.08.31] 

摘要：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吉 24 刑更 668 号 罪犯李景科，男，1963 年 5 月 6 日生，汉

族，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人，中专文化。现于吉林省延吉监狱服刑。 2019 年 10 月 2... 

3. 曹国祥虚开增值税发票刑罚与执行变更审查刑事裁定书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1)吉 24 刑更 510 号] [2021.08.31] 

摘要：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吉 24 刑更 510 号 罪犯曹国祥，男，1967 年 4 月 27 日生，

汉族，吉林省敦化市人，高中文化。现于吉林省延吉监狱服刑。 2017 年 5 月 24 日... 

4.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宿州市大家置业有限公司等逃避追缴欠税罪首次执行执行裁定书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2021)皖 1324 执 1909 号] [2021.08.29] 

摘要：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1)皖 1324 执 1909 号 申请执行人：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住所地安徽省泗县东关

开发区大道。 法定代表人：王世兵，该院院长。 被执行人：宿州市大家置业有限公司... 

5.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李忠逃避追缴欠税罪首次执行执行裁定书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2021)皖 1324 执 1908 号] [2021.08.29] 

摘要：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1)皖 1324 执 1908 号 申请执行人：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住所地安徽省泗县东关

开发区大道。 法定代表人：王世兵，该院院长。 被执行人：李忠，男，1963 年 9 月... 

6. 张立润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刑罚与执行变更审查刑事裁定书 

[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冀 08 刑更 394 号] [2021.08.27] 

摘要： 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冀 08 刑更 394 号 罪犯张立润，男，1966 年 8 月 26 日出生于河北省唐

山市丰润区，初中文化，现于河北省上板城监狱服刑。 河北省隆化县人民法院于 2017... 

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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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案件名称 江苏弘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逃避缴纳税款 

[国家税务总局盐城市税务局稽查局] [盐税稽罚[2021]44 号] [2021.08.30] 

违法事实 你单位 2010、2011 年违法事实，属于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是偷税，偷税

额 51835.79 元 

处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

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

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

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你单位 2010、2011 年违法事实，属于在

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是偷税，偷税额 51835.79 元=18380.34+33455.45。计

算过程如下：违法事实发生年度 2010-2011 年涉及增值税的偷税额为 18380.34 元

=123500÷1.17×17%＋3000÷1.17×17%；违法事实发生年度 2010-2011 年涉及企业所得税

的偷税额为 33455.45 元。 

处罚结果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发布《江苏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的公告}

（2018 年第 11 号）、{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发布《江苏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的公告}（2018 年第 8 号），对偷税违法行为的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1.扣缴义务人实

施偷税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处不缴或少缴税款 0.5 倍以上 1 倍以下罚款：①扣缴义务人配合税务

机关检查的；②在税务机关对其违法行为作出税务处理前主动补缴税款和滞纳金的；③违法行为

较轻的；”，你单位接受检查期间能够按税务机关要求提供涉税资料并主动预缴税款 50 万元，

是配合税务机关检查行为，现拟处所偷税额百分之六十的罚款，拟罚款金额 31101.47 元。 

 

案件名称 秦皇岛德誉联商贸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 [冀秦税稽罚〔2021〕2 号] [2021.08.31] 

https://law.wkinfo.com.cn/administrative-punishment/detail/MkUwMzg3NDg5NTA%3D?searchId=c39cd3b4686c43efb6f8e92c2e6aae25&index=1&q=%E6%B1%9F%E8%8B%8F%E5%BC%98%E9%82%A6%E7%8E%AF%E5%A2%83%E5%B7%A5%E7%A8%8B%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9%80%83%E9%81%BF%E7%BC%B4%E7%BA%B3%E7%A8%8E%E6%AC%BE&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administrative-punishment/detail/MkUwMzkyOTQxNTE%3D?searchId=886129dff4554a23b4c1c37546b4908a&index=1&q=%E7%A7%A6%E7%9A%87%E5%B2%9B%E5%BE%B7%E8%AA%89%E8%81%94%E5%95%86%E8%B4%B8%E6%9C%89%E9%99%90%E5%85%AC%E5%8F%B8&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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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事实 你单位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期间，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形下，向开

封丛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开具 8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1300161130，发票号码

02731261-02731268，货物名称钢芯铝，金额 786080.16 元，税额 125772.84 元，价税合计

911853 元；向开封广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开具 7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1300161130，

发票号码 02731269-02731275，货物名称钢芯铝，金额 680314.64 元，税额 108850.36 元，

价税合计 789165 元；向郑州中鼎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4 份，发票代码

013001800104，发票号码 10346286-10346289，货物名称为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品*普板，金

额 345576.73 元，税额 55292.27 元，价税合计 400869 元。你单位上述行为属于虚开发票行

为。 

处罚依据 《关于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76 号）第一条“一、走逃（失联）企业的判定 走逃（失联）企业，是指不履行税收

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的企业。根据税务登记管理的有关规定，税务机关通过实地调查、电话

查询、涉税事项办理核查以及其他征管手段，仍对企业和企业相关人员查无下落的，或虽然可以

联系到企业代理记账、报税人员等，但其并不知情也不能联系到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可以判定该

企业为走逃（失联）企业。”第二条第(一)项“二、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理 

(一)走逃（失联）企业存续经营期间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所对应属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

入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以下简称“异常凭证”）范围。2.直接走逃失踪不纳税申报，或虽然申

报但通过填列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相关栏次，规避税务机关审核比对，进行虚假申报的。”综上所

述，你单位注册经营地址虚假，相关人员查无下落，走逃且未依法纳税申报，没有购进所开具发

票上的货物信息，同开封丛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开封广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郑州中鼎锅炉股

份有限公司之间没有交易资金信息，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形下，向上述三家公司开具 15 份

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 1466394.80 元，税额 234623.20 元，价税合计 1701018 元；开具 4 份

增值税普通发票金额 345576.73 元，税额 55292.27 元，价税合计 400869 元。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87 号）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



 2021.08.27-2021.09.09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

不符的发票；”的规定，你单位上述行为构成虚开发票。 

处罚结果 对你单位虚开发票行为，处 100000 元罚款。 

 

查看更多 

威科亮点 

1. 财经要闻月度报告 [财研小分队] [202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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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份月报已发布，欢迎点击查看。 

（一）月度宏观经济数据 

（二）月度财经关注 

（三）国资委：关于国企债券违约的回应 

（四）税务总局公告部分税务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 

（五）海南洋浦保税港区加工增值货物免征关税优惠政策出台 

（六） 实务案例：捐赠自产货物的财税处理 

2. 零售行业税务问题专题探析 [致同中国] [2021.09.01] 

摘要： 零售企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有目共睹，但是其在税务机关的稽查工作中也被暴露出许多问题，威科特邀致同税务部门合伙人

陆鹰鹭，就连锁零售重点税务问题，电商零售重点税务问题，零售行业税务稽查方向和重点等展开深入探讨。 

（一） 零售行业 – 行业现状概览 

（二） 近几年供应链相关流转税规定 

（三） 零售行业– 连锁零售重点税务问题 

（四） 零售行业–电商零售重点税务问题 

（五） 零售行业 – 税务稽查方向和重点 

3. 财产和行为税要点梳理——契税 [CCH] [2021.09.01] 

摘要： 财产和行为税是指纳税人拥有的财产数量或者财产价值为征税对象，或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以纳税人的某些特定行

为为征税对象的税种。例如我国现行的印花税、契税、车船税、房产税都属于这一类。契税是指土地、房屋权属权属发生转移时，对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administrative-punishment/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focus/detail/MTk0MDI%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focus/detail/MjcyMjg%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focus/detail/MjcwNzA%3D?module=tax-law&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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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属承受单位和个人征收的税种。2021 年 9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及配套规定开始实施。为方便用户系统了解契税

相关政策，威科先行编辑团队整理了契税税收政策要点供用户参考使用。 

4. 财产和行为税要点梳理—城镇土地使用税 [CCH] [2021.09.06] 

摘要： 财产和行为税是指纳税人拥有的财产数量或者财产价值为征税对象，或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以纳税人的某些特定行

为为征税对象的税种。例如我国现行的印花税、契税、车船税、房产税都属于这一类。城镇土地使用税是指国家在城市、县城、建制

镇、工矿区范围内，对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以其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按照规定的税额计算征收的一种税。为方便用

户系统了解城镇土地使用税相关政策，威科先行编辑团队整理了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收政策要点供用户使用。 

5. 财产和行为税要点梳理—房产税 [CCH] [2021.09.06] 

摘要： 财产和行为税是指纳税人拥有的财产数量或者财产价值为征税对象，或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以纳税人的某些特定行

为为征税对象的税种。例如我国现行的印花税、契税、车船税、房产税都属于这一类。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房屋的计税余

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为方便用户系统了解房产税相关政策，威科先行编辑团队整理了房产税

税收政策要点供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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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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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申请试用，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为更好地提升服务质量，助力您的法律合规工作，欢迎填写使用反馈问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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