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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看点导读 

一线税讯（24）   法规动态（11）   专家锐评（16）   实务案例（3） 

法院判例（2）   行政处罚（2）   威科亮点（2） 

 

一线税讯 

1.       税务总局解答住房租赁税收优惠政策常见问题[2021.09.23] 

摘要： 9 月 23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2021 年第三期减税降费政策即问即答，涉及住房租赁税收优惠政策、增值税政策、出口退

（免）税备案、个人所得税政策等方面。 关于选择适用最新出台的住房租赁企业增值税减税政策发...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home?fromType=qrcode
http://px5oxm2rsy8n9pde.mikecrm.com/A1gq7kV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yMjU%3D?searchId=3da1a24c4c814d93aabfd9470ff538f0&index=2&q=%E8%82%A1%E6%9D%83&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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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税务总局发布 2021 年第 3 期减税降费即问即答[2021.09.23] 

摘要： 9 月 23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2021 年第三期减税降费政策即问即答，涉及住房租赁税收优惠政策、增值税政策、出口退

（免）税备案、个人所得税政策等方面。 关于选择适用最新出台的住房租赁企业增值税减税政策发... 

3. 案例｜广州市某药企因“偷税”被处罚近 140 万元[2021.09.23] 

摘要： 信用广州近日发布一则关于广州市某药企的行政处罚信息（穗税二稽罚〔2021〕260 号），该公司购进货物取得的发票经深

圳市第一稽查局证实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通报称，上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 

4. 官方答复合理确定律师业税负等问题[2021.09.23] 

摘要： 近日，湖北省税务局公布《对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第 444 号建议的答复》，对代表提出的关于依法合理确定律师业税负，

促进湖北省律师业发展和法治湖北建设的建议进行答复。 关于律师行业税收政策适用问题，湖北省... 

5. 美众议院民主党人公布增税草案企业税率提至 26.5%[2021.09.18] 

摘要： 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公布了新的增税草案，旨在为气候政策和 3.5 万亿预算方案筹措资金。 增税草案将企业税率从 21%提

高到 26.5%（低于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 28%），将最高个人税率从 37%提高到 39.6... 

6. 官方提示企业报销时发票注意事项[2021.09.18] 

摘要： 实务中，当要求商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回企业报销，结果可能遇到商家拒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拿到专用发票无法报销

等情况。近日，上海市税务局就发票报销注意事项作出温馨提示，供纳税人参考。 上海税务局分无法... 

7. 上海：大力发展免退税经济 支持本市企业申请免税品经营资质[2021.09.18] 

摘要： 9 月 18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上海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明确大力发展免退税经济等多项任务。 《方

案》指出，支持本市企业申请免税品经营资质，鼓励免税店设立国产商品销售专区。扩大境外旅客购... 

8. 众议院民主党发布美国税收改革方案[English][2021.09.18] 

摘要： 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发布了一份美国税收改革方案，与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计划有很大不同。 企业税税率变

化 拜登政府此前提议将企业所得税率提高到 28%。而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出一个三级企业税制... 

9. 税务总局王军：紧扣三大变革推动税收征管现代化[2021.09.17]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网站 9 月 16 日消息，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落实《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提出的 24 项重点

改革事项，将有力推动税收征管的技术变革、业务变革和组织变革。 深入推进税收征管业务变革方... 

10. 新版国际税收信息交换手册发布[English][2021.09.17] 

摘要： 9 月 16 日，经合组织全球论坛、世界银行集团和非洲开发银行联合发布新版《信息交换手册》（ Exchange of 

Information-EOI）。 该手册的上一版本发布于 2013 年，由全球论坛和世界... 

11. 国务院：合理提高地下水水资源税费标准[2021.09.16]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yMjc%3D?searchId=3da1a24c4c814d93aabfd9470ff538f0&index=3&q=%E8%82%A1%E6%9D%83&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yNDE%3D?searchId=3da1a24c4c814d93aabfd9470ff538f0&index=4&q=%E8%82%A1%E6%9D%83&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yOTM%3D?searchId=3da1a24c4c814d93aabfd9470ff538f0&index=5&q=%E8%82%A1%E6%9D%83&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wODE%3D?searchId=4dd08697a8394fd687e80f39105aadd6&index=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xMjc%3D?searchId=4dd08697a8394fd687e80f39105aadd6&index=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xMTE%3D?searchId=4dd08697a8394fd687e80f39105aadd6&index=3&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xNDE%3D?searchId=4dd08697a8394fd687e80f39105aadd6&index=6&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xNDI%3D?q=&module=tax-law&title=%E4%BC%97%E8%AE%AE%E9%99%A2%E6%B0%91%E4%B8%BB%E5%85%9A%E5%8F%91%E5%B8%83%E7%BE%8E%E5%9B%BD%E7%A8%8E%E6%94%B6%E6%94%B9%E9%9D%A9%E6%96%B9%E6%A1%88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A5OTk%3D?searchId=4dd08697a8394fd687e80f39105aadd6&index=9&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wMTU%3D?searchId=4dd08697a8394fd687e80f39105aadd6&index=10&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wMTY%3D?q=&module=tax-law&title=%E6%96%B0%E7%89%88%E5%9B%BD%E9%99%85%E7%A8%8E%E6%94%B6%E4%BF%A1%E6%81%AF%E4%BA%A4%E6%8D%A2%E6%89%8B%E5%86%8C%E5%8F%91%E5%B8%83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A5MjM%3D?searchId=4dd08697a8394fd687e80f39105aadd6&index=11&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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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15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强化地下水资源节约与保护。 

会议通过《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草案强调坚持节水优先，明确建立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和水... 

12. 税务总局王军：持续加大对跨国避税等案件的联合打击力度[2021.09.16] 

摘要： 9 月 15 日，金砖国家税务局长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国税务局长围绕“在新冠疫情带来

挑战和数字时代背景下重新构建税收征管的业务流程”开展深入交流。 王军提出四方面合作倡议... 

13. IMF 发布《亚洲的数字化与税收》报告[English][2021.09.16] 

摘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发布了一份新的报告，探讨了数字化经济下国际税收变化对亚洲国家的影响。报告还强调了

亚洲国家利用其相对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征收更多增值税的机会。 这份名为《亚洲的数字化与税收... 

14. 开曼群岛就税收透明度重大变化征求意见[English][2021.09.15] 

摘要： 近日，开曼群岛金融服务部就公众获取受益所有权信息方面的变化征求意见。 2019 年 10 月，开曼群岛政府曾表示，将根据

反映英国和欧盟公共登记册发展和演变的时间表，引入可公开访问的登记册。当时，开曼群岛政... 

15. 案例｜税收征管系统、金三系统等数据排查对比 助力破获虚开发票案件[2021.09.15] 

摘要： 一家针织品制造和服装加工企业在不存在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大肆收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及骗取出口

退税，且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通过伪造银行流水、银行支付单据等方式冲减应付账款，逃避检查... 

16. 江苏：推动长三角区域税务执法结果互认[2021.09.14] 

摘要： 近日，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印发《江苏省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明确 32 项主要任务。 《方案》提出要大

力推进税务执法新体系建设，推进税务执法区域协同。落实长三角区域内统一裁量基准，推动长三角... 

17. 案例｜海南某石化企业偷税遭处罚 补税加罚款近 4.6 亿[2021.09.14] 

摘要： 近日，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公布一则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对海南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作出补缴税费和罚款近近 4.6 亿

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处罚告知书显示，该公司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燃料油、将外购的消费税非应税... 

18. 新加坡将允许纳税人延长申报转让定价调整的时间[English][2021.09.13] 

摘要： 新加坡政府日前已经宣布，将修改《2021 年所得税（修正）法案》草案中关于转让定价调整的规定，该草案包括 2021 年预

算案宣布的措施，目前已完成征求意见。 该措施要求，当外国税务机关下调外国税收，导致新... 

19. 案例｜全国首例虚开增值税电子专票案宣判 税管员参与获利分成同被判处 3 年有期徒刑[2021.09.13] 

摘要： 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消息，9 月 10 日赵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了被告人孙某、骆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一案。该案系全国首例虚开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案。 被告人孙某和他人在石家庄某建材有限公司在... 

20. 海南自贸港 15%税收优惠政策答疑合集[2021.09.13] 

摘要： 海南自贸港 9 月 12 日发布消息，在自贸港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市场主体时常提出一些

疑问。为此，官方整理了一些常见问题进行解答。 其中个人所得税方面，关于“境外“高端紧缺”...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A5Mjk%3D?searchId=4dd08697a8394fd687e80f39105aadd6&index=13&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A5NDM%3D?searchId=4dd08697a8394fd687e80f39105aadd6&index=16&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A5NDQ%3D?q=&module=tax-law&title=IMF%E5%8F%91%E5%B8%83%E3%80%8A%E4%BA%9A%E6%B4%B2%E7%9A%84%E6%95%B0%E5%AD%97%E5%8C%96%E4%B8%8E%E7%A8%8E%E6%94%B6%E3%80%8B%E6%8A%A5%E5%91%8A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A4NDk%3D?searchId=4dd08697a8394fd687e80f39105aadd6&index=18&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A4NTA%3D?q=&module=tax-law&title=%E5%BC%80%E6%9B%BC%E7%BE%A4%E5%B2%9B%E5%B0%B1%E7%A8%8E%E6%94%B6%E9%80%8F%E6%98%8E%E5%BA%A6%E9%87%8D%E5%A4%A7%E5%8F%98%E5%8C%96%E5%BE%81%E6%B1%82%E6%84%8F%E8%A7%81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A4NTk%3D?searchId=4dd08697a8394fd687e80f39105aadd6&index=20&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A3NzU%3D?searchId=4dd08697a8394fd687e80f39105aadd6&index=2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A3NzE%3D?searchId=c35b81439cca4f35a2c2cff6bb29cc92&index=27&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A2ODc%3D?searchId=c35b81439cca4f35a2c2cff6bb29cc92&index=28&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A2ODg%3D?q=&module=tax-law&title=%E6%96%B0%E5%8A%A0%E5%9D%A1%E5%B0%86%E5%85%81%E8%AE%B8%E7%BA%B3%E7%A8%8E%E4%BA%BA%E5%BB%B6%E9%95%BF%E7%94%B3%E6%8A%A5%E8%BD%AC%E8%AE%A9%E5%AE%9A%E4%BB%B7%E8%B0%83%E6%95%B4%E7%9A%84%E6%97%B6%E9%97%B4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A2OTE%3D?searchId=c35b81439cca4f35a2c2cff6bb29cc92&index=30&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A2OTM%3D?searchId=c35b81439cca4f35a2c2cff6bb29cc92&index=31&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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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记者暗访明星避税聚集地 “小地方”成热门 税收返还最高可达九成[2021.09.13] 

摘要： 经济参考报 9 月 13 日消息称，记者近日在基层暗访发现，一些明星艺人在注销影视公司或个人工作室的同时，会换个地方和

名称重新注册设立新的类似市场主体。 记者以文化企业负责人身份实地走访发现，一些地方打着发... 

22. 经合组织发布报告 支持税务机关处理预提税事项[English][2021.09.10] 

摘要： 经合组织 9 月 6 日发布了一份新的文件，探讨了税务机关如何适应 COVID-19 疫情给预提税减免管理带来的挑战。 该文件

指出，"COVID-19 疫情给政府和纳税人开展正常活动的能力带来了空前的压力。频繁依... 

23. 官方版《2021 年税收优惠政策汇编》来了[2021.09.10] 

摘要： 为进一步推动减税降费工作的优化和落实，云南省财政厅、省税务局近日对现行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收集和整理，汇

编成《2021 年税收优惠政策汇编》，并于 9 月 8 日发布。 书中共收录了 2020 年应对疫情出台... 

24. 官方出台《涉农税费优惠政策指引》[2021.09.10] 

摘要： 近日，黑龙江省税务局发布《涉农税费优惠政策指引》，包括 67 项具体政策内容。 《指引》将 67 项政策分为 7 部分，包

括建设运营农村基础设施、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农业生产、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促... 

查看更多>> 

法规动态 

1.      关于印发实施《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即批准”政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2021.07.29 发布] [2021.07.29 实

施] 

摘要： 关于印发实施《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即批准”政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 

2. 关于调整铁路和航空运输企业汇总缴纳增值税分支机构名单的通知（202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财税〔2021〕51 号] [2021.09.05 发布] [2021.09.05 实施] 

摘要： 关于调整铁路和航空运输企业汇总缴纳增值税分支机构名单的通知 财税〔2021〕5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财政厅（局），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局： ... 

3. 尚未生效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发布《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土地增值税清算审核管理办法》

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7 号] [2021.09.03 发布] [2021.10.08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发布《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土地增值税清算审核管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

省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7 号  为了规范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土地增值税清算审核工作，统...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A2OTU%3D?searchId=c35b81439cca4f35a2c2cff6bb29cc92&index=32&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A2MDM%3D?searchId=c35b81439cca4f35a2c2cff6bb29cc92&index=33&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A2MDQ%3D?q=&module=tax-law&title=%E7%BB%8F%E5%90%88%E7%BB%84%E7%BB%87%E5%8F%91%E5%B8%83%E6%8A%A5%E5%91%8A%20%E6%94%AF%E6%8C%81%E7%A8%8E%E5%8A%A1%E6%9C%BA%E5%85%B3%E5%A4%84%E7%90%86%E9%A2%84%E6%8F%90%E7%A8%8E%E4%BA%8B%E9%A1%B9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A2MDU%3D?searchId=b1f0ea5340e24f7a9ff07e019bf79def&index=3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A2MTE%3D?searchId=b1f0ea5340e24f7a9ff07e019bf79def&index=35&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news/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zMjU%3D?searchId=58061580972e40fea50b244b17c63c9b&index=1&q=%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5%AE%9E%E6%96%BD%E3%80%8A%E5%8C%97%E4%BA%AC%E5%B8%82%E9%AB%98%E6%96%B0%E6%8A%80%E6%9C%AF%E4%BC%81%E4%B8%9A%E8%AE%A4%E5%AE%9A%E2%80%9C%E6%8A%A5%E5%A4%87%E5%8D%B3%E6%89%B9%E5%87%86%E2%80%9D%E6%94%BF%E7%AD%96%E8%AF%95%E7%82%B9%E5%B7%A5%E4%BD%9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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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wMTQ1NDEwOTg%3D?searchId=87dbb5a58a024d419e1bfe78712b0d81&index=1&q=%E5%85%B3%E4%BA%8E%E8%B0%83%E6%95%B4%E9%93%81%E8%B7%AF%E5%92%8C%E8%88%AA%E7%A9%BA%E8%BF%90%E8%BE%93%E4%BC%81%E4%B8%9A%E6%B1%87%E6%80%BB%E7%BC%B4%E7%BA%B3%E5%A2%9E%E5%80%BC%E7%A8%8E%E5%88%86%E6%94%AF%E6%9C%BA%E6%9E%84%E5%90%8D%E5%8D%95%E7%9A%84%E9%80%9A%E7%9F%A5%EF%BC%882021%EF%BC%89&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yNzM%3D?searchId=91a10fc382a14c908db2d9a4db5f0040&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6%B5%B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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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6%B5%B7%E5%8D%97%E7%9C%81%E7%A8%8E%E5%8A%A1%E5%B1%80%E5%9C%9F%E5%9C%B0%E5%A2%9E%E5%80%BC%E7%A8%8E%E6%B8%85%E7%AE%97%E5%AE%A1%E6%A0%B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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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xMDAxNDYyNzM%3D?searchId=91a10fc382a14c908db2d9a4db5f0040&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6%B5%B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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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6%B5%B7%E5%8D%97%E7%9C%81%E7%A8%8E%E5%8A%A1%E5%B1%80%E5%9C%9F%E5%9C%B0%E5%A2%9E%E5%80%BC%E7%A8%8E%E6%B8%85%E7%AE%97%E5%AE%A1%E6%A0%B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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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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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尚未生效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发布《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规程》的公

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8 号] [2021.09.03 发布] [2021.10.08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发布《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规程》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

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8 号  为了加强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增值税征收管理，规范土地增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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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印发《湖南省资源税实施细则》的通知 

[湖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应急管理厅] [湘财税〔 2021 〕15

号] [2021.08.20 发布] [2021.09.01 实施] 

摘要： 关于印发《湖南省资源税实施细则》的通知 湘财税〔 2021 〕15 号 各市州、县市区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各市州、

县市区税务局，各市州、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水利局、应急管理局： ... 

7.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改〈税务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2021.09.15 发布] [2021.09.15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改〈税务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

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严格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维护纳... 

8. 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中共海南省委员会办公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琼办发〔2021〕37 号] [2021.09.03 发布] [2021.09.03 实施] 

摘要： 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琼办发〔2021〕

37 号 各市、县、自治县党委和人民政府，省委各部门，省级国家机关各部门... 

9. 关于印发《海南省“十四五”期间享受进口税收政策社会研发机构名单核定实施办法》的通知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中共海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民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海口海关] [琼科规

〔2021〕7 号] [2021.08.17 发布] [2021.01.01 实施] 

摘要： 关于印发《海南省“十四五”期间享受进口税收政策社会研发机构名单核定实施办法》的通知 琼科规〔2021〕7 号 各市、

县科技管理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 11... 

10.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English][中英对照][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8 号] [2021.09.13 发布] [2021.09.13 实施]【官方解读】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8 号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的举措，深入开展 2021 年“... 

11. 尚未生效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关于发布《陕西省税务系统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审理标准》的公告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yNzQ%3D?searchId=a89a66205d084b03936304da0c538f39&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6%B5%B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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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6%B5%B7%E5%8D%97%E7%9C%81%E7%A8%8E%E5%8A%A1%E5%B1%80%E5%9C%9F%E5%9C%B0%E5%A2%9E%E5%80%BC%E7%A8%8E%E6%B8%85%E7%AE%97%E5%B7%A5%E4%BD%9C%E8%A7%84%E7%A8%8B%E3%80%8B%E7%9A%84%E5%85%AC%E5%91%8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yNzQ%3D?searchId=a89a66205d084b03936304da0c538f39&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6%B5%B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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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6%B5%B7%E5%8D%97%E7%9C%81%E7%A8%8E%E5%8A%A1%E5%B1%80%E5%9C%9F%E5%9C%B0%E5%A2%9E%E5%80%BC%E7%A8%8E%E6%B8%85%E7%AE%97%E5%B7%A5%E4%BD%9C%E8%A7%84%E7%A8%8B%E3%80%8B%E7%9A%84%E5%85%AC%E5%91%8A&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wNTM%3D?searchId=9a51d1f0b051402c8f9b5de747c9251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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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xMDAxNDYyNzY%3D?searchId=5ffe74e7734845f7af02822845afcc34&index=1&q=%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6%B9%96%E5%8D%97%E7%9C%81%E8%B5%84%E6%BA%90%E7%A8%8E%E5%AE%9E%E6%96%BD%E7%BB%86%E5%88%99%E3%80%8B%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yNDM%3D?searchId=32631b00e6054763b1722ff170bb0a80&index=1&q=%E3%80%8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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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AE%E6%94%B9%E3%80%88%E7%A8%8E%E5%8A%A1%E8%A7%84%E8%8C%83%E6%80%A7%E6%96%87%E4%BB%B6%E5%88%B6%E5%AE%9A%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3%80%89%E7%9A%84%E5%86%B3%E5%AE%9A%EF%BC%88%E5%BE%81%E6%B1%82%E6%84%8F%E8%A7%81%E7%A8%BF%EF%BC%89%E3%80%8B%E5%85%AC%E5%BC%80%E5%BE%81%E6%B1%82%E6%84%8F%E8%A7%81%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yNDY%3D?searchId=a8e71c7af3d5490e968153d65bfec1dd&index=1&q=%E4%B8%AD%E5%85%B1%E6%B5%B7%E5%8D%97%E7%9C%81%E5%A7%94%E5%8A%9E%E5%85%AC%E5%8E%85%E2%80%82%E6%B5%B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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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B7%E5%8D%97%E7%9C%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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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wMTQ1MzUxNzg%3D?searchId=47e64acab4ec4a30a27fb6bfd014cb0b&index=1&q=%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6%B5%B7%E5%8D%97%E7%9C%81%E2%80%9C%E5%8D%81%E5%9B%9B%E4%BA%94%E2%80%9D%E6%9C%9F%E9%97%B4%E4%BA%AB%E5%8F%97%E8%BF%9B%E5%8F%A3%E7%A8%8E%E6%94%B6%E6%94%BF%E7%AD%96%E7%A4%BE%E4%BC%9A%E7%A0%94%E5%8F%91%E6%9C%BA%E6%9E%84%E5%90%8D%E5%8D%95%E6%A0%B8%E5%AE%9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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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xMDAxNDYyMjI%3D?searchId=f91e159c7d1345ae8271aecd276c43b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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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BF%9B%E4%B8%80%E6%AD%A5%E8%90%BD%E5%AE%9E%E7%A0%94%E5%8F%91%E8%B4%B9%E7%94%A8%E5%8A%A0%E8%AE%A1%E6%89%A3%E9%99%A4%E6%94%BF%E7%AD%96%E6%9C%89%E5%85%B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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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xMDAxNDYyMjJfRW4%3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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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BF%9B%E4%B8%80%E6%AD%A5%E8%90%BD%E5%AE%9E%E7%A0%94%E5%8F%91%E8%B4%B9%E7%94%A8%E5%8A%A0%E8%AE%A1%E6%89%A3%E9%99%A4%E6%94%BF%E7%AD%96%E6%9C%89%E5%85%B3%E9%97%AE%E9%A2%98%E7%9A%84%E5%85%AC%E5%91%8A&module=tax-law&title=%3Cfont%20class%3D%22titleHL%22%3E%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5%85%B3%E4%BA%8E%E8%BF%9B%E4%B8%80%E6%AD%A5%E8%90%BD%E5%AE%9E%E7%A0%94%E5%8F%91%E8%B4%B9%E7%94%A8%E5%8A%A0%E8%AE%A1%E6%89%A3%E9%99%A4%E6%94%BF%E7%AD%96%E6%9C%89%E5%85%B3%E9%97%AE%E9%A2%98%E7%9A%84%E5%85%AC%E5%91%8A%3C%2Ffont%3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yMjJ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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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BF%9B%E4%B8%80%E6%AD%A5%E8%90%BD%E5%AE%9E%E7%A0%94%E5%8F%91%E8%B4%B9%E7%94%A8%E5%8A%A0%E8%AE%A1%E6%89%A3%E9%99%A4%E6%94%BF%E7%AD%96%E6%9C%89%E5%85%B3%E9%97%AE%E9%A2%98%E7%9A%84%E5%85%AC%E5%91%8A&module=tax-law&title=%3Cfont%20class%3D%22titleHL%22%3E%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5%85%B3%E4%BA%8E%E8%BF%9B%E4%B8%80%E6%AD%A5%E8%90%BD%E5%AE%9E%E7%A0%94%E5%8F%91%E8%B4%B9%E7%94%A8%E5%8A%A0%E8%AE%A1%E6%89%A3%E9%99%A4%E6%94%BF%E7%AD%96%E6%9C%89%E5%85%B3%E9%97%AE%E9%A2%98%E7%9A%84%E5%85%AC%E5%91%8A%3C%2Ffont%3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UwMTY%3D?module=&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yMjA%3D?searchId=9be4879b71f845348b590d7b90d06bd7&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9%99%95%E8%A5%B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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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99%95%E8%A5%BF%E7%9C%81%E7%A8%8E%E5%8A%A1%E7%B3%BB%E7%BB%9F%E9%87%8D%E5%A4%A7%E7%A8%8E%E5%8A%A1%E8%A1%8C%E6%94%BF%E5%A4%84%E7%BD%9A%E6%A1%88%E4%BB%B6%E5%AE%A1%E7%90%86%E6%A0%87%E5%87%86%E3%80%8B%E7%9A%84%E5%85%AC%E5%91%8A&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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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3 号] [2021.08.20 发布] [2021.10.01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关于发布《陕西省税务系统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审理标准》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公告 2021 年第 3 号 为了规范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工作，保障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 

查看更多>> 

专家锐评 

1.       逐条分析海关新企业信用管理办法 

[赵晶,祖家培]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2021.09.17] 

摘要： 9 月 13 日，海关总署发布第 251 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办

法》”），该部门规章将于今年 11 月 1 日正式实施。 新《办法》给作者如下整体印象： 1.最大... 

2. 契税：优惠延续与征收管理 

[王冬生] [北京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1.09.17] 

摘要： 随着契税法自 2021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有关契税的政策与征管问题，也相继明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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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29 号公告... 

3. 外资参与海南零售免税业务的机遇与挑战 

[周烽,周杰生] [君合律师事务所] [2021.09.16] 

摘要： 2018 年 4 月，在海南建省和兴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

意见》，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使命，即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此后... 

4. 大道之行也：从三次分配说起——共同富裕导向下的税制改革前瞻 

[叶永青,余悦,王一骁] [金杜律师事务所] [2021.09.16] 

摘要： 今年 8 月 17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一个月... 

5. 民商事合同中的税务法律风险防范：阴阳合同法税风险 

[陈松祥]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 [2021.09.15] 

摘要： 2018 年 5 月，崔永元的一条微博，让影视圈“阴阳合同”成为时下业内外关注的热点话题，国家税务总局高度重视，即责成

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2018 年 7 月 30 日，江苏警方介入知名演员范冰冰的“阴... 

6. 民商事合同中的税务风险防范：包税条款的法税风险 

[陈松祥]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 [2021.09.15] 

摘要： 企业和个人在经济交往中通常会比较重视涉税的刑事风险和行政风险，但是对民商事合同签订中的税务风险容易忽略，从而

引发纠纷，甚至最终导致交易中断，给一方或双方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那么，在合同签订和税务处理上... 

7. 前海扩围：深港合作再升级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news/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U1MjY%3D?searchId=668bd17f71604fddbd66e86819aaf514&index=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U1Mjc%3D?searchId=668bd17f71604fddbd66e86819aaf514&index=2&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UzMjY%3D?searchId=668bd17f71604fddbd66e86819aaf514&index=3&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UzOTE%3D?searchId=668bd17f71604fddbd66e86819aaf514&index=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UyNDg%3D?searchId=668bd17f71604fddbd66e86819aaf514&index=5&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UyNTI%3D?searchId=668bd17f71604fddbd66e86819aaf514&index=6&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U0MTQ%3D?searchId=668bd17f71604fddbd66e86819aaf514&index=7&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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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中国] [2021.09.15] 

摘要： 摘要 9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下称《方案》），共包

括五个部分 14 条规定。 《方案》明确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扩展至 120.56 平方公里，并从... 

8. 并购重组中债务承担问题的税收定性（五）——资产划转中附带负债划转的税收定性问题 

[赵国庆] [中汇税务师事务所] [2021.09.15] 

摘要： 对于资产划转中，如果附带负债一起划转，能否享受《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4〕109 号 ）关于股权、资产划转的特殊性税务处理呢？这个问题无论是财税... 

9. 首发 一体化发展 —— 跨境电商税收（四） 

[廖敏]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 [2021.09.14] 

摘要： 近几年，跨境电商交易不可逆地增长，借助信息技术，全球的物资、资金流转不断加快。另一方面，跨境交易的信息保护，

因一系列信息保护新规的颁布日益趋严，其将促进跨境电商有序地发展。 本文拟说明跨境电商交易中... 

10. 买方为卖方承担扣缴税款可否税前列支——再评“包税条款” 

[叶永青,余悦,兰孟,肖颖] [金杜律师事务所] [2021.09.14] 

摘要： 在商业安排中，基于合同谈判地位的差异以及其他商业考虑，买卖双方可能会在合同中约定价款为税后金额（或净额，即所

谓的“包税条款”），明确由买方承担卖方在交易中产生的税款。然而，在买方为卖方承担相应税款后... 

11. 优先权、代位权、撤销权、申请破产等四种特殊税款执行方式解读 

[品税阁] [2021.09.14] 

摘要： 申请行使代位权、申请行使撤销权、申请行使优先权、申请被执行人破产是在纳税人不主动履行情况下的四种特殊执行方

式。 一、申请行使代位权 代位权亦称“代位求偿权”。代位权是债权人代替债务人向债务人的债务... 

12. 特殊性重组中的标的公司必须是居民企业吗？ 

[姜新录] [2021.09.14] 

摘要： A 公司以持有的境外子公司股权对 B 公司进行出资，获得 B 公司的股权支付，能否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一种观点认为，由

于标的公司是境外公司，该业务属于跨境重组交易。根据财税〔2009〕59 号文的规定，涉及中... 

13. 并购重组中债务承担问题的税收定性(四)——资产收购中债务承担的税收定性问题 

[赵国庆] [中汇税务师事务所] [2021.09.13] 

摘要： 不同于股权收购中的债务承担问题，对于资产收购中的债务承担问题，在税收上的复杂程度就远远比股权收购大了。毫无疑

问，在资产收购中，债务的承担肯定属于非股权支付。但在很多资产收购交易中，有些负债是和资产紧密... 

14. 实锤！——海关申报价格≠货款损失金额 

[杨杰,姚欣] [汇业律师事务所] [2021.09.10] 

摘要： 在实践中，有部分出口企业出于各种原因在向海关申报出口货物价值时，存在低报货物价格的情况，即出口货物报关单的货

物价格与合同金额、商业发票价格不一致。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法院针对货物出运后，究竟是按照低报... 

15. OECD 发布报告肯定香港税收优惠政策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U0MzQ%3D?searchId=668bd17f71604fddbd66e86819aaf514&index=8&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UwMTA%3D?searchId=668bd17f71604fddbd66e86819aaf514&index=9&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UwNTM%3D?searchId=668bd17f71604fddbd66e86819aaf514&index=10&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U0Mzk%3D?searchId=668bd17f71604fddbd66e86819aaf514&index=1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U0NDI%3D?searchId=668bd17f71604fddbd66e86819aaf514&index=12&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Q5NDM%3D?searchId=668bd17f71604fddbd66e86819aaf514&index=13&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Q4OTM%3D?searchId=668bd17f71604fddbd66e86819aaf514&index=1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Q4MDk%3D?searchId=668bd17f71604fddbd66e86819aaf514&index=15&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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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Group 汇智集团] [2021.09.10] 

摘要： 8 月初，OECD 对外公布了关于《有害税收实践-同行审议结果》的报告。作为落实 BEPS 第五项行动计划的工作之一，FHTP

（有害税收实践论坛）于今年 4 月份的会议上更新了对 18 项税收优惠政策的评估结果，上述... 

16. 主动应对涉税问题，在破产重整中有何重要价值？ 

[陈映川]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2021.09.10] 

摘要： 引言 近几年，随着我国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的不断完善，企业选择以破产重整形式脱困重生的情形越来越多。由于现行破产法

相关法律体系与税法法律体系之间存在协调衔接上的不畅，使破产重整中相当一部分涉税问题的解决... 

查看更多>> 

实务案例 

1.       获取在建项目，股权转让方案优于资产转让方案？[2021.09.22 发布] 

摘要： 问题描述：PSG 房产公司有三个法人股东，注册资本 5000 万元。2020 年 7 月该公司资金困难，预将 2016 年 3 月 20 日开

工建造的一栋在建房产转让给 B 房产公司继续开发。已知 PSG 公司已投入开发成本 5000... 

2. 这笔房产出租业务，该如何进行涉税调整？[2021.09.21 发布] 

摘要： 2020 年初，某企业（一般纳税人）将自用办公楼出租，会计处理如下： 1 月 1 日，签订出租合同： 借：投资性房地产—成

本  4000000 累计折旧             100000 贷：固定... 

3. 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税会处理案例解析[2021.09.16 发布] 

摘要： 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日常工作中并不少见，账务处理及涉税处理较为复杂，以下为您详细分析，值得收藏。 会计处理 货币性

与非货币性资产 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就是以这些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设立新的企业，或者以非货... 

查看更多>> 

法院判例 

1.       张学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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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裁定书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辽 01 刑更 1854 号] [2021.09.02] 

摘要：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辽 01 刑更 1854 号 罪犯张学锋，男，1979 年 9 月 26 日出生，汉族，出生

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初中文化，现在辽宁省沈阳新入监犯监狱服刑。 辽宁省本溪... 

2.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南川区税务局与重庆贝华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裁定书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 [(2021)渝 0119 执 1820 号之一] [2021.09.02]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Q0NzQ%3D?searchId=668bd17f71604fddbd66e86819aaf514&index=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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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YxMDAwMDE4Nzc%3D?searchId=50cfa6ea9ea64453b5102902a3851f8b&index=1&q=%E8%82%A1%E6%9D%83&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4NzY%3D?searchId=50cfa6ea9ea64453b5102902a3851f8b&index=2&q=%E8%82%A1%E6%9D%83&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actice-case/detail/MkYxMDAwMDE4NzU%3D?searchId=50cfa6ea9ea64453b5102902a3851f8b&index=3&q=%E8%82%A1%E6%9D%83&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practice-case/list?tip=&fromType=qrcode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NDk3OTA2NzA%3D?searchId=dc8eced9ea074bd3a24f8f6fbced1c31&index=2&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zNDk5ODY0Nzg%3D?searchId=dc8eced9ea074bd3a24f8f6fbced1c31&index=1&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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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1）渝 0119 执 1820 号之一 申请执行人：国家税务总局

重庆市南川区税务局，住所地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南大街 80 号，统一社... 

查看更多>> 

行政处罚 

案件名称 江苏普联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违法 

[国家税务总局徐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徐税稽二罚[2021]61 号] [2021.09.14] 

违法事实 
（一）你单位接受徐州丰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开具的已证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 年 9 月 5 日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四份，发票代码 3200162130，发票号码 61683873～61683876，销方纳税人识别号

91320302MA1N4DH729，涉案发票金额 367549.87 元，税额 62483.49 元，价税合计 430033.36 元。根据

江苏税务数据情报管理平台—认证信息和企业账册信息反映你单位对上述 4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进行申报抵

扣。（二）通过你单位相关业务情况说明，检查组得知：由于建筑业务的特殊性，你单位在项目建设时，每个

项目设项目经理一名，项目经理负责整个工程项目施工管理。自己采购建材，因购买材料直接用于施工，均是

直接运送到工地，单位入帐时无入库凭证。该项目名称是中昂朗琴项目，项目经理为沙宏春，沙宏春自述称，

与你单位签订了购销合同，与销售方人员冯诗桥（电话 15950699381）对接材料采购事项，项目经理负责筹集

资金，以现金形式垫付，后公司再付给项目部。经检查人员核对资料，你单位进料时，挂其它应付款，后又以

银行存款的方式支付给了项目部。检查人员进行了申报表与财务报表比对分析，发现纳税人企业所得税核率征

收，企业财务报表与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严重不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申报收入 347589 元，经过查阅你单

位明细帐，工程结算收入 61183018.27 元,纳税人实际开票收入 61183608.98 元，相差 584.71 元，经核对

后，纳税人承认帐务处理错误，实际收入应为 61183608.98 元，并出具了情况说明。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你单位虚假纳税申报行为定性为偷税 

处罚结果 
对你单位处以所偷企业所得税税款百分之五十的罚款 608360.14 元（1216720.28*0.5）。 

  

案件名称 徐州市广联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其他违法 

[国家税务总局徐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徐税稽二罚[2021]60 号] [2021.09.14] 

违法事实 
你单位 2017 年 6 月接受徐州君义祥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4 份，发票代码：3200162130，发票

号码：59422383-59422386，金额：350397.77 元，税额：59567.62 元，价税合计：409965.39 元。该发票

与国家税务总局徐州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提供的虚开证明单上信息一致，经查询江苏税务风险管理平台，该 4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认证抵扣。检查组在对你单位上游业务的票流、资金流、货物流的检查中，根据明细账、

记账凭证发现该笔业务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现金来源为借款。2018 年 3 月，你单位对徐州君义祥贸易有限公

司开具的四张发票作了进项税额转出处理。此次检查中，你单位承认上述四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非法取得。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 

处罚结果 
对你单位采取非法手段获取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造成的少缴税款行为，定性为偷税，处少缴税款 0.5 倍的罚

款 34831.68*0.5=17415.8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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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wkinfo.com.cn/administrative-punishment/detail/MkUwNDAzNzMxMTc%3D?searchId=118ccdc06d2d49b38be69efd8c3b19fe&index=15&q=%E6%B1%9F%E8%8B%8F%E6%99%AE%E8%81%94%E5%BB%BA%E5%B7%A5%E9%9B%86%E5%9B%A2%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5%85%B6%E4%BB%96%E8%BF%9D%E6%B3%95&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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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科亮点 

1.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指南[CCH] [2021.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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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税法合规 | 小威课堂[CCH] [2021.09.14] 

摘要： 集法税资深律师、税务师等业内专家，与您一起探讨并击破实务难题。《税法合规丨小威课堂》发布法税领域线上/线下实务

研讨会的的报名入口、视频回放及文字资料，以供参考。 

⚫ 应对复杂国际税收征管的挑战暨《国际税收实务与典型案例分析》新书发布【可回看】 

经济全球化、数字化对国际税收体系的挑战日益严峻，中国的国际税收工作也处于转型升级中。面对复杂多变的政策环境，对于很多

财税工作者来说，如何运用国际税收理论、政策解决税收实务中的问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基于此，威科中国特别邀请了常年奋斗

在国际税收征管一线的古成林老师和他的朋友们做客威科中国直播间，他们将从实务应用角度为大家解读国际税收征管的三大挑战。 

主讲嘉宾： 

古成林 | 作者，国际税收实务专家 

张巧玲 | 立信会计出版社会计学出版中心主任，副编审 

王文星（Elton Wang）| 美国注册税务会计师、知名税法专家，公众号《税眼看世界》作者 

金永日 | 企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税务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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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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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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