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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税讯 

1. 江苏：两千亿条税收大数据、一千多个税收风险指标模型 精准有效实施纳税监管[2021.10.20] 

摘要： 10 月 19 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省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有关情况，对《实施方案》6

大类 32 项任务进行了现场解读并回答记者提问。 关于江苏省税务机关怎么去发现哪些纳税人存... 

2. 奥地利发布新的转让定价指南 [English][2021.10.20] 

摘要： 奥地利财政部近日更新转让定价指南。 本次指南是自 BEPS 行动计划结束、经合组织发布新转让定价指南以来，奥地利财政

部发布的最重磅的适用于跨国纳税人国际税收事务的指南。 该指南只有德语版本，内容包括：... 

3. 广东税局同步修订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2021.10.20] 

摘要： 10 月 19 日，广东省税务局就《广东省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 2021

年 11 月 18 日。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4. 辅助郑爽偷逃税款 张恒被上海税务部门处罚 3227 万元[2021.10.19] 

摘要： 上海市税务局网站 10 月 18 日消息，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就张恒在郑爽偷逃税案件中帮助其逃避履行纳税义务进行处

罚。 张恒作为郑爽参演《倩女幽魂》的经纪人，负责相关演艺合同签订、片酬商谈、合同拆分、催款... 

5. 经合组织发布报告 介绍国别报告及税收争议解决进展 [English][2021.10.19] 

摘要： 10 月 18 日，经合组织发布了一份关于各国执行国别报告最低标准的年度同行审查报告，以及对七个辖区执行 BEPS 第 14 项

行动计划—税收争议解决最低标准的国别同行审查报告。 BEPS 第 13 项行动计划—国别报... 

6. 新华社评张恒帮助偷逃税案：文娱业健康规范发展需加强行业自律[2021.10.19] 

摘要： 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对张恒在郑爽偷逃税案件中帮助其逃避履行纳税义务的违法行为处罚 3227 万元，新华社发表评论

称，对张恒处罚彰显法律公正权威，文娱业健康规范发展需加强行业自律。 近期，中央宣传部印发... 

7. 海南“十四五”贸易发展规划：推动制定自贸港进口征税目录[2021.10.19] 

摘要： 日前，海南省商务厅就《海南省“十四五”贸易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 2021 年 10 月 20 日。 

《规划》明确了发展目标，到 2025 年，完成从部分进口商品“零关税”向进口征税商品目... 

8. 丹麦拟放宽转让定价文档规则 [English][2021.10.18] 

摘要： 丹麦议会近日已提交立法，以放宽丹麦转让定价文档规则。 此前丹麦曾表示，将放宽国内实体间关联方交易的转让定价文档

准备规则。 早前，丹麦引入了国内及跨境交易转让定价文档规则，旨在确保丹麦的税收规则不会... 

9. 助力山西抗灾 官方出台企业抗洪救灾税收优惠政策汇集[202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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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对极端强降雨造成的洪涝灾害，山西省运城市税务局梳理有关抗洪救灾税收优惠政策，帮助企业用足用好政策“红利”。 

税收优惠政策汇集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土两税、征收管理等共十方面内容。其... 

10. 案例｜上市公司销售收入不记账不报税 被追缴 3 年税款并处以罚款[2021.10.18] 

摘要： 10 月 15 日，中山迪玛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补发公告称，公司收到税务处理决定书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公告显示，迪

玛科技 2021 年 9 月 22 日收到了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下发的税务... 

11. 经合组织报告：支持 G20 制定税收政策 [English][2021.10.15] 

摘要： 应二十国集团（G20）要求，经合组织近日发布了两份报告，内容涉及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及 COVID-19 疫情的税收和财政政

策。 10 月 13 日举行的 G20 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公开发布了这两份报告。 关... 

12. ATAF 就经合组织税收方案发表声明 [English][2021.10.14] 

摘要： 非洲税务管理论坛（ATAF）表示，对经合组织发布的有利于非洲国家的国际税改方案各项内容表示欢迎。不过，ATAF 也表

示该方案在阻止非洲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方面走得还不够远。 经合组织的双支柱... 

13. 北京成立跨区域税警联合办公室 开启 “税务+公安”协同共治新格局[2021.10.14] 

摘要： 10 月 9 日，北京跨区域税警联合办公室揭牌仪式在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举行。 此次成立跨区域联合办公

室，是北京市税警部门依托市级联络机制，统筹协调双方力量，建立的第一个跨区域稽查局与辖区公... 

14. 加拿大仍将颁布数字服务税法案 [English][2021.10.13] 

摘要： 加拿大政府近日表示，尽管国际上已就新的国际税收规则达成协议，但加拿大仍将继续推进数字服务税立法进程。 10 月 8

日，占全球 GDP90%以上的 136 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达成了一项新的国际税收框架，内容包括... 

15. 税务总局：今起开展第二批税收重点工作督查[2021.10.13] 

摘要： 广东省税务局网站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决定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至 22 日组织开展第二批税收重点工作督查，对吉林、上

海、浙江、湖北、广东、四川、云南、新疆、深圳、陕西等 10 个省（区、市）税务局开展实地督查... 

16. 经合组织详解“支柱二”税收改革方案 [English][2021.10.12] 

摘要： 经合组织在宣布 136 个国家已批准其双支柱税收方案的同时，还公布了更多关于“支柱二”的细节，即跨国企业的最低公司

税税负。 “支柱二”方案旨在通过引入全球最低公司税，税率为 15%，为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竞争... 

17. 案例｜首例网红补税案曝光 郑州追征一网红 600 多万元税款[2021.10.12] 

摘要： 据媒体报道，郑州市金水区税务局近日运用大数据实现信息系统自动提取数据，加大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税收征管力度，追征

一名网红的 662.44 万元税款收入国库。 前不久，在通过“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平台对汇缴欠税... 

18. 官方答复房地产网络司法拍卖税费负担相关问题[2021.10.12] 

摘要： 日前，深圳市税务局公布一批 2021 年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复文，其中对关于规范房地产网络司法拍卖税费负担的提案

进行答复。 深圳市税务局认为，《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税款所指的是纳税人的历史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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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厦门市出台多举措助力企业纾困减负 其中含 16 项涉税优惠[2021.10.11] 

摘要： 为落实《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助力企业纾困减负若干措施的通知》文件精神，强化税收支

持，厦门市税务局进一步梳理现行有效的纾困减负税费优惠政策措施，并制定配套办事指南。 《办事指... 

20. 专家案例解析若干企业所得税征管口径[2021.10.11] 

摘要： 中国税务杂志社近日发布文章，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专家通过案例，详细解读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7 号中明

确的企业所得税政策操作执行口径。 6 月 25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政策... 

21. 案例｜从事“票货分离”的销售业务虚开发票 厦门一企业被罚 50 万[2021.10.11] 

摘要： 据媒体近日报道，厦门一石化企业从事“票货分离”的销售业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多达 1027 份，被市税务局第一稽查

局依法处以罚款 50 万元。 据了解，厦门 L 石化公司因出现开票金额数倍高于日常而受到税务局稽... 

22. 各国同意 BEPS 2.0 计划 最低税率定为 15% [English][2021.10.11] 

摘要： 经合组织（OECD）近日宣布了一项国际协议，将自 2023 年起对大型跨国企业（MNEs）实行 15%的新最低公司税率。 该

项协议得到了 136 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的支持，占全球 GDP 的 90%以上，协议还将引... 

23. 欧盟将安圭拉、多米尼克和塞舌尔从税收黑名单中移除 [English][2021.10.09] 

摘要： 欧洲理事会已决定将安圭拉、多米尼克和塞舌尔从欧盟不合作税收管辖区黑名单中移除。 此前，这三个国家因不符合欧盟的

税收透明度标准均被列入黑名单，即没有被经合组织全球论坛认定为至少“基本符合”应要求交换涉... 

24. 国务院：针对煤电企业困难 实施阶段性税收缓缴政策 [English][2021.10.09] 

摘要： 10 月 8 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做好今冬明春电力和煤炭等供应。 针对今冬明春电力、煤炭供求

压力依然较大的情况，会议要求，支持煤电企业增加电力供应。针对煤电企业困难，实施阶段性税收... 

25. 经合组织：136 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达成国际税改协议[2021.10.09] 

摘要： 新华网报道，经合组织 10 月 8 日在巴黎宣布，136 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已同意进行国际税收制度改革，将从 2023 年起向大

型跨国企业征收至少 15%的企业税。 经合组织当天发表声明说，合计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9... 

26. 税务总局解答疫情防控期间反避税有关问题[2021.10.08] 

摘要： 9 月 30 日，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就疫情防控期间反避税有关问题进行了解答，共包括 5 个问题。 关于企业享受政府应

对疫情的援助政策是否影响关联交易价格调整的问题，税务总局表示，疫情期间，我国政府在房租、... 

27. 爱尔兰认可经合组织税收方案及 15%的公司税率 [English][2021.10.08] 

摘要： 爱尔兰已取消对经合组织国际税收方案的反对意见，不再坚持其 12.5%的公司税率。 爱尔兰政府近日已同意取消对经合组织

国际税改方案反对意见，以期达成一项协议，即世界上最大规模公司适用的最低税率应明确为 1... 

查看更多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5MTk%3D?searchId=f809f4c202084759882a2b7601d46b0d&index=30&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5Mjc%3D?searchId=f809f4c202084759882a2b7601d46b0d&index=3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5Mjk%3D?searchId=f809f4c202084759882a2b7601d46b0d&index=32&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5MTc%3D?searchId=f809f4c202084759882a2b7601d46b0d&index=33&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5MTg%3D?q=&module=tax-law&title=%E5%90%84%E5%9B%BD%E5%90%8C%E6%84%8FBEPS%202.0%E8%AE%A1%E5%88%92%20%20%E6%9C%80%E4%BD%8E%E7%A8%8E%E7%8E%87%E5%AE%9A%E4%B8%BA15%25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4NDU%3D?searchId=f809f4c202084759882a2b7601d46b0d&index=3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4NDY%3D?q=&module=tax-law&title=%E6%AC%A7%E7%9B%9F%E5%B0%86%E5%AE%89%E5%9C%AD%E6%8B%89%E3%80%81%E5%A4%9A%E7%B1%B3%E5%B0%BC%E5%85%8B%E5%92%8C%E5%A1%9E%E8%88%8C%E5%B0%94%E4%BB%8E%E7%A8%8E%E6%94%B6%E9%BB%91%E5%90%8D%E5%8D%95%E4%B8%AD%E7%A7%BB%E9%99%A4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4NDc%3D?searchId=f809f4c202084759882a2b7601d46b0d&index=35&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4NDg%3D?q=&module=tax-law&title=%E5%9B%BD%E5%8A%A1%E9%99%A2%EF%BC%9A%E9%92%88%E5%AF%B9%E7%85%A4%E7%94%B5%E4%BC%81%E4%B8%9A%E5%9B%B0%E9%9A%BE%20%E5%AE%9E%E6%96%BD%E9%98%B6%E6%AE%B5%E6%80%A7%E7%A8%8E%E6%94%B6%E7%BC%93%E7%BC%B4%E6%94%BF%E7%AD%96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4NTc%3D?searchId=f809f4c202084759882a2b7601d46b0d&index=38&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3NzU%3D?searchId=f809f4c202084759882a2b7601d46b0d&index=40&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3OTM%3D?searchId=f809f4c202084759882a2b7601d46b0d&index=4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ODE3OTQ%3D?q=&module=tax-law&title=%E7%88%B1%E5%B0%94%E5%85%B0%E8%AE%A4%E5%8F%AF%E7%BB%8F%E5%90%88%E7%BB%84%E7%BB%87%E7%A8%8E%E6%94%B6%E6%96%B9%E6%A1%88%E5%8F%8A15%25%E7%9A%84%E5%85%AC%E5%8F%B8%E7%A8%8E%E7%8E%87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news/list?tip=&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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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动态 

1. 关于拟撤销《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 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和《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

车型目录》车型名单的公示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1.10.18 发布] [2021.10.18 实施] 

摘要： 关于拟撤销《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 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和《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车型

名单的公示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节能 新能源车船享... 

2. 山西省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 

[中共山西省委员会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09.18 发布] [2021.09.18 实施] 

摘要： 山西省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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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方位推进山西高质... 

3. 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不动产司法拍卖涉税事项办理协作机制的通

知 

[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长税发〔2021〕41 号] [2021.10.12 发布] [2021.10.12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不动产司法拍卖涉税事项办理协作机制的通知 长税发

〔2021〕41 号 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各县市区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长沙市各级人民... 

4.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明确江苏省税务系统重大税务处理处罚案件标准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苏税函〔2021〕109 号] [2021.09.28 发布] [2021.09.28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明确江苏省税务系统重大税务处理处罚案件标准的通知 苏税函(2021)109 号 国家税务总局

各设区市及苏州工业园区、张家港保税区税务局，局内各单位： 为进一步贯... 

5.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中共云南省委员会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10.13 发布] [2021.10.13 实施] 

摘要：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的通知》精神，深入... 

6.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办发〔2021〕35 号] [2021.09.22 发布] [2021.09.22 实施] 

摘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21〕3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

部委、各直属机构： 纵深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7. 对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 1071 号建议的答复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2021.05.27 发布] [2021.05.27 实施]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4MTY%3D?searchId=3e4e3be6a0b74fa884b0b2c476e61b95&index=1&q=%E5%85%B3%E4%BA%8E%E6%8B%9F%E6%92%A4%E9%94%80%E3%80%8A%E4%BA%AB%E5%8F%97%E8%BD%A6%E8%88%B9%E7%A8%8E%E5%87%8F%E5%85%8D%E4%BC%98%E6%83%A0%E7%9A%84%E8%8A%82%E7%BA%A6%E8%83%BD%E6%BA%90%20%E4%BD%BF%E7%94%A8%E6%96%B0%E8%83%BD%E6%BA%90%E6%B1%BD%E8%BD%A6%E8%BD%A6%E5%9E%8B%E7%9B%AE%E5%BD%95%E3%80%8B%E5%92%8C%E3%80%8A%E5%85%8D%E5%BE%81%E8%BD%A6%E8%BE%86%E8%B4%AD%E7%BD%AE%E7%A8%8E%E7%9A%84%E6%96%B0%E8%83%BD%E6%BA%90%E6%B1%BD%E8%BD%A6%E8%BD%A6%E5%9E%8B&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4MTY%3D?searchId=3e4e3be6a0b74fa884b0b2c476e61b95&index=1&q=%E5%85%B3%E4%BA%8E%E6%8B%9F%E6%92%A4%E9%94%80%E3%80%8A%E4%BA%AB%E5%8F%97%E8%BD%A6%E8%88%B9%E7%A8%8E%E5%87%8F%E5%85%8D%E4%BC%98%E6%83%A0%E7%9A%84%E8%8A%82%E7%BA%A6%E8%83%BD%E6%BA%90%20%E4%BD%BF%E7%94%A8%E6%96%B0%E8%83%BD%E6%BA%90%E6%B1%BD%E8%BD%A6%E8%BD%A6%E5%9E%8B%E7%9B%AE%E5%BD%95%E3%80%8B%E5%92%8C%E3%80%8A%E5%85%8D%E5%BE%81%E8%BD%A6%E8%BE%86%E8%B4%AD%E7%BD%AE%E7%A8%8E%E7%9A%84%E6%96%B0%E8%83%BD%E6%BA%90%E6%B1%BD%E8%BD%A6%E8%BD%A6%E5%9E%8B&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1NTM0NTY%3D?searchId=1ff261417df847168d6ac80caae2ee68&index=1&q=%E5%B1%B1%E8%A5%B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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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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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xMDAxNDY3NTQ%3D?searchId=a77a71c13a604825b7f1051739b4ed58&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9%95%BF%E6%B2%99%E5%B8%82%E7%A8%8E%E5%8A%A1%E5%B1%80%20%E6%B9%96%E5%8D%97%E7%9C%81%E9%95%BF%E6%B2%99%E5%B8%82%E4%B8%AD%E7%BA%A7%E4%BA%BA%E6%B0%91%E6%B3%95%E9%99%A2%E5%85%B3%E4%BA%8E%E5%BB%BA%E7%AB%8B%E4%B8%8D%E5%8A%A8%E4%BA%A7%E5%8F%B8%E6%B3%95%E6%8B%8D%E5%8D%96%E6%B6%89%E7%A8%8E%E4%BA%8B%E9%A1%B9%E5%8A%9E%E7%90%86%E5%8D%8F%E4%BD%9C%E6%9C%BA%E5%88%B6%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3NTQ%3D?searchId=a77a71c13a604825b7f1051739b4ed58&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9%95%BF%E6%B2%99%E5%B8%82%E7%A8%8E%E5%8A%A1%E5%B1%80%20%E6%B9%96%E5%8D%97%E7%9C%81%E9%95%BF%E6%B2%99%E5%B8%82%E4%B8%AD%E7%BA%A7%E4%BA%BA%E6%B0%91%E6%B3%95%E9%99%A2%E5%85%B3%E4%BA%8E%E5%BB%BA%E7%AB%8B%E4%B8%8D%E5%8A%A8%E4%BA%A7%E5%8F%B8%E6%B3%95%E6%8B%8D%E5%8D%96%E6%B6%89%E7%A8%8E%E4%BA%8B%E9%A1%B9%E5%8A%9E%E7%90%86%E5%8D%8F%E4%BD%9C%E6%9C%BA%E5%88%B6%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1OTE3ODg%3D?searchId=5f96bbcf2ab84d42a9ac28d5829532f8&index=1&q=%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6%B1%9F%E8%8B%8F%E7%9C%81%E7%A8%8E%E5%8A%A1%E5%B1%80%E5%85%B3%E4%BA%8E%E6%98%8E%E7%A1%AE%E6%B1%9F%E8%8B%8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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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A4%84%E7%90%86%E5%A4%84%E7%BD%9A%E6%A1%88%E4%BB%B6%E6%A0%87%E5%87%86%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3MzA%3D?searchId=4cd19f01bc5345418a31b259e58e2df8&index=1&q=%E4%B8%AD%E5%85%B1%E4%BA%91%E5%8D%97%E7%9C%81%E5%A7%94%E5%8A%9E%E5%85%AC%E5%8E%85%20%E4%BA%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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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B0%E5%8F%91%E3%80%8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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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wMTQ1OTM5OTI%3D?searchId=be523ced6a2f481796e304847696bfce&index=1&q=%E5%9B%BD%E5%8A%A1%E9%99%A2%E5%8A%9E%E5%85%AC%E5%8E%85%E5%85%B3%E4%BA%8E%E8%BF%9B%E4%B8%80%E6%AD%A5%E6%94%AF%E6%8C%81%E5%A4%A7%E5%AD%A6%E7%94%9F%E5%88%9B%E6%96%B0%E5%88%9B%E4%B8%9A%E7%9A%84%E6%8C%87%E5%AF%BC%E6%84%8F%E8%A7%81&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2OTk%3D?searchId=a007a98ccfb6448aa64ed6dce4ece935&index=1&q=%E5%AF%B9%E6%B2%B3%E5%8C%97%E7%9C%81%E7%AC%AC%E5%8D%81%E4%B8%89%E5%B1%8A%E4%BA%BA%E6%B0%91%E4%BB%A3%E8%A1%A8%E5%A4%A7%E4%BC%9A%E7%AC%AC%E5%9B%9B%E6%AC%A1%E4%BC%9A%E8%AE%AE%E7%AC%AC1071%E5%8F%B7%E5%BB%BA%E8%AE%AE%E7%9A%84%E7%AD%94%E5%A4%8D&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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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 1071 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任志宏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律师行业

税收政策和会计处理规定配套完善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 

8. 海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公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免税购物失信惩戒若干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的通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09.30 发布] [2021.09.30 实施] 

摘要： 海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公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免税购物失信惩戒若干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充分发扬民主，

调动公民有序参与地方立法的积极性，经研究决定，将《海南自由贸易港免税购物失信惩戒若干... 

9. 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办公厅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北省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的

通知[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办公厅,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09.30 发布] [2021.09.30 实施] 

摘要： 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办公厅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北省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为深入推

进全省税务领域“放管服”改革，完善税务监管体系，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10. 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系列指引（2021 年版）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2021.09.30 发布] [2021.09.30 实施] 

摘要： 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系列指引（2021 年版）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联合广东省科学技术厅，统

筹聚合广州市税务局、珠海市税务局、汕头市税务局、佛山市税务局、惠州市税务局、东莞市... 

11. 河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关于支持灾后恢复重建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 

[河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河南省财政厅公告〔2021〕3 号] [2021.09.29 发布] [2021.09.29 实施] 

摘要： 河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关于支持灾后恢复重建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 河南省财政厅公告〔2021〕3 号   

为加快灾后重建，支持我省遭受洪涝灾害地区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经省政府同... 

1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涉税专业服务行业自律和行政监管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税总纳服函〔2021〕254 号] [2021.09.17 发布] [2021.09.17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涉税专业服务行业自律和行政监管的通知 税总纳服函〔202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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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内各单位：... 

13.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进口天然气增值税返还审核工作的通知 

[财政部] [财办预监〔2021〕40 号] [2021.09.30 发布] [2021.09.30 实施] 

摘要：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进口天然气增值税返还审核工作的通知 财办预监〔2021〕40 号 财政部各地监管局：   为确保今

冬明春能源保供，加快《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十四五”期间能源... 

1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采购网采购规则》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税总采购发〔2021〕61 号] [2021.09.26 发布] [2021.09.26 实施] 

摘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采购网采购规则》的通知 税总采购发〔20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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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 ... 

查看更多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2NDk%3D?searchId=ed147a857f9b478aa54deb2b8eca2f92&index=1&q=%E6%B5%B7%E5%8D%97%E7%9C%81%E4%BA%BA%E5%A4%A7%E6%B3%95%E5%88%B6%E5%A7%94%E5%91%98%E4%BC%9A%E5%85%B3%E4%BA%8E%E5%85%AC%E5%B8%83%E3%80%8A%E6%B5%B7%E5%8D%97%E8%87%AA%E7%94%B1%E8%B4%B8%E6%98%93%E6%B8%AF%E5%85%8D%E7%A8%8E%E8%B4%AD%E7%89%A9%E5%A4%B1%E4%BF%A1%E6%83%A9%E6%88%92%E8%8B%A5%E5%B9%B2%E8%A7%84%E5%AE%9A%EF%BC%88%E8%8D%89%E6%A1%88%EF%BC%89%E3%80%8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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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xMDAxNDY2NDM%3D?searchId=2e98dcee17434ef3a711320fe20e3315&index=1&q=%E4%B8%AD%E5%85%B1%E6%B9%96%E5%8C%97%E7%9C%81%E5%A7%94%E5%91%98%E4%BC%9A%E5%8A%9E%E5%85%AC%E5%8E%85%20%E6%B9%96%E5%8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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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B0%E5%8F%91%E3%80%8A%E6%B9%96%E5%8C%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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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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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xMDAxNDY2NDM%3D?searchId=2e98dcee17434ef3a711320fe20e3315&index=1&q=%E4%B8%AD%E5%85%B1%E6%B9%96%E5%8C%97%E7%9C%81%E5%A7%94%E5%91%98%E4%BC%9A%E5%8A%9E%E5%85%AC%E5%8E%85%20%E6%B9%96%E5%8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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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B0%E5%8F%91%E3%80%8A%E6%B9%96%E5%8C%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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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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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xMDAxNDY1NDI%3D?searchId=ed5aecc9a312428cbd200ea44fdfb88b&index=1&q=%E5%88%B6%E9%80%A0%E4%B8%9A%E4%BC%81%E4%B8%9A%E7%A0%94%E5%8F%91%E8%B4%B9%E7%94%A8%E5%8A%A0%E8%AE%A1%E6%89%A3%E9%99%A4%E7%A8%8E%E6%94%B6%E4%BC%98%E6%83%A0%E6%94%BF%E7%AD%96%E7%B3%BB%E5%88%97%E6%8C%87%E5%BC%95%EF%BC%882021%E5%B9%B4%E7%89%88%EF%BC%89&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Y1NDQ%3D?searchId=56116a62955c435eb6e8fab644cdd4f6&index=1&q=%E6%B2%B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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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B2%B3%E5%8D%97%E7%9C%81%E7%A8%8E%E5%8A%A1%E5%B1%80%E5%85%B3%E4%BA%8E%E6%94%AF%E6%8C%81%E7%81%BE%E5%90%8E%E6%81%A2%E5%A4%8D%E9%87%8D%E5%BB%BA%E6%9C%89%E5%85%B3%E7%A8%8E%E8%B4%B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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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wMTQ1NzUyMTE%3D?searchId=326c183f6b0a4926b20f996babed72b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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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8A%A0%E5%BC%BA%E6%B6%89%E7%A8%8E%E4%B8%93%E4%B8%9A%E6%9C%8D%E5%8A%A1%E8%A1%8C%E4%B8%9A%E8%87%AA%E5%BE%8B%E5%92%8C%E8%A1%8C%E6%94%BF%E7%9B%91%E7%AE%A1%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1NzUzNDM%3D?searchId=7184190c880944e6932242527322d381&index=1&q=%E8%B4%A2%E6%94%BF%E9%83%A8%E5%8A%9E%E5%85%AC%E5%8E%85%E5%85%B3%E4%BA%8E%E5%8A%A0%E5%BF%AB%E8%BF%9B%E5%8F%A3%E5%A4%A9%E7%84%B6%E6%B0%94%E5%A2%9E%E5%80%BC%E7%A8%8E%E8%BF%94%E8%BF%98%E5%AE%A1%E6%A0%B8%E5%B7%A5%E4%BD%9C%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Q1NzUyMTA%3D?searchId=ee5080ee51cd457c8fd1f1b6578a8d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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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B0%E5%8F%91%E3%80%8A%E7%A8%8E%E5%8A%A1%E9%87%87%E8%B4%AD%E7%BD%91%E9%87%87%E8%B4%AD%E8%A7%84%E5%88%99%E3%80%8B%E7%9A%84%E9%80%9A%E7%9F%A5&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m/tax-law/legislation/list?tip=&fromTyp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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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锐评 

1. 税务执法文书在涉税刑事案件中的证据属性探究 

[赵爽] [广和律师事务所] [2021.10.19] 

摘要： 涉税刑事案件一般是税务机关负责前期查处，待案件基本事实查清、符合一定的移送标准后，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进入刑事

侦查程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涉税刑事案件本身来自于税务机关稽查案源，即我国税务稽查机关负责对... 

2. 经纪人被罚 3227 万元 “网红主播”等高收入人群税务稽查趋势分析 

[全开明,臧怿]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021.10.19] 

摘要： 引言 张恒作为郑爽参演《倩女幽魂》期间的经纪人，其采取合同拆分、“掩护公司”设立等被认定为帮助郑爽逃避履行纳税

义务，被罚 3,227 万元。近期，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明确指出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 

3. 外贸出口平台假自营真代理就具有出口骗税原罪吗？ 

[王梦豪] [拓维律师事务所] [2021.10.18] 

摘要： 出口退税是国家针对报关出口货物退还国内各生产环节和流转环节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使得出口货物整体税负归零的制

度。 我国出口退税制度总结起来共有三种：一是生产企业/外贸企业自营出口退税；二是生产企业委... 

4. 破产程序中债权人的涉税权利保护及实操要点 

[陈映川,林秋璇]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021.10.18] 

摘要： 引言 近年来，税务问题已成为企业破产各相关方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我国破产重整的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与税收

法律、法规、政策的衔接不畅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复杂程度。作为债权人而言，其不仅需要减少自身不... 

5. 上市公司披露的个人所得税避税大法 

[姜新录] [2021.10.17] 

摘要： 今天浏览我和吴健等老师的合著《企业重组财税处理实务与案例》在京东图书财税书籍排行情况时，发现排行榜前 10 名中有

5 个是税收筹划类书籍，此类书籍的销售量都很高，而且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也涉足这个领域。莫名其... 

6. 土地出让中约定实物配建房移交如何缴纳契税仍需征管口径指导 

[赵国庆] [中汇税务师事务所] [2021.10.15] 

摘要： 近年来，各地在为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房地产宏观调控，控制土地出让的价格，在土地出让环节出台了很多限地价的措施，通

过“限地价、竞公配、竞自持”措施，在控制土地出让价格的基础上，变相提高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拿地成... 

7. 实务疑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税款流失应如何认定 

[王鹏,刘婧]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2021.10.13] 

摘要：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数额如何认定，是否需要以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为要件，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一

种观点认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为行为犯，无论是否造成国家税款流失，均应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8. 解读 136 个国家和地区、税收管辖区关于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双支柱方案的最新声明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kwMDU%3D?searchId=268567227e8c4db88e28aaf3e3458221&index=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kwNjc%3D?searchId=268567227e8c4db88e28aaf3e3458221&index=2&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g1NjQ%3D?searchId=268567227e8c4db88e28aaf3e3458221&index=3&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g5ODc%3D?searchId=268567227e8c4db88e28aaf3e3458221&index=4&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g3MzM%3D?searchId=268567227e8c4db88e28aaf3e3458221&index=5&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g3MTU%3D?searchId=268567227e8c4db88e28aaf3e3458221&index=6&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g5ODk%3D?searchId=268567227e8c4db88e28aaf3e3458221&index=7&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g0NjQ%3D?searchId=268567227e8c4db88e28aaf3e3458221&index=8&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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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中国] [2021.10.13] 

摘要： 摘要 2021 年 10 月 8 日，20 国集团与经合组织（G20/OECD）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包容性框架（以下简称

“BEPS 包容性框架”）发布《关于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双支柱方案的声明》1（以... 

9. 税务律师实务谈系列 | 电商行业涉税问题全解析：主播篇 

[张贞生]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税法团队] [2021.10.12] 

摘要： 国家对于网络主播的严格限制和查处，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不论是打击低俗直播内容，还是控制未成年人打赏，都显现出

了国家对于网络主播这一新兴职业的规范和治理的决心。 电商行业近几年的迅猛发展，也显现出巨大... 

10. 这三类合同是否属于印花税应税凭证？ 

[王冬生,曾春娟,张欣] [北京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1.10.11] 

摘要： 印花税是个小税种，一般税额不大，纳税人为避免被补税罚款，对拿不准是否应该纳税的合同，经常选择纳税。但某些合同

金额巨大，如果缴税，需要缴纳巨额的印花税，是否属于印花税应税凭证，就成为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11. 国际税改专题之二：最低税将终结避税天堂？ 

[董刚,段桃] [金杜律师事务所] [2021.10.11] 

摘要： 在上一篇文章《国际税改专题之一：支柱一将重塑国际税收规则？》中，我们对当前颇受关注的双支柱方案设计与最新进展

进行了介绍，分析了支柱一项下包括新的联结度规则、金额 A、金额 B、税收确定性与数字课税单边措施... 

12. 浅谈法拍中有效的税收征管方式——评刘志文、郑州鑫德亿实业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叶永青,马晓煜,冉蕾] [金杜律师事务所] [2021.10.11] 

摘要： 案情摘要 郑州鑫德亿实业有限公司（“鑫德亿公司”，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经司法拍卖程序

取得河南德亿娱乐有限公司名下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标的房产”）。为处理房产及土地过户事宜... 

13. 股权代持中不可忽视的法律和税务风险，你都了解吗？ 

[代丽丽] [星瀚律师事务所] [2021.10.09] 

摘要： 【裁判要旨】 仅凭向名义股东的汇款凭据无法确认股权代持关系、确认股东资格。资金往来性质存在多种可能性，委托投

资、共同投资、赠与、借款、还款等等，他人很难判断资金往来背后实际发生的事实及当事人之间的真... 

14. 一文了解“特殊性税务处理”在资产收购和股权收购中的运用 

[代丽丽] [星瀚律师事务所] [2021.10.09] 

摘要：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 号】（下称“59 号

文”），“企业重组”，是指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以外发生的法律结构或经济结构重大改变的交易，包... 

15. 浅析股权转让的多种形式及税务处理 

[李叶弦] [恒都律师事务所] [2021.10.09] 

摘要： 引  言 从股权转让的概念来看，股权转让是指公司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权进行处置，使他人成为公司股东的民事法律行为。 

除出售股权外，我国目前的股权转让还包括：公司回购股权；股权被司法或行政机关强制过户... 

16. 首发 模糊清晰的碳税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g5OTM%3D?searchId=268567227e8c4db88e28aaf3e3458221&index=9&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c2MDc%3D?searchId=268567227e8c4db88e28aaf3e3458221&index=10&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gwNjM%3D?searchId=268567227e8c4db88e28aaf3e3458221&index=11&q=&module=tax-law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xMzgxMDc%3D?searchId=268567227e8c4db88e28aaf3e3458221&index=12&q=&module=ta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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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廖敏]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 [2021.10.08] 

摘要： 全球温室气体正侵蚀人类生存环境，碳的治理需要世界成员共同努力，我国亦不例外。2021 年 2 月 1 日，我国《碳排放交易

权管理办法（试行）》（“碳排放交易权管理办法”）生效; 2021 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排放... 

17. 行政法与刑法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区分——虚开发票类刑事案件辩护系列之一 

[邓楚开] [浙江厚启律师事务所] [2021.10.08] 

摘要： 发票类犯罪，属于商事犯罪的一种。商事犯罪辩护要把视野放开，尤其需要有复合化的知识。因为商事犯罪行为，它包括两

个层面，首先商事行为是个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受到民商法的约束；其次，商事行为同时要受国家... 

18. 解读最新施行的债券通“南向通”对配套税收法规的需求 

[普华永道中国] [2021.10.08] 

摘要： 摘要 9 月 15 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开展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南向合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为“通知”），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南向合作（以下简称为“南向通”... 

19. 税务律师实务谈系列 | 人力资源行业虚开发票高发诱因解读 

[王明杰]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税法团队] [2021.10.07] 

摘要： 最近全国各地，很多人力资源公司、用工平台被曝出虚开发票被查，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联合青岛市

公安局市南分局展开收网行动，成功破获某控股管理有限公司虚开人力资源发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8... 

20. 新租赁准则：售后租回交易的财税处理 

[彭怀文] [2021.10.01] 

摘要： 售后租回交易，也是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租赁业务，在新租赁准则中单独用一章来规范。 税务上，对于属于融资性售后回租

交易也有单独的规定。 若企业（销售方兼承租方）将资产转让给其他企业（购买方兼出租方）... 

查看更多 

法院判例 

1. 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他首次执行执行裁定书 

[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 [(2021)辽 0381 执 1347 号] [2021.09.29] 

摘要： 海城市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1）辽 0381 执 1347 号 申请执行人：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住所地辽宁省海城市

兴海大街 181 号。 法定代表人：刘焕军。 被执行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2. 温昌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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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赣州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2021)赣 07 刑更 690 号] [2021.09.30] 

摘要： 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赣 07 刑更 690 号 罪犯温昌珍，男，1984 年 8 月 12 日出生，汉族，江

西省石城县人，初中文化。现在江西省赣州监狱服刑。 江西省石城县人民法院于 2018... 

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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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案件名称 江苏集众传媒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常税稽二罚〔2021〕102 号] [2021.10.08] 

违法事实 江苏集众传媒有限公司-发票违法。你单位 2017 年向黄意个人购买宣传和软件服务，取得黄意提供

的上海戎山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 1 份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3100171320，发票号码：

07201016，金额：279841.51 元，税额：158.49 元，价税合计 280000 元；取得黄意提供的上海

寿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 1 份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3100171320，发票号码：

09276895，金额：399773.58 元，税额：226.42 元，价税合计 400000 元。 款项以现金支付给黄

意。你单位与上述两家公司无业务往来。上述 2 份增值税普通发票已被证实为虚开发票。上述 2 份

发票已在 2017 年度入账并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680000 元。 至本次检查为止，上述发票相应的

金额未调增发票入账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你单位放弃换开发票，愿意按照规定进行纳

税调整。 

处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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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规定 

处罚结果 对你单位处 50000 元的罚款。 

 

案件名称 金华麦克森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涉嫌其他违法案 [金华市税务局] [金税稽一罚〔2021〕53 号] [2021.10.12] 

违法事实 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未按照规定设置和保管账簿或保管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 

处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9 号）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9 号）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

规定。 

处罚结果 作出如下税务行政处罚决定：1、对追缴的增值税 1787777.69 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125144.43 元、

企业所得税 337532.88（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处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计 1350273 元。2、对

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账簿或者保管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的行为处以 2000 元罚款。 

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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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科亮点 

1. 税务风险多维解析与合规策略指引——案件分析篇 [陈沈峰] [2021.10.13] 

摘要： 税务合规应该是兼顾税务筹划和税务风险管理，当税务筹划的目标实现可能对纳税人产生涉税风险时，则这种涉税风险的影

响应被限制在尽可能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二者有适当的比例。本专题中，国枫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沈峰律师对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税务

合规、利害关系人提起税务行政复议合规、刑事控告的税务考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2. 财经要闻月度报告 [财研小分队] [202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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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份月报已发布，欢迎点击查看。 

3. 税务风险多维解析与合规策略指引——行业篇 [陈沈峰] [2021.10.13] 

摘要： 税务合规应该是兼顾税务筹划和税务风险管理，当税务筹划的目标实现可能对纳税人产生涉税风险时，则这种涉税风险的影

响应被限制在尽可能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二者有适当的比例。本专题中，国枫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沈峰律师对医药、大宗物流、建

筑、供应链金融、直播、影视、保险、律师事务所九大行业存在的税务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提供了有益的合规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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