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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规

1.《国际税收评论》官网刊文点赞中国税务

2.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有这些“硬核”实招

3.王军：深入落实落细“四力”要求 全面有序推进税收工作 进

一步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税务要闻

1.申报核查牵出“买壳”虚开窝案

案例分享





为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减轻研发机构研发成本，落实《财政部 商务部 税

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研发机构采购设备增值税政策的公告》（以下简称91号公告）规

定，税务总局出台《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

《办法》确定了研发机构和国产设备的具体范围、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备案方

法、备案的变更和撤回等以下内容。

研发机构和国产设备的具体范围：按照91号公告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四条的规定

执行。

首次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备案所需材料：1、符合91号公告第一条、第二条规

定的研发机构资质证明资料。2、内容填写真实、完整的《出口退（免）税备案表》。

该备案表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退（免）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2018年第16

号)发布。其中，“企业类型”选择“其他单位”；“出口退（免）税管理类型”依

据资质证明材料填写“内资研发机构（简写：内资机构）”或“外资研发中心（简写：

外资中心）”；其他栏次按填表说明填写。3、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备案的变更和撤回：1、变更。已办理备案的研发机构，

《出口退（免）税备案表》中内容发生变更的，须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持相关资料

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变更。2、撤回。研发机构发生解散、破产、撤销以及其他

依法应终止采购国产设备退税事项的，应持相关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撤回。

主管税务机关应按规定结清退税款后，办理备案撤回。外资研发中心在退税资格复审

前，因自身条件发生变化，已不符合研发机构的条件，应自条件变化之日起30日内办

理退税备案撤回。

1 关于发布《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管理办法》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发布《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管理办法》的公告

文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6号

发布时间： 2020/03/11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6680/content.html


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申报期限：采购国产设备之日（以发票开具日期

为准）次月1日起至次年4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2019年研发机构采购国

产设备退税申报期限延长至2020年8月31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

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所需材料：1、《购进自用货物退税申报表》。该表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的公告》

（2012年第24号）发布。填写该表时，应在备注栏填写“科技开发、科学研究、教

学设备”。2、采购国产设备合同。3、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开具时间为2019年1

月1日至本办法发布之日前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含增值税普通发票中的卷票，下

同）。4、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已退税的国产设备转移或移作他用如何处理：已办理增值税退税的国产设备，

自增值税发票开具之日起3年内，设备所有权转移或移作他用的，研发机构须按照

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补缴已退税款。补缴已退税款按以下方法计算：

应补缴税款＝增值税发票上注明的税额×（设备折余价值÷设备原值）

设备折余价值＝增值税发票上注明的金额-累计已提折旧

累计已提折旧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计算。

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其他相关规定：1、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的应退税额，

为增值税发票上注明的税额。2、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已用于进项税额抵扣的，不得申报退税；已用于退税的，不得用于进项税额抵扣。

3、主管税务机关应建立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情况台账，记录国产设备的型

号、发票开具时间、价格、已退税额等情况。

《办法》施行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以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日

期为准。



就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有关事项，财政部 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提高部分产品

出口退税率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确定将瓷制卫生器具等1084项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至13%；将植物生长

调节剂等380项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至9%。具体产品清单见附件。

《公告》自2020年3月20日起实施。本公告所列货物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以出口

货物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界定。

2 关于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公告

文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5号

发布时间： 2020/03/17 生效日期： 2020/03/20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6338/content.html


为进一步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继续实施物流企业

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规定了优惠政策实施期限、物流企业和大宗商品仓储设施范围等内容。

《公告》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对物流企业自有（包括自

用和出租）或承租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50%

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其中物流企业是指至少从事仓储或运输一种经营业务，为工农业生产、流通、进

出口和居民生活提供仓储、配送等第三方物流服务，实行独立核算、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并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为物流、仓储或运输的专业物流企业。

其中大宗商品仓储设施是指同一仓储设施占地面积在6000平方米及以上，且主要

储存粮食、棉花、油料、糖料、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品、化肥、农药、种子、饲

料等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煤炭、焦炭、矿砂、非金属矿产品、原油、成品油、化

工原料、木材、橡胶、纸浆及纸制品、钢材、水泥、有色金属、建材、塑料、纺织原

料等矿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仓储设施。

其中仓储设施用地，包括仓库库区内的各类仓房（含配送中心）、油罐（池）、

货场、晒场（堆场）、罩棚等储存设施和铁路专用线、码头、道路、装卸搬运区域等

物流作业配套设施的用地。

《公告》规定物流企业的办公、生活区用地及其他非直接用于大宗商品仓储的土

地，不属于本公告规定的减税范围；企业享受《公告》的减税政策，应按规定进行减

免税申报，并将不动产权属证明、土地用途证明、租赁协议等资料留存备查。

3 关于继续实施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优
惠政策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继续实施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文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6号

发布时间： 2020/03/13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6877/content.html


为进一步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加大援企稳岗力度，纾解企业困难，国家

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延长2019年度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申报期限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

《通知》决定延长2019年度代扣代缴、代收代缴和委托代征税款手续费申报期限，

由2020年3月30日延长至5月30日。

4 关于延长2019年度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申报期限的通知

文件名： 关于延长2019年度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申报期限的通知

文号： 税总函〔2020〕43号

发布时间： 2020/03/13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6328/content.html


国家税务总局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公告》

（2020年第15号）有关出口退税率调整的规定，制了2020B版出口退税率文库（以下

简称“文库”），并发布《关于发布出口退税率文库2020B版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通知》明确文库放置在国家税务总局可控FTP系统“程序发布”目录下，各地

及时下载，并在出口退税审核系统进行文库升级，并应及时将文库发放给出口企业。

《通知》明确各地要严格执行出口退税率，严禁擅自改变出口退税率。

5 关于发布出口退税率文库2020B版的通知

文件名： 关于发布出口退税率文库2020B版的通知

文号： 税总函〔2020〕44号

发布时间： 2020/03/17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6342/content.html


为推进物流业降本增效、进一步提升收费公路服务水平，交通运输部、国家税务

总局发布《关于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开具等有关事项的公告》（以下

简称《公告》）。

《公告》明确通行费电子发票编码规则、开具对象、开具流程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通行费电子发票编码规则：通行费电子发票的发票代码为12位，编码规则：第1

位为0，第2—5位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第6—7位代表年度，第8—

10位代表批次，第11—12位为12。发票号码为8位，按年度、分批次编制。

通行费电子发票开具对象：办理ETC卡的客户。未办理ETC卡的客户，仍按原有

方式交纳通行费和索取票据。

通行费电子发票开具流程：发票服务平台账户注册—绑定ETC卡—发票开具。

通行费电子发票开具规定如下：

1、通行费电子发票样式分为两种：左上角标识“通行费”字样，且税率栏次显

示适用税率或征收率的通行费电子发票（以下称征税发票）。左上角无“通行费”字

样，且税率栏次显示“不征税”的通行费电子发票（以下称不征税发票）。

2、ETC后付费客户索取发票的，通过经营性收费公路的部分，在发票服务平台取

得由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开具的征税发票；通过政府还贷性收费公路的部分，在发

票服务平台取得暂由ETC客户服务机构开具的不征税发票。ETC预付费客户可以自行

选择在充值后索取发票或者实际发生通行费用后索取发票。

6 关于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开具等有关事项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开具等有关事项的公告

文号： 交通运输部公告2020年第17号

发布时间： 2020/03/10 生效日期： 2020/04/01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6810/content.html


在充值后索取发票的，在发票服务平台取得由ETC客户服务机构全额开具的不

征税发票，实际发生通行费用后，ETC客户服务机构和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均不

再向其开具发票。

客户在充值后未索取不征税发票，在实际发生通行费用后索取发票的，通过经

营性收费公路的部分，在发票服务平台取得由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开具的征税发

票；通过政府还贷性收费公路的部分，在发票服务平台取得暂由ETC客户服务机构

开具的不征税发票。

3、客户使用ETC卡通行收费公路并交纳通行费的，可以在实际发生通行费用

后第10个自然日起，登录发票服务平台，选择相应通行记录取得通行费电子发票；

客户可以在充值后实时登录发票服务平台，选择相应充值记录取得通行费电子发票。

《通知》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抵扣的通行费电子发票进项税额，在纳税

申报时应当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中

“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栏次中。

《公告》自2020年4月1日起施行。





近日，全球国际税收界最具影响力的杂志《国际税收评论》（International Tax

Review）官网刊发文章，赞赏中国税务部门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举措，肯定在全球面临疫情挑战下的中国税务方案。

文章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税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和

中国政府的决策部署，结合税收工作实际，提出了优惠政策落实要给力、“非接触式

”办税要添力、数据服务大局要尽力、疫情防控工作要加力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有

力举措，为抗击疫情、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文章介绍，为支持抗击疫情和鼓励复工复产，中国政府先后分批有针对性地推

出20项税费优惠政策，涉及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多个税种

，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等多个费种。这些政策指向明确、各有侧重，从支持防护

救治、支持物资供应、鼓励公益捐赠、支持复工复产4个方面，有效助力疫情防控工

作，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帮扶市场主体渡过难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文章重点介绍，为让纳税人、缴费人及时享受国家政策的支持，在优惠政策落

实方面，中国税务部门及时进行宣传辅导，第一时间向纳税人、缴费人推送政策，

为税务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及时制发操作指引，在每一项政策出台以后快速制定征

管操作办法；及时调整信息系统，确保政策一出台，信息系统就能够顺畅对接；及

时强化督导考核，确保该减的减到位、该免的免到位、该缓的缓到位，各项政策落

到实处、见到实效。文章认为，伴随税费优惠政策的逐步落地，其对于助力疫情防

控、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

1 《国际税收评论》官网刊文点赞中国税务

来源：中国税务报



文章高度评价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税务部门积极推行“非接触式”服务，最大限

度减少人员聚集，方便纳税人、缴费人安全便捷办税缴费的举措。文章特别介绍了

“四步走”措施，即：第一步“延时办”，先后延长2月、3月纳税申报期限；第二步“网

上办”，公布185项网上办税缴费事项清单，引导纳税人、缴费人“网上办、自助办”

；第三步“线上办”，通过12366纳税服务热线、微信等渠道解答个性化问题和需求

；第四步“预约办”，对确需到现场办理的业务，在做好办税服务厅等场所的消毒、

保洁工作，营造安全办税环境的同时，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预约服务，错期错峰

安排，确保办得安心放心、快捷高效。

文章强调，中国税务部门提出了疫情防控期间一系列出口退税便利化措施，切

实减轻企业办税负担，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助力抗击疫情和外贸稳定发展。比如，

推行“非接触式”申报、“非接触式”反馈等，进一步便利出口企业申请；推行“非接触

式”审核、“非接触式”调查评估，开展实地核查“容缺办理”，进一步加快出口退税审

核；推行无纸化退税申报，推广便利化服务措施，将正常退税业务的平均办理时间

在2019年的基础上提速20%，进一步提速出口退税时间等。

文章还指出，中国税务部门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最大程度保障税务人员身体

健康方面采取了最严格的措施，并且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特别是增值税发票数据

作用，为企业恢复生产经营和各级政府科学决策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强有力措施，有效抑制了疫情蔓延。”文章援引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税收政策与管理中心主任帕斯卡的评价表示，“经合组织对中国政府

为抗击疫情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特别是中国税务部门积极发挥职能作用，迅速高

效落实一系列支持疫情防控的税费优惠政策，用实际举措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令人

印象深刻。”



“梳理发布185个网上办税缴费事项清单，大力推行‘预约办、引导办、容缺办’，

发布优惠政策指引，强化落实纳税服务投诉管理机制，推进纳税信用体系建设……”日

前，在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讲堂”第五讲上，纳税服务司副司长韩国荣为广大纳税人、

缴费人详细介绍了近期税务部门为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出的税费服务措施

。

据韩国荣介绍，今年是税务部门连续第7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今年的春风

行动以“战疫情 促发展 服务全面小康”为主题，从支持疫情防控帮扶企业纾困解难、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等4个方面推出了24项76

条措施。

这些措施将支持抗击疫情与促进企业发展相结合，将增进办税便利与优化营商环

境相结合，将回应社会关切与服务国家大局相结合，以一系列实招硬招增进便利、服

务发展。比如，进一步拓展网上办税缴费事项范围，实现纳税人90%以上主要涉税服

务事项网上办理。扩大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范围，将全国正常出口退税的平均办理时

间在2019年10个工作日基础上再提速20%。推行新办企业涉税事项集成办理，实现企

业开办涉税事项一套资料、一窗受理、一次提交、一次办结等。

在“税务讲堂”公开课上，韩国荣还围绕办税缴费哪里去、优惠政策如何晓、正当

权益如何享、纳税信用有何用等，向纳税人、缴费人开展了详细解读。

——大力推进“非接触式”办税。税务部门前期发布185项网上办税缴费事项清单，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邮寄获取发票等实物类单证，通过“网上办、自助办、邮寄送、线上

答”等方式，方便纳税人、缴费人在减少人群聚集的情况下办税缴费。对确需到现场办

理的税费业务，大力推行“预约办、引导办、容缺办”等方式，控制分流人群，严格按

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保障办税服务场所的安全，确保纳税人、缴费人快捷办理税费。

韩国荣表示，“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不仅仅限于疫情防控期间，在疫情防控措

施解除后，税务部门仍将再巩固、再完善、再提升，推出更多实招硬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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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推送优惠政策。韩国荣介绍，税务总局通过“出指引、强解读、广宣传

”等方式，向纳税人、缴费人精准推送相关税费优惠政策。及时梳理各项支持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税费优惠政策及相关征管服务措施，对各项政策的适用主体、优

惠内容、操作流程进行“全景式”介绍。通过系列在线访谈和《防控疫情税收优惠政

策热点问答》等形式加强政策解读，并通过电子税务局、门户网站、“两微一端”、

12366平台等渠道进行推广。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还开通了“小微企业服务专线”等宣

传小微企业优惠政策专门渠道，集成优惠政策解读和服务措施。

——保护纳税人缴费人正当权益。纳税人、缴费人可通过电子税务局、办税服

务厅、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对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纳税服务职责过程中

未提供规范文明的纳税服务或者有其他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情形进行投诉。“税务部

门将按照《纳税服务投诉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处理解决，并建立疑难问题快速解

决机制，确保投诉100%按时办结。”韩国荣表示。

——加强纳税信用体系建设。税务总局通过“年评价、奖守信、惩失信”等方式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加强纳税信用体系管理，发布纳税信用级别评价，并

对诚信纳税人实行联合激励，对失信纳税人实行严格管理。同时，进一步深化“银

税互动”，助力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据悉，今年税务总局将能够申请“银税互动”

贷款的企业范围由原先的纳税信用A级、B级企业拓展至M级企业，使得纳入“银税

互动”范围的企业数量扩大一倍。

据了解，“税务讲堂”公开课是税务系统扎实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具体举

措之一，旨在帮助纳税人和缴费人准确掌握、及时享受各项税费优惠政策。



3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军主持召开全国税务系统视频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动员广大税务干部职工进一步振奋精神、鼓足干劲，在继续聚焦优惠

政策落实要给力、“非接触式”办税要添力、数据服务大局要尽力、疫情防控要加

力的“四力”要求同时，积极稳妥、全面有序推进各项税收工作，奋力夺取疫情防

控最终胜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王军指出，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发表系列重要

讲话，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指明了

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税务系统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坚决贯彻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

步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不放松，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形势发生逆

转，进一步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不放松，为确保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作出更大贡献。

王军强调，近一个时期，全国税务系统紧紧围绕“四力”要求，坚持党建引领，

分批积极参与税费优惠政策制定并狠抓落实，分步优化“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

举措，分层深化数据分析服务大局，分段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在确保4批共20

项税费优惠政策顺利落地的同时，分3批出台54项为纳税人、缴费人增便利、享红

利的措施，并围绕从宏观层面为决策服务、从中观层面为地方服务、从微观层面为

企业服务，总局、省局、市局、县局四级联动，运用税收数据深入开展分析，支持

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稳定运行。广大税务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在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彰显担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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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进一步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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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要求，各级税务机关要准确把握当前形势，深入落实落细“四力”要求，进

一步担好支持疫情防控、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新任务，全面有序推进年初确定的各

项税收工作，用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精气神，把因疫情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要继续加强党建引领，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做好各项工作提供根本保证。

要在优惠政策落实上再下功夫，确保纳税人、缴费人无论是否申报、无论是否复工

复产都能全面知晓政策、充分享受应该享受的政策。要在“非接触式”办税上再下功

夫，稳步拓展网上办税事项范围，进一步深化税务领域“放管服”改革和优化税收营

商环境。要在数据服务大局上再下功夫，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国内外经济动态分

析，更好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运行秩序加快恢复。要在疫情防控工作上再下功

夫，更加注重防范境外疫情输入风险，压紧压实防控责任，坚决巩固疫情防控持续

向好的形势。

王军强调，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各级税务机关

要扎实做好服务脱贫攻坚工作，深入落实好支持脱贫攻坚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切

实保障如期高质量完成定点扶贫任务。要在进一步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牢

牢守住坚决不收“过头税费”的底线，严厉打击没有实际经营业务只为虚开发票的“假

企业”、没有实际出口只为骗取退税的“假出口”以及没有具备条件只为骗取疫情防控

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的“假申报”行为，切实维护国家税收安全。要一以贯之加强税

务干部队伍建设，完善绩效管理，激发越是大战越要一往无前、越是大考越要一鼓

作气的昂扬斗志，促进各项工作落实落细、提质增效，让中国税务精神在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中夺目绽放。

税务总局领导，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总局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总局机关

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及所属

市、县、分局，驻各地特派办、税务干部学院领导班子和相关负责同志在当地分会

场参加会议。





申报核查牵出“买壳”虚开窝案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查处一起违法人员“批量”购买

“空壳公司”后暴力虚开发票案件。针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该局依法对犯罪嫌疑人

秦某操纵的5家企业分别作出罚款50万元的处罚决定，并依法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

同时向受票企业所在地区税务机关发出已证实虚开通知函，目前已挽回税款损失500

多万元。

不久前，管理预警系统中一条“厦门L科技公司申报信息异常，涉嫌虚开发票，

建议移送稽查核查”的风控部门移交信息，引起了厦门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人

员的注意。经过案头分析，该局检查人员认为该公司具有虚开增值税发票违法嫌疑，

随即对其立案调查。

按照L科技公司税务登记注册地址，检查人员对其进行了突击检查，却发现该地

址系厦门M财务咨询公司的办公地址。经核查发现，M财务咨询公司法定代表人陈

某就是L科技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一个财务咨询公司的负责人为何还曾担任过一个

业务毫不相干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检查人员觉得事有蹊跷，于是迅速通过征管系

统进行了关联查询。

查询结果让检查人员吃了一惊：陈某和其弟陈某某为股东或法定代表人的企业

竟曾有90户之多。检查人员立即约谈了陈某和陈某某，并对二人进行了税法宣传。

陈某和陈某某在约谈中承认，注册多家公司是为了“业务”需要，只要有买家有购

买企业开展经营的意向，两人就将企业转让给他人并收取转让费牟利。L科技公司是

“打包”转让给一个名为秦某的人员的5家企业中的一家。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结合L科技公司的状态，检查人员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暴力虚

开的窝案，秦某具有批量收购“空壳公司”，虚开违法重大嫌疑。这类违法分子通

常一次性购置大量企业，在短期内对外大量虚开发票，随后走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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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进行的针对5家涉案企业的定向核查验证了检查人员的判断：企业均是虚

假注册地址；银行账号无任何资金往来记录；企业均短期大量对外开具发票后失联

。为完善证据链，检查人员选择部分下游受票企业进行了重点调查，证实受票企业

从未与涉案企业发生真实购销业务。因重要违法嫌疑人秦某已失联，在依法对涉案

企业作出处罚决定后，厦门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查处。

为了防范类似“空壳公司”虚开违法行为发生，厦门市税务机关对陈某注册的其

他企业进行了梳理：除26户非正常企业外，将其余64户目前仍在正常申报的企业纳

入重点风险监控范围，并加强了对类似情况企业的排查和税收监控管理工作。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违法团伙设立“空壳公司”虚构购销业务，对外大肆虚开发票

案件。

案例中，陈某和其弟陈某某为股东或法定代表人的企业有90户之多，均用来转让

给有业务经营需要的买家并从中收取转让费。秦某是众多买家中的一个，他在批量

收购“空壳公司”之后大量虚开发票，受票企业在明知没有真实业务发生的情况下抵扣

增值税进项税额，造成国家税款流失。

“空壳企业”、“暴力虚开”、“走逃失联”是当前虚开案件主要呈现出来的特点。许

多企业往往认为企业注销后就万事大吉，不再承担责任，事实并非如此。《税收征

管法》第五十二款规定：第五十二条 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

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

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

年。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

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

至于受票企业，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8号《关于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管理

等有关事项的公告》第三款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凭证范围的，分情况

做出相应规定，如尚未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暂不允许抵扣；已经申报抵扣

增值税进项税额的，除另有规定外，一律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等。

案例中秦某已经失联，抽查的部分受票企业均未与秦某购买的空壳公司发生真实

的购销业务。因此，秦某和受票企业都要为自己违法经营、偷逃税款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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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联系人：沈璟（税务高级经理）

电话：186 1187 6909、010-5967 5833
传真：010-6554 7190

邮编：100027
邮箱：shinewing_tax@shinewing.com

网址：www.shinewing.com

北京总部联络

分支机构联络

信永中和（成都）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88号中航国际广场B座8层
业务联系人：余君（总监）
电话： 185 8252 1228、028-6299 1888-8501
业务联系人：伍智（高级经理）
电话：136 8819 0618

业务联系人：张亚旭（高级经理）
电话：153 8811 9113

杭州信永中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杭州市上城区望江国际中心4幢7层
业务联系人：章建良（税务高级经理）
电话：185 0581 0080

传真：0571-2689 7636
邮编：310008

济南信永中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1001号 中国人寿大厦17楼
业务联系人：高峰（合伙人）郑佳（税务高级经理）
电话：高峰 186 6375 6687 郑佳 158 0660 7887
传真：0531-8925 9099 
邮编：250011

云南信永中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西路315号云投财富商业广场B2幢20层
业务联系人：时丽红（合伙人）
电话：186 8761 7899、0871-6815 9946
传真：0871-6364 6916 邮编：650118



信永中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分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78号升龙广场3号楼A座28层
业务联系人：阎雪生（合伙人）
电话：176 3000 8935、0371-6688 3777

传真：0371-6187 7011    邮编：450046

信永中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联合广场A座10层
业务联系人：李广旭（合伙人）
电话：135 0280 2964、0755-8290 0836

业务联系人：杨晶瑾（合伙人）
电话：136 6257 1529

业务联系人：王花妮（税务经理）
电话：186 1709 9670、0755-8290 0800转360

传真：0755-8290 0815    邮编：518033

信永中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分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路589号开福万达广场写字楼C1栋26楼
业务联系人：陈浩智（税务高级经理）
电话：138 7313 1550

传真：0731-8828 5567    邮编：410005

信永中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北部新区经开园金渝大道99号汽博大厦26楼
业务联系人：雷敏（税务高级经理）
电话：137 0832 7259

传真：023-8911 2599    邮编：401122

信永中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分公司
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65号 汇金中心37层
业务联系人：林国伟（合伙人）
电话：022-8321 7955

传真：022-8321 7998    邮编：300042

信永中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分公司
合肥市庐阳区阜南路169号东怡金融广场B座12层
业务联系人：白良鸿（合伙人）
电话：135 1551 0431

传真：0551-6490 5100    邮编：230001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南宁分所税务部
广西省南宁市青秀区中泰路8号天健商务大厦17层
业务联系人：祝亚兰（合伙人）
电话：186 7716 9096

传真：0771-5086 880    邮编：530029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西安分所税务部
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街办高新三路12号中国人保（陕西）金融大厦6层
业务联系人：陈斌（合伙人）
电话：13991965589、029-63358888转3601 传真：029-62960016 邮编：710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