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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规 

1.递延纳税政策促投资 国际税收服务提信心 

2.减税降费推动中国经济提质增效 

3.税务助推自贸区发展 打造服务‚一带一路‛桥头堡 

 

 

 

 

 

 

 

 

 

 

 

 

 

 

 

税务要闻 

1.分红公告前后买基金 计税成本不一样 

 

 

 

 

案例分享 

                                             





为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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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工作要加力，确保税费优惠政策更好落地见效，促进依法规范组织收

入，坚决防止违规征税收费，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落实落细税费优惠政策 

坚决防止违规征税收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落细税费优惠政策。各级税务机关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从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刻认识落实税费优惠政策对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一项严肃重大的政治责任扛牢抓实。 

《通知》要求依法依规组织收入，严格禁止违反规定征税收费。要高度重视收入

分析工作，及时掌握疫情对组织税费收入产生的影响，密切加强税费收入形势研判，

通过大数据比对分析等方法及时发现趋势性、苗头性问题，坚决打击‚假发票‛‚假

退税‛‚假申报‛等违法犯罪行为，堵塞税费征管漏洞，维护国家税收安全。 

《通知》要求积极争取各方支持，着力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落实税费优惠政策、

依法规范组织收入，需要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 

《通知》要求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明纪律强化责任落实。各级税务机关要将落

实税费优惠政策、贯彻依法组织收入原则情况纳入全年税收执法督察工作重点，持续

加大监督力度，重点排查收‚过头税费‛等不符合‚六稳‛‚六保‛工作要求的问题。 

1 关于进一步落实落细税费优惠政策 坚决防止违规征税收费的通知 

文件名： 关于进一步落实落细税费优惠政策 坚决防止违规征税收费的通知 

文号： 税总发〔2020〕24号 

发布时间： 2020/04/24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9263/content.html


为进一步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便利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办理纳税申报

事宜，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明确2020年5月纳税申报期限有关事项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对于按月申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5月份纳税申报期限延长至5

月22日。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受疫情影响，在2020年5月份纳税申报期限内办理申报仍有

困难的，可以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延期申报。 

2 关于明确2020年5月纳税申报期限有关事项的通知 

文件名： 关于明确2020年5月纳税申报期限有关事项的通知 

文号： 税总函〔2020〕73号 

发布时间： 2020/04/27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9175/content.html


为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部

门连同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 

《通知》明确调整国六排放标准实施有关要求。轻型汽车（总质量不超过3.5吨）

国六排放标准颗粒物数量限值生产过渡期截止时间，由2020年7月1日前调整为2021年

1月1日前；2020年7月1日前生产、进口的国五排放标准轻型汽车，2021年1月1日前允

许在目前尚未实施国六排放标准的地区销售和注册登记。 

《通知》要求完善新能源汽车购置相关财税支持政策，将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

置税的优惠政策延续至2022年底。 

《通知》要求加快淘汰报废老旧柴油货车。支持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等

重点地区提前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营运柴油货车，中央财政统筹车辆购置税等

现有资金渠道，通过‚以奖代补‛方式，支持引导重点地区完成淘汰100万辆的目标

任务。 

《通知》要求畅通二手车流通交易。加强二手车行业管理，规范二手车经销企业

行为，自2020年5月1日至2023年底，对二手车经销企业销售旧车，减按销售额的0.5%

征收增值税。 

《通知》要求用好汽车消费金融。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展汽车消费信贷等金融业

务，通过适当下调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延长还款期限等方式，加大对汽车个人消费

信贷支持力度，持续释放汽车消费潜力。 

 

3 关于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 

文件名： 关于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 

文号： 发改产业〔2020〕684号 

发布时间： 2020/04/28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9472/content.html


为进一步支持广大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全面复工复业，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

《关于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明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期限延长到

2020年12月31日。 

4 关于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文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4号 

发布时间： 2020/04/30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文件名： 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文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 

发布时间： 2020/02/28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9526/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5325/content.html


为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发

布《关于做好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确定了公开范围和内容。自2020年7月1日起，除采用协议供货和定点采

购方式实施的小额零星采购、由集中采购机构统一组织的批量集中采购外，各单位按

项目实施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服务采购，均应

当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央主网和本单位门户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公开采购意向。采

购意向公开的内容应当尽可能清晰完整，包括采购项目名称、采购需求概况、预算金

额、预计采购时间等（涉密信息除外）。 

《通知》确定了公开时限和标准。采购意向公开时间原则上不得晚于采购活动开

始前30日。采购活动开始时间按照以下标准确定：采用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方式采购

的，以发布招标公告或资格预审公告为准；采用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或单

一来源方式采购的，以发布公告或发出邀请为准；采用税务采购网在线竞价方式采购

的，以采购人发起竞价单为准。 

《通知》确定了公开主体和机制。采购意向原则上由各单位采购部门在采购项目

所属预算年度内按季度统一公开。 

《通知》要求高度重视采购意向公开工作、认真履行采购人主体责任、切实加强

工作配合衔接。 

 

5 关于做好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 

文件名： 关于做好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 

文号： 税总办发〔2020〕14号 

发布时间： 2020/05/02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9654/content.html


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税务总局等联

合发布《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

金压力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实施房屋租金减免。对承租国有房屋（包括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

高校、研究院所等行政事业单位房屋，下同）用于经营、出现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免除上半年3个月房屋租金；中央所属国有房屋（包括有关部门、中

央企业、中央高校和研究院所等所属国有房屋）出租的，执行房屋所在地对出现经营

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房屋租金支持政策；对承租非国有房屋用于经

营、出现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鼓励出租人考虑承租人实际困难，在

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减免或延期收取房屋租金。 

《意见》要求完善财税优惠政策。地方政府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承租非国有房

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适当帮扶。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

免租金的出租人，可按现行规定减免当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落实好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税收优惠政策。 

《意见》明确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年内增加优惠利率小额贷款投放，专门用于支

付房屋租金；对实际减免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的出租人，引导国有

银行业金融机构视需要年内给予基于房屋租金收入的优惠利率质押贷款支持。 

《意见》要求稳定房屋租赁市场。 

 

 

6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指导意见 

文件名：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

指导意见 

文号： 发改投资规〔2020〕734号 

发布时间： 2020/05/09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9716/content.html


7 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的公告 

文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5号 

发布时间： 2020/05/13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为支持电影等行业发展，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

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明确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纳税人提供电影放映服务取

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公告》明确对电影行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8

年。 

《公告》明确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9893/content.html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事项，财政部、税务总局、民

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明确企业或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

家机关，用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支出，准予按税法规定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扣除。同时，对“公益慈善事业”、“益性社会组织“做出解释。 

《公告》明确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慈善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取得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应符合规定： 

 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到第八项规定的条件； 

 每年应当在3月31日前按要求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经审计的上年度专项信息报告；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支出占上年总收

入的比例均不得低于70%（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用于公

益慈善事业的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均不得低于8%）；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支出的管理费用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

均不得高于10%（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两年每年支出的管理费用占

当年总支出的比例均不得高于12%）； 

 具有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且免税资格在有效期内； 

 前两年度未受到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警告除外； 

8 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 

文号： 财政部公告2020年第27号 

发布时间： 2020/05/13 生效日期： 2020/01/01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50170/content.html


 社会组织评估等级为3A以上（含3A）且该评估结果在确认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资格时仍在有效期内。 

《公告》明确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认方式： 

 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由民政部对社会组织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进行核实，提出初步意见。根据民政部初步意见，财政部、税务总局和民政部联

合确定具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组织名单，并发布公告； 

 在省级和省级以下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

单列市财政、税务、民政部门参照上条规定执行；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认对象包括：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将于当年末

到期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已被取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但又重新符合条件的

社会组织；登记设立后尚未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组织。 

《公告》明确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有效期为三年，视

不同情况确定起算日期。 

《公告》明确公益性社会组织应当取消其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情形、应

当取消其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且取消资格的当年及之后三个年度内不得重新

确认资格的情形、以及应当取消其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且不得重新确认资格的

情形。对应当取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由省级以上财政、

税务、民政部门核实相关信息后，按权限及时向社会发布取消资格名单公告。自发

布公告的次月起，相关公益性社会组织不再具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公告》明确公益性社会组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在接受

捐赠时，应当按照行政管理级次分别使用由财政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

监（印）制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并加盖本单位的印章。企业或个人将符合条件的

公益性捐赠支出进行税前扣除，应当留存相关票据备查。 

《公告》明确公益性社会组织登记成立时的注册资金捐赠人，在该公益性社会

组织首次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当年进行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可按规定对

其注册资金捐赠额进行税前扣除。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正在扎

实推进。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递延纳税政策已推动外资利润再投资

超过1500亿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探访多家外商投资企业，简化办事流程

、升级国际税收服务、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成为稳外资的“助推器”。 

为鼓励境外投资者持续扩大在华投资，从2018年1月1日起，我国对境外投资者

从境内居民企业取得的利润用于境内直接投资的，实行递延纳税政策，暂不征收企

业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政策从实施以来，全国享受到优惠的外

资企业共1740户次，涉及税款143亿元，推动外资利润再投资1505亿元。今年一季度

，全国享受该项优惠的税款比去年同期增长65%，助力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35%。 

外商投资企业永济安德利果蔬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武说，利润再投资优惠政

策短期内帮企业对冲了疫情影响，长期内稳定了外资的投资信心。“在税务部门„点对

点‟的服务下，我们享受到了企业所得税105万元的税收优惠。可以说，这项税收优惠

政策释放了积极信号，增加了外资方在中国投资的信心，对于今后的利润分配，他

们还会继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 

各行各业的外商投资企业都从中受益，并持续扩大投资。在疫情背景下，外商

制造业企业易初明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外方股东最终做出追加投资的决定，利用

公司利润分红款新增投资1500万元。 

除了税收优惠政策，不断升级的国际税收服务也成为吸引外资、稳定外资的“助

推器”。 

中外合作企业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易力告诉记者，从享受税收

优惠待遇的流程越来越简化上就可以看到，税收营商环境在一步一步扎实地提高，

外资投资信心不断提振。 

1 递延纳税政策促投资 国际税收服务提信心 

来源：央广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他说：“税收协定待遇最早是审核制，后来又变成备案制，从今年开始又升级成

„自行判断、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新方式。办税流程大大简化，我们及

时享受到税收协定待遇，总共有1000多万元。这笔资金让我们企业从疫情影响中迅

速恢复过来。更重要的是稳定了我们的信心，尤其是外方的投资信心。” 

                                             



2019年，我国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全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去年实施的

减税降费政策效果如何？今年的减税降费目标如何实现？全国两会期间，本报记者采

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税务学会会长汪康。 

过去一年，汪康一直关注减税降费的实施效果。2019年，中国税务学会联合中国

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从第三方视角对一年来开展的减税降费效应进行了评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去年的减税降费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事实上，无论从

我们的研究结果看，还是从政策落实成效看，去年都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力度史上

空前的减税降费。”汪康表示，减税降费政策充分发挥了逆周期调节作用，直接有效地

惠及广大纳税人、缴费人，对稳增长、促消费、激活力、保就业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

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提质增效。 

紧接着，汪康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2019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拉动全年GDP

增长约0.8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约0.58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约0.87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加约376万人，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2.36万亿元的减税降费规模，实实在在减轻了企业负担。”汪康说，从行业税负

测算数据看，全部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减负，其中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合计减税约为

9914亿元，占全部减税额的53.1%，企业负担减轻，盈利能力也有所增强。从部分地

区的典型调查数据统计看，有79.6%的企业认为减税降费增加了企业利润。 

减税降费的效果不仅在于减轻企业负担，而且对增加居民收入、带动就业、拉动

投资、增强市场信心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2 减税降费推动中国经济提质增效 

来源：中国税务报 

                                             



在增加居民收入方面，汪康认为，个人所得税改革效果十分明显。中国税务学

会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实现减税4604亿元。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

加，有力地带动了消费内需的增长。“我们对0.5%个税申报数据研究显示，由于个

税减免，这一数据群体新增消费9.15亿元，以此推算，全国因个税减税而新增的消

费为1829.31亿元。这说明此轮个税改革，不仅对调节收入分配有正向引导作用，同

时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汪康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汪康表示，小微企业占了中国

企业数量的绝大部分，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增值税起征点提高显著降低了小规模

纳税人的税负，而小微企业税负降低有效增强了其经营能力和发展信心，其吸纳就

业的意愿也大大增强。 

除了稳就业，汪康认为，一系列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转型升级的税收优惠

政策，为企业升级发展赋能，有力支持了创新驱动战略，拉动了投资增长，对稳定

近期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盘活企业现金

流量，让纳税人第一时间便利地享受政策红利，增强了企业应对困难的能力和信心

，有力地提振了企业信心。 

‚我们的典型调查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纳税人、缴费人的获得感增强。参与

调查的企业97.5%都表示有实实在在的减税降费获得感。‛汪康强调，国家税务总

局数据也显示，深化增值税改革后，月均净增一般纳税人8.88万户，相当于改革前

的近两倍。企业活力和投资意愿增强，是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信心增强的表现。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

2.5万亿元。 

‚这么大的减税力度是必要的，只有这么大的减税力度，才能帮助我们渡过难

关，化‘危’为‘机’。‛汪康认为，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央加大

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前所未有，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认真落实好中央战略部署，中

国就一定能闯过难关，在化‚危‛为‚机‛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落实落细和巩固拓展减税降费过程中，汪康建议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

要处理好减税降费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的关系。要在系统梳理、优化和规范各项

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对一些政策效应显著的临时性、过渡性措施，经评估转化

为长期性的制度安排，以更好稳定市场主体预期。比如，近几年来营改增出台的一

系列税收减免过渡政策，应结合增值税立法，本着优化税制、公平税负、合理负担

、便利遵从的原则，进一步规范减免、打通抵扣链条，创新完善管理机制，增强税

收制度的确定性、透明性和遵从性。 

二是减税降费政策要与要素市场改革、“放管服”改革等措施协同推进。从中国

税务学会去年抽样调查情况看，企业认为当前经营面临的主要是人工、融资、能源

、物流等成本压力，税收负担排在第五位。“仅仅从减税上做文章是不够的，要综

合施策，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增强活力。特别是当前疫情的特殊时期，政府要加大

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金融财税政策要更加积极、更加有力度，对重点地区、重点

行业、重点领域要重点扶持，进一步改善企业预期和经营环境。”汪康说。 

三是减税降费要同地方财政改革相协调。要高度关注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运行

的影响，去年部分地方在减税降费政策出台后并未对预算收支进行相应的调整，增

加了落实的压力。今年减税降费规模更大，地方财政更难，落实更有压力。“出路

在于深化财税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理顺税费关系，增加地方收入来源，优化政

府支出结构，积极采取各种开源节流的措施，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位，促进经

济发展与财政增长良性互动。”汪康表示。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形势依然严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自贸

区发展带来一定冲击。李克强总理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赋予自贸试验

区更大改革开放自主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税务部门积极发挥职能作用，

全力以赴抓‚六稳‛促‚六保‛，特别是多措并举服务自贸区发展，打造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 

各地自贸区税务部门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出发，通过加强‚互联网+智慧

税务‛建设，创新应用远程可视办税、‚区块链+税务‛等新技术，升级‚非接触

式‛办税缴费服务，不断优化自贸区税收营商环境。 

广东自贸区横琴片区境外投资备案企业的投资目的地主要分布在新加坡、泰国

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这里，澳资企业珠海跨境说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跨境电商，享有澳门中葡平台的独特优势，横琴新区税务部门

实施‚一企一策‛，优化办税流程，通过V-Tax远程可视自助办税平台实现办税事

项‚一次不用跑‛，提速涉税事项办理，减轻企业办税负担，助力广东特产销往葡

语系国家。 

在‚引进来‛方面，自贸区税务部门延伸服务触角、定制个性化服务，助力自

贸区打造成为吸引外资、人才和技术的‚强磁场‛。 

在云南自贸区，税务部门专门招录缅甸语专业人才，为缅籍纳税人制定‚新办

纳税人套餐‛，开办缅籍纳税人学堂。缅甸笑答氏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貌索登

昂会说流利的汉语，‚我来中国经商已经13年了，是税务部门的常客，在中国办税

很方便，我的很多亲戚都来中国做生意了。‛貌索登昂说。 

3 税务助推自贸区发展 打造服务‚一带一路‛桥头堡 

来源：证券日报  

                                             



在服务好企业的基础上，自贸区税务部门还致力于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系统工程

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一体化协同发展，为企业营造持续改善的经营环境。 

在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税务部门积极引导纳税人体验新推出的支付宝缴税功

能。“支付宝上找到„厦门税务掌上办税厅‟小程序，就能缴纳税费、办理发票网上申

领、代开发票，纳税也越来越方便了。”厦门易象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人员陈

银明说。 

在山东自贸区济南片区，税务部门借助“济南税务服务”微信公众号、“鲁税通”

等平台，采取直播课堂的形式，为驻区企业负责人和办税人员等共计3400余人，分

专题详细讲解了自贸区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为企业送去“及时雨”和“雪中炭”。 

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平表示，税务部门将继续按照边试点、边总

结、边推广的实施路径，聚焦重点、深耕细作，服务自贸区建设，画好“一带一路”

税务“工笔画”，努力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分红公告前后买基金 计税成本不一样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待分配的基金分红在会计核算时，应单独确认为应收项

目，不作为成本计入当期损益。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A公司在对基金投资进行会计

处理时，误将待分配的基金分红计入基金成本，导致多计成本10.85亿元，减少了企

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最终，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前海税务局要求该公司调减成

本，调增应纳税所得额，追缴企业所得税税款及滞纳金共计约3.7亿元。 

症状：突击买入高分红基金 

近期，A公司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前海税务局提出税务迁出申请。税务人员在受理

其申请时发现，该公司在2014~2017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中，填写了大额

免税项目——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获得的分配收入，金额为10.85亿元，占营业利润

的比例超过20%。 

税务人员对该异常情况产生了疑问，便向A公司了解其主要投资的基金项目，随

后迅速在基金交易网站找到对应的基金项目，查看其分红情况，发现部分基金项目

在A公司投资的年度分红比例远超出其他年度。由此，税务人员初步判断，A公司可

能在得知基金将进行高比例分红的消息之后，才买入基金并短期持有，目的是享受

基金分红免税政策。 

诊断：多计基金投资成本少缴税 

税务人员要求A公司填写《基金投资情况调查表》，并提供公司买入、卖出各基

金项目的时间、金额、对应的会计处理以及各基金项目对应的分红公告、分红时间

等信息。通过在基金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情况，同时结合A公司购买基金的记账凭证

及附件（基金交易确认单、银行回单等）进行分析，税务人员发现，A公司大部分

基金投资都是在基金公告后买入，在基金分红权益登记日之后很快卖出，并且将全

部购买金额都计入了投资成本。 

 

1 

来源：中国税务报 

                                             



税务人员介绍，该案例可以简单理解为下述情况：基金在1月1日发布分红公告

，企业在1月2日买入了1000万元基金，1月3日获得基金分红400万元，1月4日企业

将基金全部卖出，卖出金额为600万元（因为分红导致基金价值降低）。企业在进

行会计处理时，将1000万元购买金额全部计入投资成本，400万元的分红享受免税

优惠，卖出基金时又计算了400万元的投资亏损。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8〕1号）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

所得税。因此，企业将分红金额填写在免税项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按照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已宣告未分配的红利，应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不计入当期损益。因

此，企业在基金分红公告后买入的基金，待分配的红利不能计入基金投资成本，自

然也不能抵减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公告前和公告后买入，基金分红都是免

税的，但是分红公告前买入的基金，投资成本为全部购买金额，而公告后买入的基

金，投资成本是购买金额减掉分红金额——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税务机关认为A公司对投资收益的会计处理不正确，在分红公告后买入基金时

，应将购买金额减掉待分配的红利部分作为投资成本，于是要求A公司调减成本。

最终，A公司接受了税务机关的建议，调减成本10.85亿元，并相应调增应纳税所得

额14.8亿元，补缴企业所得税税款及滞纳金共计约3.7亿元。 

处方：谨慎确认损益金额 

企业所得税免税优惠项目由企业自行申报、自行享受，投资收益也由企业进行

会计核算之后自行申报，企业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如实申报。在此案例中，A

公司多个年度都申报了基金分红免税项目，并进行了错误的会计处理，总体金额非

常大，由此产生的滞纳金也非常高，公司为此项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建

议纳税人在适用税收优惠政策和进行会计处理时一定要谨慎，遇到不确定的涉税事

项，及时咨询主管税务机关，防止不必要的损失。 

 

                                             



 

案例中，税务人员在为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A公司办理注销手续时，发现其在对

基金投资进行会计处理时，将待分配的基金分红计入基金成本，导致少缴纳企业所

得税。 

购买基金的时点不同，会计处理不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三十三条  企业初始确认金

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应当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类

别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应当计入初始确认金额。以及第六十五条  

企业只有在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时，才能确认股利收入并计入当期损益：1、企业收取

股利的权利已经确立；2、与股利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3、股利的金额

能够可靠计量。 

由此，基金分红公告发布意味着企业应当在购买基金时将分红确认为应收项目。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8〕1号）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

所得税。 

A公司取得的基金分红可以享受免税政策。 

由于购入金融资产通常在成本、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科目涉及金额巨

大，需要将金融资产分类别、分时点进行正确的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 

 

 

                                             

信永中和观察 



联系我们 

大连信永中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市开发区五彩城A区1栋1号凯伦国际大厦B座15F 
业务联系人：王艳（税务高级经理）  
电话：156 4266 3601 
传真：0411-8762 6307   
邮编：116600 

信永中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1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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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