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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规

1.“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规模稳步扩大

2.税务总局对1859户违法企业立案检查

3.减税降费加速惠及市场主体-2.5万亿元减负效应下半年将集

中显现

税务要闻

1.网络销售，这些税务风险容易忽视

案例分享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全面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国办发〔2019〕8

号），自然资源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中国银保监会共同发布《关于协同推进“互联

网+不动产登记”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就协同推进“互联网＋不动产登记”等有关事项提出九项，内容如下：

一、加快建立集成统一的网上“一窗受理”平台。不动产登记机构要落实主体责任，

争取地方政府支持，加快贯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在全面实施不动产登记、交易

和缴税“一窗受理、并行办理”的基础上，推动“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向更高层级发展，

尽快建立集成、统一的网上“一窗受理”平台。

二、大力推进网上受理审核。利用网上“一窗受理”平台，加快推进不动产登记、

申报纳税等网上受理审核。今年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具备条件的县市全面

实施“互联网＋不动产登记”。

三、推广使用电子证照及电子材料。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电子不动产登记证书证

明与纸质不动产登记证书证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各地要积极推广应用。

四、进一步提升登簿和传输数据质量。规范登簿行为，严格按要求填写登记簿，

不得随意填报或擅自减少数据项内容。

五、深化应用不动产单元代码。健全地籍调查工作机制，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规

划选址、农转用审批、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土地供应、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确权登记

等土地、规划管理各环节要规范开展地籍调查，统一调查名目、地物标识、技术标准、

成果管理和数据入库，确保调查作业协同衔接、地籍成果共享沿用。

1 关于协同推进“互联网+不动产登记”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意见

文件名： 关于协同推进“互联网+不动产登记”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意见

文号： 自然资发〔2020〕83号

发布时间： 2020/05/15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53169/content.html


六、加强登记纳税衔接。各地不动产登记机构和税务部门要加强工作协同，深

化部门信息共享，实现登记纳税有机衔接。不动产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和涉及的相

关税收等全部作为“一件事”实现“一窗受理、并行办理”。

七、深化登记金融协同。继续推进不动产登记向银行业金融机构延伸服务网点

并深化服务内容。今年年底前，全国所有市县抵押登记业务办理时间力争全部压缩

至5个工作日以内。

八、全面实施预告登记。落实预告登记制度，率先实现网上办理，积极向房地

产开发企业、房屋经纪机构延伸登记端口，进一步简化办理流程，缩短办理时间，

便民利企，防止“一房二卖”，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协同防范金融风险，支撑强

化税收征缴和房地产市场调控。

九、不断延伸拓展登记信息网上查询服务。不动产登记机构应认真履行法定的

登记信息查询职责，加快不动产登记信息网上查询，积极提供优质查询服务，方便

企业和群众通过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防范交易风险，避免强制核验，与住房城乡建

设、农业农村、公安、民政、财政、税务、市场监管、金融、审计、统计等部门加

强登记有关信息互通共享，积极支撑房地产市场调控，为抵押贷款、积分落户、子

女入学、市场主体注册、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强制执行等提供便利。今年年底前，

东部和中部省份的所有市县以及西部省份地级以上城市力争全部推出登记信息网上

查询服务。



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缓解其生产经营资金压力，

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延缓缴纳2020年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

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明确了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延缓缴纳政策。

小型微利企业：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小型微利企业在2020年剩余申

报期按规定办理预缴申报后，可以暂缓缴纳当期的企业所得税，延迟至2021年首个申

报期内一并缴纳。在预缴申报时，小型微利企业通过填写预缴纳税申报表相关行次，

即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延缓缴纳政策。

个体工商户：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个体工商户在2020年剩余申报期

按规定办理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后，可以暂缓缴纳当期的个人所得税，延迟

至2021年首个申报期内一并缴纳。其中，个体工商户实行简易申报的，2020年5月1日

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暂不扣划个人所得税，延迟至2021年首个申报期内一并划缴。

2 关于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延缓缴纳2020年所得税有关事
项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延缓缴纳2020年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

文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0号

发布时间： 202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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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疫情防控、企业纾困和复工复产，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支持疫情

防控保供等税费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决定将以下规定的税费优惠政策，执行至2020年12月31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8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个人所得税

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0号）；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征部分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2020年第11号）

3 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等税费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等税费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

文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8号

发布时间： 202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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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第四议

定书（以下简称“第四议定书”）于2019年11月28日在澳门正式签署，已在国家税务总

局网站发布。第四议定书对《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

偷漏税的安排》及相关议定书作出修订。

第四议定书于2020年5月14日生效，其中第六条的规定适用于2020年5月14日或以

后支付的所得，其他条款的规定适用于2021年1月1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中取得的

所得。

4
关于《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安排》第四议定书生效执行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第四议

定书生效执行的公告

文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1号

发布时间： 2020/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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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2019年度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适用政策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明确依法成立且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在2019年12

月31日前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

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

5
关于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201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适用政策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201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适用政策的公告

文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9号

发布时间： 2020/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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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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车船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74号）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税务

总局对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确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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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批）和《汽车生产企业名称变更名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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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六批）

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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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批）

文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4号

发布时间： 20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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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财税〔2018〕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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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建立一年来，各方沟通交流日益密切，合作规模稳

步扩大。该合作机制通过提供税收确定性、解决税收争议等方面的合作，为跨境投

资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贸发展提供税收支持。

“疫情终会过去，合作地久天长。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加速恢复，中国

税务部门愿意积极分享抗疫经验，并为有需要的国家（地区）税务部门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共同战胜疫情带来的挑战。”在6月2日晚以视频形式举行的“一带一路”税

收征管合作机制会议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理事会主席、中国国家税务

总局局长王军这样说道。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是非营利性的官方合作

机制，于2019年5月份在第一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召开期间建立，由理事

会、秘书处、“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一带一路”税收征管能力促进联盟以及

专家咨询委员会构成。

该机制建立一年来，各方沟通交流日益密切，合作规模稳步扩大，合作机制理

事会先后增加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税务部门为理事会成员，增加德国、厄瓜多尔

、缅甸、西班牙、列支敦士登税务部门及国际商会（ICC）为观察员。

目前，“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理事会成员已增加至36个，观察员增加至28

个。“一带一路”税收征管能力促进联盟成立至今共举办13期培训，来自62个国家（

地区）的340名财税官员参加了培训。

据了解，这一机制聚焦税收征管领域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充分尊重各国基本国

情、经济发展水平、税制设计等方面的差异，通过提供税收确定性、解决税收争议

等方面的合作，可以为跨境投资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进而为“一带一路”国家和

地区经贸发展提供税收支持。

1 “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规模稳步扩大

来源：经济日报



此次会议共有36个国家（地区）、7个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参加，哈萨克斯坦、

阿联酋、塞拉利昂、意大利、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税务部门负责人和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税收政策与管理中心主任帕斯卡等财税专家，围绕抗疫情促发展

和国际税收议题充分交流，并达成广泛共识。

“病毒没有国界，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全球疫情发生以

来，合作机制理事会成员、观察员等各方合作抗疫、共同努力，使合作机制建设不

断向前推进，并取得了实效。”王军表示。比如，疫情期间，合作机制搭建“以税抗

疫”专项交流研讨平台，及时、全面分享应对疫情的税收政策措施和征管服务举措

。各方还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开展疫情对各经济体影响以及应对政策的效应分析，

寻求抗疫情、促发展的税收良策。

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表现出色，如何以税收助力抗击疫情也是大家关心的一大

焦点。王军向与会代表分享了中国税务部门在“抗疫情促发展”中的做法和经验。

据了解，接下来这一合作机制会以《“一带一路”税收》（英文版）创刊号出版

和“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官方网站（www.britacom.org）正式上线为契机，

深化线上交流合作，研究推出更多合作项目，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常态化工作交流

机制和平台。同时还将围绕第二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税收信息化主题，

巩固拓展“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成果，更加重视和运用科学技术，不断提升各成

员的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能力。

“合作机制将更加注重总结各经济体支持抗疫情促发展的税收政策和服务措施，

参考国际组织、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更好地推动信息共享、经验互鉴，促进税收

在支持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发展中更好发挥作用。”王军表示。



记者5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自3月中旬开展打击骗取疫情防控税收优

惠等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以来，截至5月底，共对1859户违法企业实施立案检查；移送

公安机关1658户，抓捕虚开发票犯罪嫌疑人734名。

此次专项行动旨在切实维护经济税收秩序，保障各项支持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

落地见效，为复工复产营造公平良好的税收环境。

在河北，税务部门和公安机关成功破获利用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虚开发票的重

大犯罪团伙。该团伙控制企业97户，涉嫌虚开发票2331份，涉案金额2.1亿元，其中涉

及虚开防疫物资口罩14.67万只、消毒液700万毫升，以及若干数量的温度测量仪和酒

精。

据悉，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实施后，河北省税务局通过大数据研判，发现石家

庄市97户新注册登记商贸企业在疫情期间频繁开票，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团伙特

征明显。企业注册时间集中在近3个月，注册区域集中，法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

员、发票领购人员高度重合。二是暴力虚开特征明显。企业存续时间短，领购发票后

存续时间只有1至2个月，开票后立即走逃失联。三是骗取疫情防控税收优惠进行虚假

申报。纳税申报时将取得的应税收入填列在申报表的免税销售额项，进行虚假纳税申

报，性质恶劣。

河北省、石家庄市两级税警部门4月成立专案组开展立案侦办，将以陈某为首的5

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端掉4个窝点，缴获电脑、税控盘、手机等大量作案工

具。犯罪嫌疑人对骗取疫情防控税收优惠虚开发票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在深圳，税务部门和公安机关4月联合开展“春雷行动”，破获了5个利用疫情防控

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犯罪的团伙，67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查扣一批作案工具。该案涉及

虚开防疫物资价税合计333万元。

2 税务总局对1859户违法企业立案检查

来源：新华社



据了解，深圳市税务局通过数据分析，查找疫情期间税收优惠政策执行过程中

存在的风险，结合风控线索，发现存在品名为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资的普通发票虚

开问题，最终锁定5个团伙，迅速与公安部门组建联合专案组进行打击。

专案组查明，以况某为首的贩卖空壳企业“黑中介”，帮助其他虚开团伙注册空

壳企业、违规办理办税认证、购买税控盘；以魏某敏为首的领票购票“黑中介”，违

规办理办税认证，由多个购票员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帮助虚开团伙突破当月领购

限额领票；分别以沈某城、沈某鹏、卓某为首的3个虚开团伙，大量非法购买空壳

企业，在收到“黑中介”邮寄发票后，大肆虚开发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局长郭晓林表示，骗取疫情防控税收优惠违法行为扰乱疫

情防控秩序和经济税收秩序，影响恶劣。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税警合作，进一步依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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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优惠政策的“假申报”行为

，切实维护国家税收安全，营造公平公正的税收营商环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今年国家确定新增减

税降费2.5万亿元，其中减免社保费将为市场主体减负1.6万多亿元，大部分在下半

年实现。

目前来看，减税降费政策成效已经初步显现。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1月份至4月份，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9066亿元，其中包括2019年年中出

台政策在今年翘尾新增减税降费4209亿元；2020年出台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4857亿元。专家表示，下半年将形成减负

效应。

预计全年降费1.8万亿元

“减免社保费是今年减税降费的‘大头’，占全年减税降费的64%左右。”中

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龙对记者表示，大部分在下半

年实现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前期出台的免征中小微企业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单

位缴费政策，执行期限全部延长到今年年底；二是去年国家出台的降低社会保险费

率综合方案是在5月1日执行的，形成今年的减负效应。

“今年减税降费的重点在于降费，社保降费1.6万亿元，加上继续降低通讯、交

通运输等收费标准和减征缓征政府基金性收费，预计全年降费规模达到1.8万亿元，

超过全年减税降费总量的70%。”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

对记者表示。张依群认为，我国已经连续三年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减税的政

策空间已经不大，更多是现有优惠政策的延缓和对融资、贷款、担保、纾困、结构

调整等进行的政策引导，多渠道缓解企业资金压力，特别是帮助中小微企业摆脱经

营困境。

“盒马鲜生目前在成都开设门店14家，今年以来截至4月份有3495万元销售额能

够享受提供生活服务免征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这项优惠政策给我们送来了‘真金

白银’，及时地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企业可以运用这笔资金购置商场及员工的

疫情防控物资，更大程度上保障顾客、员工的健康安全，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成都盒马鲜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办税人员郭文丽对记者说。

3
减税降费加速惠及市场主体-2.5万亿元减负效应下半年
将集中显现

来源：证券日报



四川永辉超市有限公司财务人员邓女士对记者表示，在税务局的贴心服务下，

2019年企业享受减税降费约5900万元，2020年一季度预计享受减税降费约3000万元

。这为企业发展增强了信心，也为企业让利消费者、促进消费增添了底气。未来5

年，四川永辉将继续保持每年开出10家大超市的发展势头，预计可带动及辅助就业

近5万人。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地落实为企业规模的扩张增添了动能。

张依群表示，减税降费主要是针对企业生产和市场领域，具有覆盖范围广、政

策到位率高、落地见效快、整体带动性强等特点，同时也可以形成政策传导延伸和

集聚共振效应，推动产业链优化布局和质量提升。

减税降费红利将持续释放

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称，将有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税收政策、捐

赠税收政策、个人所得税政策、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税费优惠

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很多地方也在自主减税降费。例如，6月8日，山东省财政

厅副厅长袁培全表示，在地方权限范围内，较为重要的两个税种是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根据山东省《关于抓好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工作的十

条措施》，拟将政策延续至今年年底，将再减税30亿元以上。

陈龙表示，今年我国减税降费的力度是比较大的，一些地方也在落实国家统一

政策的基础上自主减税降费，这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今后将完善减税降

费政策与税费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及时评估针对疫情影响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并

将其与税费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着眼于中长期的税费制度建构。尤其是研究降低

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社保缴费率等，消除制约企业创新的税费因素。

“还应从税制改革、税种设计、税率调整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税制体制改革，

加快构建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促进内外贸协同发展的

税收体系，用减税推动税改，带动政府治理能力水平提升。”张依群认为。





网络销售，这些税务风险容易忽视

进入6月，各大电商平台纷纷加入年中购物狂欢，许多商家通过各类预热活动带

动起消费者“买买买”的热情。预售、定金、优惠券、购物津贴等各种优惠手段让人

眼花缭乱。购物促销狂欢后，商家税务处理不合规，很容易引发税务风险。

折扣销售少计收入

甲公司在电商平台开设了网络旗舰店。“网络购物节”期间，该公司为提高销售

量，推出了“满2000减100”的优惠活动。消费者如果购买店内指定明星产品，可以在

优惠价格的基础上再打8.8折。这种“满减”情形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那么，甲公

司的销售收入应如何确认呢？

无论是满额度即享优惠，还是优惠折扣，本质都属于折扣销售。在企业所得税

方面，这种为促销而在商品价格上给予的折扣属于商业折扣，企业应按照扣除商业

折扣后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额；在增值税方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折

扣额抵减增值税应税销售额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56号）的规定，纳税人

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以按

照折扣后的销售额缴纳增值税。企业必须关注“分别注明”这一前提条件，如果仅是

在发票备注栏注明折扣金额，仍需按照折扣前的销售额计算销项税额。

假设甲公司网络旗舰店内销售的某商品含税价为1130元（不含税价为1000元）

，买家享受了8.8折优惠，且满足商业折扣的其他条件。此时，甲公司应按照折扣后

的售价确认收入，并做如下会计处理：

发货时：

借：应收账款 994.4

贷：主营业务收入 88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14.4

1

来源：中国税务报



收款时：

借：银行存款 994.4

贷：应收账款 994.4

笔者提醒纳税人，一定要严格按照税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确认应税收入，

警惕少计收入的风险。

预售确认收入不及时

小许在一家网络电商平台开设了一家时尚服装店铺，专营某著名时尚服装。服

装款式新颖，是这家店铺最大的卖点之一。由于销售火爆，店铺常常需要顾客根据

样衣的款式，提前1个月预定商品，再根据预定的先后顺序逐批发货。消费者一般

在预定商品的一段时间后，收到购买的商品。

那么，小许应该如何确认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三十八条的规定，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确认收入的时间为货物发出的

当天。所以，小许应以商品发出的当天，确认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例如，小

许的店铺采用预收款销售方式，在2020年6月6日销售了一件连衣裙，收到全款含增

值税的预收款1130元，并在收到预收款后1个月内发货。此时，店铺应做如下会计

处理：

6月6日收到预收货款时：

借：银行存款 1130

贷：预收账款 1130

发出商品时：

借：预收账款 113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0



笔者提醒纳税人，在企业所得税方面，要严格遵循权责发生制和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应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已经收付，也不应确认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代金券性质把握不准

乙商家为了吸引客户，在网络店铺的销售主页推出了以150元换购200元代金券

的广告。客户以150元价格购入代金券后，在购买店内商品时，这张代金券可冲抵

200元。

其实，该代金券的性质与预付卡相同。顾客以150元购入200元代金券，在购物

结算时，该代金券所注的200元金额，可以抵减部分价款。所以，乙商家在销售代

金券时，应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而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时，需按照“

未发生销售行为的不征税项目—预付卡销售和充值”项目开具，发票税率栏填写“不

征税”，不征税项目也不填报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中。

假设消费者以150元购入200元代金券后，购买了一件标价为615元的商品，实

际再支付了415元，此时，商品含税价共565元（不含税价为500元）。则乙商家应

做如下会计处理：

销售代金券时：

借：银行存款 150

贷：其他应付款—代金券（150抵200） 150

实际消费时：

借：银行存款 415

其他应付款—代金券（150抵200） 150

贷：主营业务收入 5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65



值得注意的是，顾客在凭代金券进行实际消费时，代金券面额与原销售代金券

金额有差异的部分，仍属于商业折扣，应按照折扣后的金额确认收入。同时，商家

只能对顾客补支付货款的部分开具发票，代金券部分不能包括在开票金额内。

卖家忙碌于“卖卖卖”，买家沉醉于“买买买”的年中大促即将到来，各大电商绞尽

脑汁编写各种吸引消费者眼球的文案层出不穷，但关键字始终围绕“最给力折扣”、

“价格杀手锏”、“预售来袭”等，让消费者心动的背后，也给各大电商带来税务上的风

险。

商业折扣活动在日常购物中很普遍，很多商家在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方面处理此

类业务不够准确。常见的错误处理方式为按照折扣后的金额开具增值税发票、确认

收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8〕875号)规定,企业为促进商品销售而在商品价格上给予的价格扣除属于商业

折扣,商品销售涉及商业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

额 ；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折扣额抵减增值税应税销售额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10〕56号）的规定，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

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以按照折扣后的销售额缴纳增值税。可见，在企业所得

税方面就应当按照折扣后金额确认收入；而在增值税方面按照折扣后金额确认收入

就需要满足相应的要求。

把握正确增值税的纳税义务时点也是非常重要的纳税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 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收

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按销售结算方式的不同，具体为：

（一）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均为收到销售款或者取得

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三）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书面合同约

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无书面合同的或者书面合同没有约定收款日期的，为货物发

出的当天；（四）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为货物发出的当天，但生产销售生

产工期超过12个月的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等货物，为收到预收款或者书面合

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对于不同的销售业务类型按照相应的纳税时点缴纳增

值税。

信永中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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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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