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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支持稳就业、保就业，减轻当年新入职人员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阶段的税

收负担，7月2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完善调整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

方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下称《公告》），完善调整年度中间

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等人员有关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 

 

《公告》明确，对一个纳税年度内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扣缴义务

人在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时，可按照5000元/月乘以纳税人当年截至本月月份数计算累

计减除费用；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学生因实习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的，扣缴义务人

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时，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61号规定的累计预扣法计算

并预扣预缴税款。 

《公告》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1 税务总局调整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 

文件名： 关于完善调整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 

文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 

发布时间： 2020/07/28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63/c5154946/content.html


 

 

 

 

 

 

 

近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

〔2020〕17号）文件要求，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2020年税务系统政务公开重点任务清

单》（下称《任务清单》），要求推进税费政策发布解读和辅导，增强税费政策措施解

读精准性。 

 

《任务清单》要求对涉及纳税人缴费人切身利益的税费政策及贯彻落实文件，各级

税务机关要从便于纳税人缴费人理解的角度加强解读，着重解读文件出台的背景、意义、

重点内容、理解难点、具体操作办法、执行口径、必要举例说明和落实要求等。解读稿

要与文件同步起草、同步审批、同步发布。 

  

   

 

 

 

   

 2 国税总局印发《2020年税务系统政务公开重点任务清单》 

                                             

文件名： 关于印发《2020年税务系统政务公开工作重点任务清单》的通知 

文号： 税总办发〔2020〕34号 

发布时间： 2020/07/29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文件名：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文号： 国办发〔2020〕17号 

发布时间： 2020/06/21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54941/content.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7/03/content_5523911.htm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

发布《关于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公告》（下

称《公告》），对免税车辆范围、免税手续办理等事项进行明确。 

 

免税车辆指采用焊接等方式固定安装专用设备或者器具，不以载运人员或者货物为

主要目的，在设计和制造上用于专项作业的车辆。 

 

《公告》明确，免税车辆通过发布目录实施管理。列入目录中的车辆享受优惠时，

需要申请人在上传车辆电子信息时勾选免税标识，审核通过后办理免税手续。申请人应

对提交的车辆电子信息负责。 

  

   

3 三部门明确非运输专用车免征车购税事项 

文件名： 关于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公告 

文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0年第35号 

发布时间： 2020/07/01 生效时间： 2021/01/01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4/n810641/n2985871/n2985888/n2985983/c5154620/content.html


为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高端紧

缺人才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个人所得税实际

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其中所得包括来源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综合所得（包

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四项所得）、经营所得以及经海南省认定

的人才补贴性所得。 

《通知》明确纳税人在海南省办理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享受此项优惠政策。 

《通知》实施期限为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至2024年12月31日。 

4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文件名：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文号： 财税〔2020〕32号 

发布时间： 2020/06/23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53893/content.html


为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对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鼓励类产业企业，是指以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

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60%以上的

企业；对总机构设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符合条件的企业，仅就其设在海南自由贸易港

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所得，适用15%税率；对总机构设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外的企

业，仅就其设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的符合条件的分支机构的所得，适用15%税率。 

《通知》明确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

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应当符合

以下条件：1.从境外新设分支机构取得的营业利润；或从持股比例超过20%（含）的

境外子公司分回的，与新增境外直接投资相对应的股息所得。2.被投资国（地区）的

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不低于5%。 

《通知》明确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企业，新购置（含自建、自行开发）固

定资产或无形资产，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含）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

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和摊销；新购置（含自建、自行

开发）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单位价值超过500万元的，可以缩短折旧、摊销年限或

采取加速折旧、摊销的方法。其中，固定资产，是指除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产。 

《通知》实施期限为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至2024年12月31日。 

 

5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文件名：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文号： 财税〔2020〕31号 

发布时间： 2020/06/23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53881/content.html


为贯彻落实资源税法，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继续执行的资源税优惠政策

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明确继续执行的资源税优惠政策。 

《公告》将税法施行后继续执行的资源税优惠政策公告如下： 

1.对青藏铁路公司及其所属单位运营期间自采自用的砂、石等材料免征资源税。

具体操作按《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青藏铁路公司运营期间有关税收等政策问题

的通知》（财税〔2007〕11号）第三条规定执行。 

2.自2018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对页岩气资源税减征30%。具体操作按《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页岩气减征资源税的通知》（财税〔2018〕26号）规定执

行。 

3.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在50%的税额

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具体操作按《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

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有关规定执行。 

4.自2014年12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对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炭，资源税减征

50%。 

6 关于继续执行的资源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继续执行的资源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文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32号 

发布时间： 2020/06/24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54099/content.html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明确资源税有关问题执行口径，财政

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资源税有关问题执行口径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明确资源税执行口径如下： 

1.资源税应税产品（以下简称应税产品）的销售额，按照纳税人销售应税产品向

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确定，不包括增值税税款。 

2.纳税人自用应税产品应当缴纳资源税的情形，包括纳税人以应税产品用于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捐赠、偿债、赞助、集资、投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利润分配

或者连续生产非应税产品等。 

3.纳税人申报的应税产品销售额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或者有自用应税产品

行为而无销售额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按《公告》明确的方法和顺序确定其应税产品

销售额。 

4.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包括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的实际销售数量和自

用于应当缴纳资源税情形的应税产品数量。 

5.纳税人外购应税产品与自采应税产品混合销售或者混合加工为应税产品销售的

，在计算应税产品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时，准予扣减外购应税产品的购进金额或者购

进数量；当期不足扣减的，可结转下期扣减。纳税人应当准确核算外购应税产品的购

进金额或者购进数量，未准确核算的，一并计算缴纳资源税。 

 

7 关于资源税有关问题执行口径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资源税有关问题执行口径的公告 

文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34号 

发布时间： 2020/06/28 生效时间： 2020/09/01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54098/content.html


6.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同一税目下适用不同税率应税产品的，应当分别核算不

同税率应税产品的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未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提供不同税率应

税产品的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的，从高适用税率。 

7.纳税人以自采原矿（经过采矿过程采出后未进行选矿或者加工的矿石）直接

销售，或者自用于应当缴纳资源税情形的，按照原矿计征资源税。 

8.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同一应税产品，其中既有享受减免税政策的，又有不享

受减免税政策的，按照免税、减税项目的产量占比等方法分别核算确定免税、减税

项目的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 

9.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同一应税产品同时符合两项或者两项以上减征资源税优

惠政策的，除另有规定外，只能选择其中一项执行。 

10.纳税人应当在矿产品的开采地或者海盐的生产地缴纳资源税。 

11.海上开采的原油和天然气资源税由海洋石油税务管理机构征收管理。 

《公告》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有关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2018年

版）》等报表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

201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和年度纳税申报表（B类，

2018年版）》。 

《公告》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8 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
表（A类，2018年版）》等报表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2018年版）》
等报表的公告 

文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2号 

发布时间： 2020/06/04 生效时间： 2020/07/01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53910/content.html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的决策部署，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优化税务执法方式严禁征收“过头税费”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坚决防止违规征税收费。坚决压实主体责任；坚决不搞大规模集中

清欠、大面积行业检查；坚决禁止采取空转、转引税款等手段虚增收入。 

《通知》要求不断改进税收风险管理。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税收风险管理运

行机制，进一步完善基于大数据的“双随机、一公开”“信用＋风险”监管方式。 

《通知》要求积极支持新业态健康发展。主动适应新经济不断发展的新要求，持

续完善支持电子商务、“互联网＋”等新兴业态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和管理服务措施，

积极运用税收大数据，深入分析线上经济发展情况。 

《通知》要求不折不扣落实税费优惠政策落实落细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系列税

费优惠政策，不断巩固和拓展政策实施成效。 

《通知》要求持续优化办税缴费服务。大力巩固拓展“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

加快推进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主附税合并申报和财产行为税一体化纳税

申报，加快推进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主附税合并申报和财产行为税一体

化纳税申报。 

《通知》要求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各级税务机关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

情况，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要妥善处理好税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准确把

握税务执法的时度效；要深入开展向纳税人、缴费人问需活动，积极帮助纾困解难，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9 关于优化税务执法方式严禁征收“过头税费”的通知 

文件名： 关于优化税务执法方式严禁征收“过头税费”的通知 

文号： 税总发〔2020〕29号 

发布时间： 2020/06/18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54333/content.html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税征管若干问题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将于2020年9月1日正式实施。为贯彻落实

资源税法，规范资源税征收管理，优化纳税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资源

税有关问题执行口径的公告》（2020年第34号）等相关政策规定，税务总局起草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税征管若干问题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公告明确了计算应税产品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的扣减方法、纳税人享受资源税

优惠政策的办理方式。纳税人享受资源税优惠政策，实行“自行判别、申报享受、有

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纳税人对资源税优惠事项留存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公告公布了新的《资源税纳税申报表》和《资源税纳税申报

表附表》，并附了详细的填表说明。 

2020年8月7日前，公众可以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网址：

http://www.chinatax.gov.cn）首页右侧“意见征集”系统提出意见，或通过信函方式将

意见邮寄至：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西路5号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邮政编码

100038），并在信封上注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税征管若干问题的公告》征求

意见”字样。 

1 税务总局就资源税征管若干问题的公告征求意见 

来源：中国税务报 

                                             



近日，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宁波市税务部门联合发布公告，自8月

1日起执行统一的税务轻微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执行统一的申报、发票类税务违

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国家税务总局支持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6项措施中的

两项重要举措落地，跨省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首次实现“同事同罚”。 

执行同一份“首违不罚”清单 

五地联合出台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包括纳

税人和扣缴义务人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事项、未按规定设置保管账簿、未按规定安

装使用税控装置、未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未按规定开具发票和税收票证等18项“首违

不罚”事项。对上述税务日常管理中发生率高、危害不大、容易纠正的税务轻微违法行

为，当事人在一年内首次违反且情节轻微，能够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依法

不予行政处罚，体现了宽严相济、罚教结合、包容审慎的现代监管理念。 

记者在清单上看到，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

或者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向税务机关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和

有关资料，纳税人当前税务登记状态为正常的，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

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期限内改正的，列入了“首违不罚”清单。而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

十二条，这种情形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 

位于上海市青浦区的上海香海织带机械有限公司，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等地设

有分支机构，公司负责人汪剑平看到“首违不罚”清单后说：“企业在多地经营过程中，

难免会发生未及时申报、丢失发票等情况。税务部门出台这一举措，对企业来说是一

种包容，给了我们一次自我纠错、自我改正的机会，也大大降低了行政执法对企业正

常运营的不利影响。” 

执行同一个“裁量基准” 

 

2 轻微违法“首违不罚” 申报、发票类“同事同罚” 

来源：中国税务报 

                                             



五地同时联合出台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申报、发票类税务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三省两市统一跨省市的税务执法裁量基准，实现区域内“执法一把尺子

、处罚一个标准、行为一个准绳”。 

据上海市税务局政策法规处处长余文华介绍，该裁量基准注重行政效率和实际

操作性，主要根据违法手段、危害后果等合理划分裁量阶次，对税收征管法、发票

管理办法规定的关于申报、发票类违法行为的19项税务行政处罚事项设定了裁量标

准，确保对纳税人的申报、发票类违法行为的税务行政处罚做到“同事同罚、公平

公正”。 

上海市青浦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副所长赵建平长期在办税服务厅处理企业上门

办税事宜，他说，以一家无票无税的正常户企业未按期申报为例，青浦区税务部门

对企业年度内出现第二次未申报情形的，按次处以50元的罚款，但是相邻省份的税

务部门对相同的情形处以100元到300元的罚款，有些在两地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就表示很不理解。发票类裁量基准的统一，将之前零散的、各地区不一的操作标准

和口径全面统一、规范，实现了“同事同罚”，也便于基层税务人员对照执行。 

上海市普陀区的月星集团是一家大型企业，旗下的“月星家居广场”和“环球港”

遍布长三角区域。该集团财务负责人顾婵娟说：“对我们跨区域经营的企业而言，

这项新政有利于集团内部涉税事务的标准化管理。” 

顾婵娟还注意到，裁量基准对“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

”等纳税人比较容易“踩线”的业务，推出了“简化计算”的办法，即“个人每次处20元

的罚款，单位每次处50元的罚款” 的较轻处罚基准，“这个办法充分凸显了执法的人

性化”。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着眼增强金融服务中小

微企业能力，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通过《保障中小企

业款项支付条例（草案）》，维护其合法权益；部署进一步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特别是保中小微

企业、民营企业生存发展，必须加大金融支持，发挥中小银行不可或缺的作用。会议

决定，在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限额中安排一定额度，允许地方政府依法依规通过

认购可转换债券等方式，探索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的新途径。一是优先支持具备

可持续市场化经营能力的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增强其服务中小微企业、支持保就业

能力。二是以支持补充资本金促改革、换机制，将中小银行完善治理、健全内控机制

等作为支持补充资本金的重要条件。三是压实地方政府属地责任、银行及股东主体责

任、金融管理部门监管责任，在全面清产核资、排查风险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的前提

下，一行一策稳妥推进补充资本金，地方也要充分挖掘其他资源潜力给予支持。四是

加强监管和全过程审计监督。对专项债合理补充资本金建立市场化的到期及时退出机

制，严防道德风险。 

会议指出，当前稳住经济基本盘，要着力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出台保障中小

企业款项支付的法规、维护其合法权益，迫在眉睫。会议通过《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

付条例（草案）》，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合同订立、资金保障

、支付方式等作出规定，规范付款期限，明确检验验收要求，规定不得以负责人变更

、等待验收、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迟延支付，并建立支付信息披露制度，要求机关

、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将逾期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金额等

信息向社会公开或公示，设定了违约拖欠投诉处理、失信惩戒、处分追责等条款。会

议要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要带头做落实法规、保障支付的表率，国有企业、大型

平台企业也要严格执行法规规定。对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典型案例要公开曝光，国务院

办公厅及有关部门要加强督查，确保法规执行到位。 

3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着眼增强金融服务中小微
企业能力 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等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会议指出，国家高新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对示范引领更大力度改

革开放具有重要作用，也有利于促进“双创”和大学毕业生就业。一要在国家高新区

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相关改革试点政策，加强创新政策先

行先试。放宽海外人才长期多次签证、居留许可等规定。二要加大国家高新区开放

力度，鼓励与国外园区开展多种形式合作，更好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三要鼓

励商业银行在国家高新区设立科技支行，支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支持符合条

件的国家高新区开发建设主体上市融资。 

                                             





一起职务侵占案牵出的税案 

近日，湖北省黄冈市纪委监委对国家税务总局黄冈市税务局等4家单位和18名同

志予以通报表扬。此次通报表扬源于S天然气公司（以下简称“S公司”）原企业法人

代表杨某涉嫌职务侵占犯罪系列案件，黄冈市税务局与市纪委监委等部门通力合作

，共同查办了该案，从境内外追回赃款2.024亿元，挽回国有资产损失近1.4亿元，补

缴税款1800 多万元。 

牵出一起税案 

2018年12月，黄冈市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稽查局”）接到黄冈市浠水县公

安局转来S公司法人代表杨某套取挪用公司银行贷款资金涉嫌偷税的材料，同时市纪

委监委也通过市税务局传达了S公司的涉税违法情况。 

这是一起受到多个部门关注的案件。为慎重起见，稽查局决定先成立调查组，

从外围入手，对S公司的涉税违法线索进行调查分析，弄清涉税违法线索的真实性和

立案检查的切入点，为下一步正式立案检查做好铺垫工作。查询征管资料，检查人

员发现，青岛R实业有限公司是由自然人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代表人

和两位投资人均为外省人士。 

检查组先到公安部门进一步了解情况。公安部门介绍，他们是在侦查杨某职务

侵占犯罪时发现这一情况的：杨某为套取公司银行贷款资金，编造虚假在建工程，

通过自己设立的空壳公司，将大量资金转出公司，用于公司之外的资本操作。同时

，公安部门还提供了一个线索，S公司股东之一的A国资公司发现其拥有的公司权益

受到侵害，曾委托B会计师事务所对S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全面审计。检查组迅速与

A 国资公司联系。A国资公司积极配合，提供了相关审计资料，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

第一手资料。 

通过这些资料，检查组发现，S公司存在严重的偷税行为，正式决定对S公司立

案检查。 

1 
来源：中国税务杂志社 

                                             



协作打破僵局 

在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发现浠水县公安局正在对S公司进行刑事侦查 。 S 公 司

2018年以前的所有财务账证资料都被调存到浠水县公安局。为此，稽查局同浠水县

公安局协调，检查组与公安人员合署办公。同时，检查组联系A国资公司、B会计

师事务所等单位，相互配合，形成了一张无形巨网。 

此次检查涉及S公司及其3家分公司，跨越从2004年至2017年的14个年度，涉及

总销售收入14.5亿元，总销售成本12亿元，纵向时间跨度长，横向检查面广，检查

难度非常大。通过案头分析以及相关单位提供的资料证据，检查组确定以该公司的

坏账准备、贷款利息费用、虚增资产等问题作为检查的突破口，顺藤摸瓜，纵深剖

析，直捣问题的根源。 

检查组于2019年3月26日、27日分别向S公司及其3家分公司送达了税务检查通

知书，开始正式立案检查。S公司相关公司负责人和财务人员表示需上报上级公司

领导同意才能提供税务检查相关资料，以此进行推诿。4月3日，检查组再次向以上

4家公司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令其限期提供相关资料，但这4家公司仍逾期不提供

资料。4月10日，检查组分3个小组到团风、英山、龙感湖分公司依法进行实地检查

，要求其提供相关资料，但仍遭到拒绝。 

针对公司拒不配合检查的情况，检查组及时向市局领导、市纪委协调小组报告

情况，与公安机关沟通可采取的措施。经讨论，决定采取先礼后兵的方式，由公安

和税务联合给该公司的上级公司领导做工作，要求其积极配合本次检查，如果拒不

配合，将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在公安、税务联合宣传攻势下，该公司开始主动配合

检查组工作，提供了相关资料。 

案件水落石出 

检查组首先对4家公司的财务账簿进行审阅，分析其涉税风险。在前期B会计师

事务所提供线索的基础上，对发现的重点问题进一步核实取证。 

                                             



检查发现，杨某于2008年与韩国某公司协商，将S公司股权部分转让给韩国公

司，双方达成转让意向。杨某为抬高公司价值，采取了虚增公司资产的非法方式。

杨某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他人身份证注册了3家公司，这3公司均为空壳公司

，未从事任何经营业务。杨某以这3家公司的名义，虚构天然气管网工程，编制虚

假的工程预算、工程量结算手续、工程决算书等资料，通过虚开工程发票、购买假

发票、“大头小尾”发票入账，将大量资金转到3家空壳公司，从而在账面上形成大

量的虚假固定资产。 

为把涉嫌虚增工程量查细查实查准，检查人员对账簿上在建工程的数据逐笔分

析，对建筑发票和工程材料发票逐张鉴别真伪，并与公安部门提供的相关证人证言

、外调证据进行印证，最终确定该公司虚增管网工程7400万元，调减固定资产折旧

1650 万元，调减固定资产5796 万元。 

检查还发现，该公司通过非法手段转移的资金中，包含工行及建行专项贷款资

金1.9亿元。这笔贷款是专门用于公司天然气管网建设的，但实际上，除小部分资金

用于支付实际发生的工程款、材料款外，其中的1.54亿元被杨某转出公司挪作他用

，贷款利息却由天然气公司承担。挪用贷款资金的利息费用如何调整？这是税企双

方间最大的争议。 

为此，检查组创新思路，灵活采取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案。由于公司转账资金笔

数多，资金来源杂、去向广，很难分清哪一笔是专项贷款。于是，检查人员针对3 

家空壳公司，通过在建工程、工程物资和银行存款科目，逐一核对每一份转账单据

，将工行和建行转到这3家公司的每一笔转账都清理出来，并对照虚增资产的数据

，将定性为非法转移资金的部分，按转出后实际占用天数计算应分摊的银行利息费

用。经计算，调减资本化利息费用42181万元，调减财务费用7540万元，共计审增

应纳税所得额8532 万元。 

至此，案件水落石出，虚增的资产露出原形，转移海外的赃款也迅速得到追回

。 

                                             



 

这是一起企业法人代表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财产，转移国有资产，编制虚假

财务报表，偷漏税款的犯罪案件。 

案例中，S天然气公司原企业法人代表杨某通过设立空壳公司、编造虚假工程、

编制虚假工程单据、购开虚假发票、隐匿收入虚增费用等恶劣手段，达到套取公司

资金、高价转让国有股权的目的。 

虚增资产会导致虚增固定资产折旧和增值税进项税额，少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

税；“大头小尾”发票入账隐匿收入导致少缴纳企业所得税…… 

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第四款：税前扣除凭证在管理中遵循

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原则。真实性是指税前扣除凭证反映的经济业务真实，且

支出已经实际发生；合法性是指税前扣除凭证的形式、来源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等

相关规定；关联性是指税前扣除凭证与其反映的支出相关联且有证明力； 

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款：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

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

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九款：纳税人购进货物、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

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S天然气企业法人杨某以编制虚假报告、侵占公司资产为舞弊手段；以职务之便

滋生舞弊的温床，造成国有资产和税款流失。税务局与市纪委监委等部门的通力合

作，侦破此案，挽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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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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