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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不再执行20种商品停

止减免税规定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明确自公告之日起，不再执行《国务院批转关税税则委员会、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第二步清理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减免规定意见的通知》（国发〔1994〕64

号）中关于20种商品“无论任何贸易方式、任何地区、企业、单位和个人进口，一律停

止减免税”的规定。

《公告》中规定的20种商品包括：电视机、摄像机、录像机、放像机、音响设备、

空调器、电冰箱和电冰柜、洗衣机、照相机、复印机、程控电话交换机、微型计算机及

外设、电话机、无线寻呼系统、传真机、电子计算器、打字机及文字处理机、家具、灯

具、餐料（指调味品、肉禽蛋菜、水产品、水果、饮料、酒、乳制品）。

1 关于不再执行20种商品停止减免税规定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不再执行20种商品停止减免税规定的公告

文号：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36号

发布时间： 2020/08/05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文件名：
国务院批转关税税则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第二步清理关税和进口环节

税减免规定意见的通知

文号： 国发〔1994〕64号

发布时间： 1994/12/16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55535/content.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8/30/content_5103501.htm


为规范资源税征收管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资源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

（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规定了计算应税产品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的计算方法。当纳税人以外购原

矿与自采原矿混合为原矿销售，或者以外购选矿产品与自产选矿产品混合为选矿产品销

售时，直接扣减外购原矿或者外购选矿产品的购进金额或者购进数量；当纳税人以外购

原矿与自采原矿混合洗选加工为选矿产品销售时，准予扣减的外购应税产品购进金额

（数量）=外购原矿购进金额（数量）×（本地区原矿适用税率÷本地区选矿产品适用

税率）。

《公告》明确纳税人申报资源税时，应当填报《资源税纳税申报表》。

《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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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2 关于资源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资源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

文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4号

发布时间： 2020/08/28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64/c5156066/content.html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获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截至8月初，我国18个税种中已有11个

立法，除了最新通过的这两部税法外，还包括车辆购置税法、车船税法、船舶吨税法

、个人所得税法、耕地占用税法、环境保护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烟叶税法、资源税

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

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近年来，不断提速的税收法定进程究竟对推动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让税收更加稳定权威

“只用了1分钟，没想到这么快！”前段时间，普华永道中国税务政策服务主管合伙

人马龙轻点手机微信补缴，几个步骤便完成了个税汇算。今年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实施

个税年度汇算，在突逢新冠肺炎疫情情况下，广大纳税人积极依法诚信办理年度汇算

申报，充分展现了当代纳税人高度税收遵从、诚信纳税意识，有力确保了年度汇算工

作有序圆满完成。

面对个税年度汇算这一新事物，广大纳税人的高度遵从离不开新修订的个人所得

税法所作的明确规定，“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按

年计算个人所得税；有扣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预扣预缴税款；需

要办理汇算清缴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三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内办理汇算清缴”。

税收法定除了将一些新的改革措施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外，还从整体上提升了

税收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现在大家所讲的‘税收法定’更多是指将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

例进一步提升为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其法律级次、权威性、刚性都将进一步提升。”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教授表示，推动税收法定，对于规范政府部门

的征税行为、保护纳税人权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税收法定进程步入关键冲刺期

来源：经济日报



以新颁布的契税法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法为例，据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

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介绍，两部税法均由此前的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提高了立

法层次，有利于未来地方税执行的刚性，同时对于完善地方税体系建设也具有重要

意义。

据了解，契税法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对不同主体、不同地区、不同类

型的住房权属转移确定差别税率。这一规定体现了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思路，赋予

了地方一定税政管理权限，有利于调动地方加强税政管理的积极性，因城施策促进

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当然，‘税收法定’绝不意味着‘换个马甲’，更重要的是凝聚了广大纳税人共识

，促进税法遵从，为广大纳税人创造公平公正的税收征管环境，促进我国经济不断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白彦锋表示。

李旭红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改革，税收体系逐渐完善，税收立

法工作全面推进，这对于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减轻市场主体负担，增强税制透明度

及确定性均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让优惠更加固定明确

通过税收法定，一系列备受广大纳税人关注的优惠政策也进一步得到了明确和

固定。2019年1月1日新个人所得税法正式实施后，提高“起征点”、调整税率表、增

加专项附加扣除、实行累计预扣法等改革举措让广大个税纳税人真正受益。山东金

锣集团包装车间工人张丽就是其中一员：“我们车间一线工人月工资6000元左右，

原来需要缴纳个税，自从提高了‘起征点’，有的同事就不用缴税了。”

税收法定中，有一些税种的优惠范围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比如，契税法基本

延续契税暂行条例关于税收优惠的规定，同时还增加了其他税收优惠政策：为体现

对公益事业的支持，增加了对非营利性学校、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承受土地、

房屋权属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养老、救助免征契税等的规定。



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修改为：“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扣除。”

专家认为，这一修改是对原有税收优惠政策的扩大和延伸，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了一大部分大额捐赠支出的税前扣除。无论是允许扣除12%的比例，还是三年结转

扣除，在国际上已经处于较高水平。这项政策调整体现了国家对公益事业的进一步

支持和鼓励，有利于调动企业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性，促进了我国公益事业健

康发展。

再以资源税为例，其对促进我国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发挥

着重要作用。2019年8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该法明确了多项免征和减征情形，比如开采原油以及在油

田范围内运输原油过程中用于加热的原油、天然气免征资源税；从低丰度油气田开

采的原油、天然气，减征百分之二十资源税；从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品，减征百

分之三十资源税。

税收法定正合力提速

“税收法定有助于充分发挥税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中的关键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告诉记者，税收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定

主义，是指国家征税必须要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不得要求公民纳税，这是规

范税收征纳行为，保护纳税人权益，实现税收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

“按照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现代税收制度在法源形式上必然以税收法律为主体。

因此，当前完善税收制度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加快税收立法步伐，有计划地将各税

种条例上升为法律，特别是要在一些重要税收立法上取得进展。”施正文表示。



根据财政部今年初发布的2020年立法工作安排，将力争在年内完成增值税法、

消费税法、关税法的起草工作，及时上报国务院。专家认为，历经多次改革，我国

已经基本建立了现代增值税制度，为增值税立法夯实了制度基础。目前，增值税相

关改革措施已全部推出，立法条件成熟。2019年11月2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联合发布通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

据了解，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按照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构建科学财税体制

要求，以法律的形式巩固营改增及增值税改革成果，还为促进经济发展及培育新业

态新模式预留了制度空间。同时，通过立法巩固营改增成果，实现增值税对货物和

服务的全覆盖，建立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框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接

续转换。此外，还提出了增值税纳税申报、发票管理等要求，提高征管效率，防止

税收漏洞。

根据2019年12月3日公布的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消费税法将延续消费税

基本制度框架，保持制度稳定，并将已实施的消费税改革和政策调整内容体现在草

案中。此外，根据消费税调控特点，授权国务院调整税率，还根据消费税改革需要

，在消费税法中设置衔接性条款。

施正文表示：“税收法定原则不仅要求税收征收要依据形式上的法律，而且要求

所制定的税收法律要遵循量能课税、保障生存权等原则，实现税收领域的良法善治

，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强合力来完善税收立法体制和立法程序。”



据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统计，今年1月~7月，福建省共完成递延纳税优惠

备案33户次，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3.7亿元，促进外资利润再投资37.1亿元，约占福

建省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7.4%。递延纳税政策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福建吸引外

资的新亮点。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外资企业向境外投资者分配利润须缴纳10%预提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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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不征收预提

所得税。

福建省税务局国际税收管理处处长邱鹏亮告诉记者，递延纳税政策有利于直接

降低外商再投资成本，促进外商增资扩股减少利润汇出，是“稳外资”的重要举措。

据统计，该项政策实施以来，福建省共为外商企业完成递延纳税优惠备案115户次，

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逾9亿元，累计促进外商利润再投资超过90亿元。

百威雪津啤酒有限公司是福建啤酒龙头企业。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冲击，企业的

产量、销量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4月，百威亚太区总裁兼CEO杨克到访福建，

在了解到此项税收优惠政策和福建省政府鼓励投资的其他优惠政策后，当即宣布增

加5亿元投资。

福建税务部门在获悉情况后，组织政策服务团队走访企业，为企业解读政策。

前不久，百威雪津啤酒决定将7月利润分配5亿元，作为再投资本金。税务部门第一

时间为企业办理了递延纳税备案，并落实了企业应享受的6000万元税收优惠。当地

政府也按照外资到资奖励1.5%的政策兑现了750万元奖金。

“为了进一步回馈政府和税务部门的支持，我们在新厂搬迁后将持续投入重大项

目，推动多款新产品落地生产，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百威雪津啤酒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黄丽梅表示。

2 递延纳税成吸引外商投资“磁石”

来源：中国税务报



鼓励外企增加投资，不仅要促“增量”，也要挖“存量”。为确保递延纳税优惠政

策落地，福建税务部门通过对未分配利润超千万元的外资企业建档管理，采取分级

分批走访调研的方式，挖掘有投资意愿的外资企业，向企业宣传递延纳税政策。

不少受访企业表示，会加速增资决策落地，或积极向境外母公司做好宣传，争

取利润再投资。

福建百宏集团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受疫情影响，百宏集团的国外订单数量

减少。为此，百宏集团瞄准市场对抗菌材料的需求增长，计划开发无毒、更安全、

性能更高的“抗菌纱”，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晋江税务部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积极宣传相关政策，鼓励百宏集团扩大投资

。集团董事会决定，对今年8.8亿元利润进行分配并再投资转为资本金。晋江税务部

门随即开启对外投资“绿色服务通道”，专门召集有关部门召开现场会，专题研究解

决相关税收问题。

“这项政策无疑给企业带来了投资的信心。”百宏集团财务总监许晓峰表示，

2018年以来公司累计利润再投资17.8亿元，享受再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优惠

1.78亿元。利用这些追加的投资，百宏集团先后投入建设了年产22万吨涤纶丝、年

产1.44万吨ES纤维、年产25万吨工业丝和年产25.5万吨聚酯薄膜等项目。目前，集

团向全产业链布局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8月25日~27日，全国税务系统司局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在京举办。研讨班学员

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更好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服务“六稳”“六保

”大局等主题进行研讨。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军参加研讨时强调，全国税务系统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旗帜鲜明讲政治，攻坚克难勇担当

，全力服务“六稳”“六保”大局，更好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

性作用。

王军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充分反映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伟大实践的最新教材，是全面系统反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这部著作集中展示了许多具有原创

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思想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生动记录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奔涌向前的光辉进程，是读懂“中国之治”的“思想之门”；通

篇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的生动教材；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主张和举措，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智慧结晶。《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博大精深，各级税务机关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读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与学习先期出版的第

一卷、第二卷结合起来，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税收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与

加强政治机关建设结合起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在学思践悟改中不断提升政治能力、持续强化担当作为，切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

税收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强大动力。

王军指出，今年以来，受疫情冲击影响，税收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各级税务机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创新提出优惠政策落实要给力、“非接触式”办税要添力、数据服务大局

要加力、疫情防控工作要尽力的“四力”要求，注重在把握原则中精准拿捏尺度，抓住

新机推进工作创新和重点突破，毫不放松强化底线思维，切实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

以最快速度、最大力度、最优效率确保政策红利第一时间直达市场主体，有力服务了“

六稳”“六保”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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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要求，今年后几个月税收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各级税务机关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畏艰难、迎难而上，抓好统

筹、抓好协作、抓好落实。统筹推进减税降费和组织收入工作，既要把该减的税费

不折不扣减到位，又要努力把该收的税费依法依规收上来，坚决守牢不收“过头税

费”的底线；统筹做好优化执法服务和加强税务监管工作，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有序开展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试点工作，持续推进办税缴费便利化改革，优化

税收营商环境，严厉打击“假企业”“假出口”“假申报”等涉税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

强化税收大数据分析，在服务国家宏观决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市场主

体上取得新成效；深化税务系统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持续加强税务干部队伍建

设，更好推进税务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王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和新矛盾新

挑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圆满完成“十三五”税收工作的同时，着

眼长远、把握大势，高质量谋划“十四五”税收发展规划，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贡献税务力量，为“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奠定基础。

研讨班期间，有关专家分别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抓“六保”促“六

稳”进行了专题讲座。税务总局相关司局就今后一段时期重点税收工作进行了讲解

。学员们通过集中研讨交流等方式，畅谈了学习体会，分享了工作经验，并围绕聚

力攻坚克难、促进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一致表示，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更加

振奋的精神、更加饱满的干劲，全力为抓“六保”促“六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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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内各单

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办，副省级

城市税务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学习研讨。





“择期申报”骗优惠把戏穿帮受处罚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稽查局查实M建筑公司通过假申报的方式，

骗取增值税税收优惠，逃避缴纳税款。针对企业涉税违法行为，该局依法作出补缴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15.19万元，处罚款7.4万元并加收滞纳金的处理决定。

近期，咸宁市税务局稽查局以增值税发票开票日期、开具金额、销售收入增长

率为指标，结合风控线索，加强了对疫情防控期间不符合标准但享受疫情防控优惠

政策企业的筛查工作。在此过程中，M公司进入检查人员视线。今年第一季度企业

申报的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1000多万元，其中免税收入近500万元。M公司为建

筑施工企业，第一季度疫情防控期间湖北省建筑施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如此大额

的销售收入从何而来？

检查人员分析认为，M公司很可能存在虚假申报行为。

检查人员随即对M公司进行实地检查，对企业今年第一季度开票明细、业务合

同、原始凭证等实施查验分析。

检查人员发现，M公司在2017年～2019年先后签订了6个建筑施工合同。其中，

C项目合同约定付款日期为2019年12月31日，M公司今年3月开具免税增值税普通发

票41份，票面金额共计400万元；D项目合同约定付款日期为今年1月20日，G企业今

年3月开具免税增值税普通发票2份，票面金额共计12.05万元；E、F 项目均于2019

年2月3日竣工，合同约定于今年2月3日结清合同款，M公司在今年3月开具免税增值

税普通发票10份，票面金额共计81.08万元。

按照税法规定，M公司所承建的C项目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应为合同约定付款日期

2019年12月31日；D项目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应为2020年1月20日；E、F项目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应为合同约定付款日期2020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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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人员认为，以上4个项目涉及销售收入共计493.13万元，在时间上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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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2020〕

13号）规定予以免征增值税的情形，企业不应享受疫情防控期间增值税税收优惠政

策。

随后，检查人员约谈了M公司负责人胡某，并对其进行了税法宣传。最终胡某

承认了通过违规将493.13万元施工收入在3月申报为当期免税收入，试图“浑水摸鱼”

利用疫情期间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阶段性免税政策，少缴税款的事实。咸宁市税务

局稽查局依法对M公司进行了处罚。

自疫情以来，国家为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鼓励企业早日复工复产，出台了一

系列税费优惠政策。案例中M建筑公司未按照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相关规定、违

法利用疫情期间的税收优惠政策，受到咸宁市税务稽查局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第三款：采取赊销

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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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M建筑公司属于湖北省内小规模企业，根据财税〔2020〕13号关于支持个体

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的相关规定，自2020年3月1日至5月31日，对湖北

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3%预征

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

M建筑公司将应税收入人为调整至免税期间申报，试图利用疫情期间减免政策少

缴纳税款，最终为攫取不当利益的违法行为承担相应处罚。

信永中和观察



一起涉外企业关联交易带来税收风险的启示

2019 年11 月，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从风险应对指标库中发现新沂X 化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公司”）风险分值较高，于是下发指令性任务，要求国家税务

总局新沂市税务局在3 个月内完成风险应对。

X 公司1995 年成立，是一家中日合资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15% 的

优惠税率，日方投资比例15%，主要产品为某种农药。面对X公司这样一家年收入过

亿元的合资企业，按照省局《风险应对工作模板》，新沂市税务局先后开展了调查

取证、案头分析与纳税人约谈等工作。

调查取证发现疑点

新沂市税务局组建了由局内业务骨干组成的应对团队。队员们有针对性地学习

了关联交易、转让定价、高新技术研发费归集和扣除标准、房产税等相关知识，梳

理了新沂市财税办提供的涉及X公司的信息，同时在中国化工网、新沂市政府网上

搜索了X 公司的生产工艺、产品价格、企业动态等信息，还利用稽查系统的电子数

据采集器采集了X 公司的电子数据，为找准事实查清问题打下了坚实基础。

经过调查取证，应对团队发现X公司五项疑点。一是有外商投资却无利润分配。

X 公司2016年有代扣代缴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的申报记录，2017 年和2018 年却没有

，而这三年的年末未分配利润逐年增长，是什么原因让X公司没有分配利润？二是

产品外销价格偏低。通过电子数据采集，发现X 公司2016—2018 年产品外销价格明

显偏低，而且销售对象正是X 公司的日本投资方，X公司是否未按照独立企业往来

作价销售？三是房屋建筑物申报比对有差异。2017 年X公司一户式房源登记中原值

为1645 万元，同期企业所得税年报中为2459 万元，相差814 万元。四是X公司2018

年研发费用占比较大，超过1800万元，同比增幅达247%，占当期成本的比例达到

5.87%，数据异常。五是结合新沂市人民政府网信息，X公司在2017 年搬迁新址，旧

设备销售是否申报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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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释疑 颗粒归仓

针对上述疑点，应对团队约谈了X公司部分财务人员和仓储人员，并核对了相

关账簿报表。

一是确认了上述第三项疑点。房屋建筑物申报比对的差异，原因在于X公司

2017 年购买了价值814 万元的两套别墅，用于接待客户， 暂未取得房产证， 未进

行房源登记。这一点也在新沂市财税办的个人房产转让信息中得到印证，X公司应

补缴房产税和滞纳金27.8 万元。二是确认了上述第四项疑点。针对2018 年研发费用

占比较大的问题，X公司提供了研发费用申报明细，结合电子数据采集器生成的研

发费用归集明细，对照记账分录和摘要，双方一致确认2018 年非研发费用混入研发

成本以及新产品试制销售收入未冲减研发成本，应补缴企业所得税45.88 万元。三

是确认了上述第五项疑点。针对企业搬迁信息，X公司提供了转让旧设备1418 万元

的原始记录，经电子数据采集器的分录还原，应对团队确认该资金挂在往来账上，

X 公司应补缴增值税195 万元、企业所得税183 万元。

但针对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疑点，双方分歧较大：

关于2017—2018 年利润未分配问题，企业解释是未分配，未分配就不履行代扣

代缴义务。为此，应对团队到工商部门调取了企业的原始公司章程，章程约定企业

利润每年在第一季度的股东大会后进行分配，不得延迟。同时走访了新沂市化工行

业协会，了解到近几年化工行业行情较好，盈利颇丰，行业内普遍要求进行分红。

评估人员再次约谈了X公司财务人员，财务人员道出了实情，X公司的利润确已分

配，但日本企业所得税税率是30%，高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15% 的优惠税率，到日

本还要再补缴税款，日方要求压一下， 延迟一段时间，考虑到双方都受益，账面才

未做利润分配。X 公司同意按照原分配方案中日方分得的2550.81万元申报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255.08 万元。



关于内外销价格差异较大，X公司解释是由于外销对象也就是投资方对本企业

提供了无偿技术援助和信息服务，价格低于国内也在情理之中。X公司是中外合资

企业，每年都要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同期资料”，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

报告，以及国家税务总局2016 年第42号公告《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

关事项的公告》的规定，认定X公司的日本外销对象为关联企业。查看企业定价协

议，发现2014年日方在投资X公司时，双方约定销售给日方的产品以成本加成10%

进行销售。但X公司2017—2018 年毛利率分别达到了36% 和54%， 外销价格明显偏

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

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企业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

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依据国家税务总局2017 年6 号公告《特别纳

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X公司同意参照可比非受控价格进行调整

，补缴2017—2018 年企业所得税和利息302.05 万元。

应对团队还通过X公司约见了日方代表，就上述两项补税的依据进行了交流。

日方代表听取意见后对补缴的税款表示理解，并就X公司以后外销价格申报重新进

行了约定。



这是一起合资企业利用关联交易；违反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房产税相关规定，

逃避缴纳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房产税等的案件。

案例中，X 公司将非研发费用计入研发成本、新产品试制销售收入未冲减研发成

本，突增2018年研发费用，少缴纳企业所得税。依据政策为财税〔2018〕99号关于

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一）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企业

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第七款：

企业取得研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特殊收入，在计算确认

收入当年的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时，应从已归集研发费用中扣减该特殊收入，不足扣

减的，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按零计算。

X公司购买两套别墅用于接待客户， 暂未取得房产证， 未进行房源登记，应缴

纳房产税。依据政策为《房产税暂行条例》第二款：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产

权属于全民所有的，由经营管理的单位缴纳。产权出典的，由承典人缴纳。产权所

有人、承典人不在房产所在地的，或者产权未确定及租典纠纷未解决的，由房产代

管人或者使用人缴纳。可见，房产税应由产权所有人缴纳，是否取得房产证并不是

缴纳房产税的必要前提，只要房产已经开始使用就应当缴纳房产税。

X公司搬迁转让旧设备资金挂在往来账上，应补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依据政

策为财税〔2008〕170号四：自2009年1月1日起，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以下简称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应区分不同情形征收增值税。

X公司在境内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适用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境外股

东适用税率为30%。在已经向境外股东实际支付分红的情况下未在账面进行会计处理，

未履行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的义务。政策依据为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37号第

七款：扣缴义务人应当自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7日内向扣缴义务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和解缴代扣税款…非居民企业取得应源泉扣缴的所得为股息、红利等权益性

投资收益的，相关应纳税款扣缴义务发生之日为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实际

支付之日。

信永中和观察



X公司内外销价格差异较大且外销对象为日本关联企业，定价协议约定成本加

成10% 进行销售，而X公司2017—2018 年毛利率分别达到了36% 和54%， 外销价格

明显偏低。政策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企业与

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企业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

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X公司同意参照国家税务总局

2017 年6 号公告《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中的可比非受控价

格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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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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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税务师事务所（西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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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