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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继续实施制度性减税，提高直接税比重

2.全年新增减税超过5500亿元！国务院再次部署推进减税降费

税务要闻

1.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出口猫腻

案例分享





1 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

文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3号

发布时间： 2021/03/31 生效日期： 2021/01/01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为进一步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科技创新，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明确制造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

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2021年1月1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

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1年1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

的200%在税前摊销。

造业企业，是指以制造业业务为主营业务，享受优惠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占收入总

额的比例达到50%以上的企业。制造业的范围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574-2017）确定。收入总额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规定执行。

《公告》企业预缴申报当年第3季度（按季预缴）或9月份（按月预缴）企业所得

税时，可以自行选择就当年上半年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采取“自行判别、

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办理方式。

《公告》明确企业办理第3季度或9月份预缴申报时，未选择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优惠政策的，可在次年办理汇算清缴时统一享受。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63160/content.html


2
关于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
的通知

文件名： 关于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

文号： 财关税〔2021〕5号

发布时间： 2021/03/22 生效日期： 2020/07/27-

2030/12/31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为落实《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进口

税收政策的通知》，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和

软件产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

局制定并联合印发享受免征进口关税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先进封装测试企业和集成

电路产业的关键原材料、零配件生产企业清单、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

软件企业清单。

《通知》明确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

局制定并联合印发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自用生产性（含研发用）原材

料、消耗品和净化室专用建筑材料、配套系统及生产设备（包括进口设备和国产设备）

零配件的免税进口商品清单。

《通知》明确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可享受进口新设备进口环

节增值税分期纳税的集成电路重大项目标准和享受分期纳税承建企业的条件，并根据

上述标准、条件确定集成电路重大项目建议名单和承建企业建议名单。

《通知》明确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制定或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牵

头制定的第一批免税进口企业清单自2020年7月27日实施，至该清单印发之日后30日

内，已征的应免关税税款准予退还。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制定的第一批免税进口商品

清单自2020年7月27日实施。

《通知》明确免税进口企业发生名称、经营范围变更等情形的，应自完成变更登

记之日起60日内，将有关变更情况说明报送牵头部门。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77/c5162758/content.html


3
关于做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或项目、软件企业
清单制定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

文件名：
关于做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或项目、软件企业清单制定工作有关要求

的通知

文号： 发改高技〔2021〕413号

发布时间： 2021/03/29 生效日期： 2021/03/29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为做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或项目、软件企业清单（以下简称“清

单”）制定工作，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

集成电路企业或项目、软件企业清单制定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

《通知》明确申请列入清单的企业，原则上每年3月25日至4月16日在信息填报系

统(https://yyglxxbs.ndrc.gov.cn/xxbs-front/)中提交申请并将必要佐证材料：电子版、纸

质版。如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完成审计，可先提交未经审计的企业会计报告，并于4

月16日后10个工作日内，在信息填报系统中补充提交经审计的企业会计报告。

《通知》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

委和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地方发改和工信部门”）根据企业条件和项

目标准，对企业申报的信息进行初核推荐后，报送至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

《通知》明确清单印发前，企业可依据税务有关管理规定，先行按照企业条件和

项目标准享受相关国内税收优惠政策。清单印发后，如企业未被列入清单，应按规定

补缴已享受优惠的企业所得税款。

《通知》明确已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或项目发生更名、分立、合并、重组以及主

营业务重大变化等情况，应及时向地方发改和工信部门报告，并提交相关材料，由国

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确定发生变更情形后是否继续符合企业

条件或项目标准。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62974/content.html


4 关于进一步优化增值税优惠政策办理程序及服务有关事项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进一步优化增值税优惠政策办理程序及服务有关事项的公告

文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4号

发布时间： 2021/03/29 生效日期： 2021/04/01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

革的意见》，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进一步精简

享受优惠政策办理流程和手续，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增值税优惠政策

办理程序及服务有关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明确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纳税人）适用增值税减征、免征政策

的，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时按规定填写申报表相应减免税栏次即可享受。

《公告》明确纳税人适用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应当在首次申请增值税退税时，

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退税申请材料和相关政策规定的证明材料。纳税人后续申

请增值税退税时，相关证明材料未发生变化的，无需重复提供。

《公告》明确除另有规定外，纳税人不再符合增值税优惠条件的，应当自不符合

增值税优惠条件的当月起，停止享受增值税优惠。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62928/content.html


5 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文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5号

发布时间： 2021/03/31 生效日期： 2021/04/01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为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和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

意见》，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

告》（2021年第11号）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征

管问题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明确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超过15万元，

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15万元的，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额免征增值税。

《公告》明确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以差额后的销售额确定

是否可以享受本公告规定的免征增值税政策。

《公告》明确按固定期限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可以选择以1个月或1个季度为纳税

期限，一经选择，一个会计年度内不得变更。

《公告》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所称的其他个

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

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过15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公告》明确按照现行规定应当预缴增值税税款的小规模纳税人，凡在预缴地实

现的月销售额未超过15万元的，当期无需预缴税款。小规模纳税人中的单位和个体工

商户销售不动产，应按其纳税期、本公告第五条以及其他现行政策规定确定是否预缴

增值税；其他个人销售不动产，继续按照现行规定征免增值税。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62926/content.html


6 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文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1号

发布时间： 2021/03/31 生效日期： 2021/04/01-

2022/12/31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明确自2021年4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对月销售额15万元以下（含本

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62930/content.html


7 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文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2号

发布时间： 2021/04/02 生效日期： 2021/01/01-

2022/12/31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实

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明确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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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条规定的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公告》明确对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

策基础上，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63184/content.html


8
关于落实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所得税优惠政策
有关事项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落实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

文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8号

发布时间： 2021/04/07 生效日期： 2021/01/01-

2022/12/31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落实支持

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

告》）。

《公告》明确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1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公告》明确对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在现

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体工商户不区分征收方式，均可享受；

个体工商户在预缴税款时即可享受，其年应纳税所得额暂按截至本期申报所属期末的

情况进行判断,并在年度汇算清缴时按年计算、多退少补。若个体工商户从两处以上取

得经营所得，需在办理年度汇总纳税申报时，合并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年应纳税所得

额，重新计算减免税额，多退少补。

《公告》明确对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个人，代开货物运输业

增值税发票时，不再预征个人所得税。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

企业个人合伙人和其他从事货物运输经营活动的个人，应依法自行申报缴纳经营所得

个人所得税。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63184/content.html


9 关于发布《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发布《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的公告

文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6号

发布时间： 2021/03/31 生效日期： 2021/01/01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

见》、国务院常务会有关部署，深入开展2021年“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推进税务领域“放管服”改革，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税

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对于首次发生下列清单中所列事项且危害后果轻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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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内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序号 事项

1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将其全部银行账号向税务机关报送

2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设置、保管账簿或者保管记账凭证和有关
资料

3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

4
纳税人使用税控装置开具发票，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的期限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开具发票的数据且没有违法所得

5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取得发票，以其他凭证代
替发票使用且没有违法所得

6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缴销发票且没有违法所得

7
扣缴义务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设置、保管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账簿或者保管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记账凭证及有关资料

8
扣缴义务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期限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有关资料

9 扣缴义务人未按照《税收票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开具税收票证

10
境内机构或个人向非居民发包工程作业或劳务项目，未按照《非居民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
税收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有关事项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62954/content.html


10
关于发布《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
车辆目录》（第一批）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发布《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第一批）

的公告

文号： 国家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1年第7号

发布时间： 2021/03/31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推进税

务领域“放管服”改革，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

《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的公告（以下简称

《公告》）。

《公告》明确《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

（第一批）。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71/c5163030/content.html


11 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文件名： 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文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0号

发布时间： 2021/03/22 生效日期： 2021/01/01-

2023/12/31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为继续实施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延续宣

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明确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执行下列增值税先征后退政

策：

 对符合规定的出版物在出版环节执行增值税100%先征后退的政策

 对符合规定的出版物在出版环节执行增值税先征后退50%的政策

 对符合规定的印刷、制作业务执行增值税100%先征后退的政策

《公告》明确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免征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

值税；对科普单位的门票收入，以及县级及以上党政部门和科协开展科普活动的门票

收入免征增值税。

《公告》明确享受本公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增值税先征后退

政策的纳税人，必须是具有相关出版物出版许可证的出版单位（含以“租型”方式取

得专有出版权进行出版物印刷发行的出版单位）；纳税人应当将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

策的出版物在财务上实行单独核算，不进行单独核算的不得享受本公告规定的优惠政

策。

《公告》明确已按软件产品享受增值税退税政策的电子出版物不得再按本《公告》

申请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63184/content.html


12 关于2021-2030年抗艾滋病病毒药物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文件名： 关于2021-2030年抗艾滋病病毒药物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文号： 财关税〔2021〕13号

发布时间： 2021/03/29 生效日期： 2021/01/01-

2030/12/31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为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属性，支持艾滋病防治工作，财政部、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2021-2030年抗艾滋病病毒药物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自202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对卫生健康委委托进口的抗艾

滋病病毒药物，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63184/content.html




4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三五”

时期累计减税降费超过7.6万亿元。“十四五”期间要继续完善减税降费政策。

财政部表示，下一步，将综合考虑财政可持续和实施助企纾困政策的需要，对去

年出台应对疫情的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分类调整、有序退出，同时，继续实施制度性

减税政策。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在发布会上表示，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是完善我国

现代税收制度的重要内容。“十三五”期间，我们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税制改革，包括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持续深化增值税改革，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度改革，调整优化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税率和环节，全面推开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

开展水资源税试点。同时，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加快推进税收立法，有8部税法经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我们税收法定步伐在加快。

通过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税制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直接税比重逐步提高，从

2011年的28.4%逐步高到2020年的34.9%，这个比例是用直接税的税额除以全部税收收

入得出的。税收对国民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和自动稳定器的机制作用逐步增强。

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要求，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健全地方税、

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建立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

收制度体系。

一是健全地方税体系，培育地方税源。完善地方税税制，合理配置地方税权，理

顺税费关系，按照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方案，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

方，结合消费税立法统筹研究推进改革。在中央统一立法和税种开征权的前提下，通

过立法授权，适当扩大省级税收管理权限。统筹推进非税收入改革。

二是健全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

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有效发挥直接税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

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夯实社会治理基础。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

人所得税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1 继续实施制度性减税，提高直接税比重

来源：中国税务报



3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先

进制造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上述政策加上已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预计全年新增减税

超过5500亿元。

这是继上周部署实施提高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等政策之后，国务

院再次部署推进减税降费。

会议确定：

一是加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并将个体工商户纳入优惠政策范围，从今年1

月1日起至明年底，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部分，在

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进一步降低实际税负。

二是从今年4月1日起至明年底，将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小规模纳税人增值

税起征点，由现行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

三是从今年4月1日起，将运输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仪表、医药、化学纤维等

制造业企业纳入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范围，实行按月全额退还增量

留抵税额。

会议强调，在落实减税政策的同时，要有序合理压减非税收入，坚决防止各种

名目乱收费增加企业负担。

专家表示，此次会议再次亮出推进减税降费的政策“组合拳”，将进一步为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减下更多“真金白银”，有助于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等制造业企业缓

解资金压力，帮助市场主体恢复元气，巩固经济恢复基础。

2 全年新增减税超过5500亿元！国务院再次部署推进减税降费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出口猫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 ， 是人类共同的文

化财富。夏布因凉爽宜人，常用于夏季穿着，是以“中国草”苎麻为原料编织而成的

麻布。夏布有着上千年的织造历史，2008 年，“夏布织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不法分子竟然盯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块金字招牌，以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和“

循环出口”为主要手段，骗取出口退税。重庆市税警密切协作，历时一年奔赴 8 省市

内查外调，成功查处了一起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骗税的大要案件。

调查遇阻转方向

重庆市有上百家夏布企业注册建厂，产品远销韩国、日本和东南亚诸国，进出

口总额超过 1.2亿美元，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名片产业。

2019 年 5 月，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收到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打击虚开骗

税违法犯罪两年专项行动案源，指明重庆市 A 公司、B 公司存在退税异常增长、除

农产品收购发票外未取得水电费发票等疑点信息，涉嫌骗取出口退税。

按照税务总局的任务部署和重庆市税务局的工作要求，重庆市税务局稽查局迅

速抽调跨区域稽查局的骨干力量开展查前分析，制定检查预案，成立了三个检查小

组，对 A 公司、B 公司实施突击检查。

2019 年 5 月，第一检查小组携带信息化设备对 A 公司、B 公司实施突击入户检

查，在办公地点依法调取了账簿凭证资料，依法对 A 公司、B 公司有关人员进行询

问。然而，A 公司、B 公司显然经过精心准备，相关人员对疑点问题“对答如流”，

突击检查未达预期目的。与此同时，第二检查小组对重庆市甲区、四川省乙市下辖

的 14 个村开展走访。调查中，A 公司、B 公司账列的农户最开始全部否认向企业出

售过苎麻原料。但随后几天，风向急转，被调查农户全都改口，承认向企业卖过麻

线，有过织布行为。一时间，走访外调陷入困局。第三检查小组飞抵上海对企业出

口真实性进行外调，但负责出口的货运代理公司拒绝配合，不肯提供仓库单据，甚

至篡改 A 公司、B公司的电子资料。检查陷入僵局。

1
来源：中国税务杂志社



三个小组的调查全部遇阻，调查人员研究调整检查方向，将首要突破方向由“出

口环节找真实货主”向“运输环节查车辆轨迹”转变，主要战法由“多点开花，使其不

能顾首尾”向“收缩战线，在局部战场形成压倒性优势”转变。

层层掘进见成效

按照新的思路，检查组收缩兵力专攻 A 公司的物流环节，发现企业取得的某物

流公司开具的运输发票，票面信息显示 ：起运地重庆市甲区、目的地上海，运输车

辆车牌号为渝 XX.A 公司还取得某物流公司提供的运输单据作为备案单证。但检查

组调查发现，运输车辆渝 XX 从未到过上海。通过询问，该物流公司承认按照A 公

司的要求，向其提供虚假编制的运输单据。随后，检查组先后 73 次对重庆市甲区

及四川省乙市下辖的 14 个村走访调查，通过宣讲法律政策，打消群众疑虑，鼓励

群众说实话、讲实情。经过艰苦的努力，调查人员核实了 A公司、B 公司账列农户

从来没有卖过苎麻原料、没有织过夏布。

检查组还对 A 公司、B 公司及相关人员的银行账户进行穿透追踪，发现企业结

汇后以收购农产品为由，将钱款由对公账户打入收购人员个人账户，收购人员收到

钱款后，以收购麻纱的名义将钱提现。调查人员判断这是一种通过“提现伪造资金

支付，又通过存现回流资金”的资金空转手段，涉嫌伪造收购业务。

根据前期掌握的证据，检查组将案件线索向公安部门移送。重庆市公安局经侦

总队高度重视，会同重庆市税务局稽查局成立专案组，对两家涉案企业开展联合检

查，通过问询调查，两公司法人代表及相关人员均供述伪造收购业务和生产业务的

违法事实。至此，重庆市甲区夏布企业骗税团伙浮出水面。

千里奔袭终突破

正当案情看似理顺的时候，骗税团伙开始对正常的执法工作“扣帽子”“泼脏水”

，串联拉拢其他夏布企业以停工停产相威胁，利用行业协会不断向税务部门施压，

给检查工作造成巨大的阻力。检查组为避免拉锯战，决定再赴上海港口突破堆场仓

库。



经过取证，检查组最终成功找到 A 公司、B 公司被隐匿的出口资料。根据企业

入仓资料中江西、云南、广西、江苏、山东等 8个省市的运输单据，检查组兵分 8

路赴八省市展开调查。

2020 年 7 月，专案组实施收网行动，成功抓获舒某某等 7 名骗税团伙核心成员

，另 1 人脱逃后迫于压力主动自首。至此，这起非遗骗税的大要案件成功告破。经

集 体 审 理， 依 照 法 律 规定，决定追缴 A 公司、B 公司骗取的出口货物退税款

1879.40 万元和 1777.07 万元，停止两家企业出口退税权，并移送公安机关。随后，

检查组对甲区夏布行业开展专项清理，又查明 2 户夏布企业涉嫌骗取出口退税 2131

万元，发现 3 户夏布企业涉嫌违规申请退税 418 万元。

信永中和观察

这是一起通过虚开农产品发票、循环出口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夏

布织造技艺”生产的夏布为主要手段骗取出口退税的违法案件。

案例中，重庆市A、B公司通过在账面虚列从没有卖过苎麻原料的农户信息、构

造自对公账户提取现金向上述农户购买农产品的情景虚开农产品发票；通过与物流

公司串通，取得虚假的运输单据作为出口备案单证，骗取出口退税损害国家税收制

度。

对检查方向的调整对最终破获本案起决定性作用。案件早期，税务人员更多的着

眼于出口环节，受阻之后转向运输环节查车辆轨迹，因为税法对开具车辆运输发票

有相关规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停止使用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9号）第一条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提

供货物运输服务，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开具发票时应将起运地、

到达地、车种车号以及运输货物信息等内容填写在发票备注栏中，如内容较多可另

附清单。正是依据发票的起运地、到达地等信息，税务人员发现了本案隐藏的端倪。

本案的成功破获，不仅维护了国家税收制度，也保护并传承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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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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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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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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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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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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海口市国兴大道15A号全球贸易之窗大厦24层2401号
业务联系人：商小刚（合伙人）
电话：136 9686 3490、0898-3638 5566

邮编：57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