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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以专业为客户增添价值，做受人尊敬的财税顾问

愿景：

成为财税服务行业的持续领跑者，做百年企业

价值观：

永远以客户为中心,专正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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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税 新 政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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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2号），文件

内容如下：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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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产税的期限，延长至2021年12月31日。

4.为进一步促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财

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明确先进制造业

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5号）公告如下：

①自2021年4月1日起，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

先进制造业纳税人，可以自2021年5月及以后

纳税申报期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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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所得税

实际税负率降低至2.5%）；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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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本公告执行期限为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

12月31日。

2.2021年4月26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

《关于取消部分钢铁产品出口退税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6号），

文件内容如下：

自2021年5月1日起，取消146种钢铁产品出

抵税额：

A.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

B.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或者B级；

C.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

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

D.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

罚两次及以上；

E.自2019年4月1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

后返（退）政策。

②本公告所称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2019年3

月31日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③先进制造业纳税人按照本公告规定取得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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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1年5月1日起，取消146种钢铁产品出

口退税。具体执行时间，以出口货物报关单

上注明的出口日期界定。

3.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落实“六

稳”“六保”促进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第

二批）的通知》（鲁政发〔2021〕4号），青

岛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发

布《关于继续延续实施城镇土地使用税、房

产税减免政策的通知》，文件规定：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③先进制造业纳税人按照本公告规定取得增值

税留抵退税款的，不得再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

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客 户 服 务 案 例

背景：2021年1月，某企业财务人员

即将休产假，企业账务无合适的人

选接手。经朋友推荐，了解到百福

润财税有产假期间财税外包业务。

于是，联系到百福润财税公司。

财税服务案例
友情提示

财务是一项专业且连续性很高的工作，

当企业财务人员休产假时，短时间很难

寻找的到专业的财务人员，也很难从内

部短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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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联系到百福润财税公司。

服务经过：百福润的专业财税人士

第一时间与企业决策层、会计人员

进行良好的沟通和对接，并详细了

解企业账务情况，无缝的衔接了会

计人员休产假期间的财税业务，保

证了账税处理的规范性和延续性。

为了帮助企业解决这些现实的问题，既

能让会计安心休产假，又能让公司财务

工作顺利进行，百福润财税咨询推出产

假财税外包产品，解决客户朋友的燃眉

之急。



a：必须是报关离境的出口货物;

b：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品名、数量、单位必须

与报关单一致;

c：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认证 ,发票勾选选择

“退税勾选”;

d：自2011年2月1日以后取得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

票，必须加盖开票方发票专用章。

②：从2020年1月20日起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

生跨境应税行为，未在次年4月份增值税纳税申报

期截止前申报出口退(免)税或者开具《代理出口货

物证明》的，在收齐退(免)税凭证及相关电子信息

2021年04月30日19:00至20:00，百福润财税通

过直播方式举办了2021年第4期老板沙龙活动，

沙龙主题为“外贸企业商事主体规划及风险防

控”。

本期老板沙龙由百福润财税客户发展部资深商

务顾问孙玉姗老师主讲，孙老师在百福润财税

有着13年的工作经验，擅长出口退税、商事主

体设立筹划、股权并购、清算注销。

老 板 沙 龙

孙老师从“外贸企业现状及发展、外贸企

业主体设立规划及风险防控、出口退税、

外管、海关相关政策及风险防控、特殊货 物证明》的，在收齐退(免)税凭证及相关电子信息

后，即可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此前已发生未处

理的事项，按本公告规定执行。建议企业及时取得

发票，以便以最快速度取得退税。

③ 退税率为0分为“免税”和“征税”两种情况。

企业在出口时，一定要注意退税率为0的征收方式。

④出口收汇期限没有取消，超期收汇或者办理不能

收汇手续后，仍可申报办理退(免)税，而不需按原

政策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需

要注意合同的审查。

（4）特殊货物进出口需要注意的事项

特殊货物在进出口时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例如：

非医用口罩报关出口的报关单上“境内发货人”为

出口公司名称，“生产销售单位”要体现下游供应

商的名称，“双抬头出口”情况才可以正常申报退

税。由于出口非医用口罩商品名称较长建议提前与

（1）外贸企业的现状及发展

2021年第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8.47万亿

元，同比增长29.2%。从WTO的数据可以看出，

疫情摧毁了某些商品的贸易，但同时促使了其

他商品的贸易。2021年外贸出口大方向可以选

择：需求基数大或增长迅速的行业，如日常用

品、防护类产品等。

（2）外贸主体设立规划及风险防控

①出口企业在注册时，一般要经过12个步骤，

在每一步都应该慎重填报企业信息。例如：

a：企业名称：中英文名应一致；

b：经营范围：企业类型不同，经营范围也不同；

外贸型出口企业，要有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生产型出口企业还要有生产的品类；

c：出口退免税备案：一般人的生产型企业采用

外管、海关相关政策及风险防控、特殊货

物进出口需要注意的事项”4个板块进行了

分享。

供应商针对进项发票开票名称进行沟通，以防因进

项发票商品名称，数量和单位等问题影响退税。

百福润财税作为专业的服务机构，可以提供从企业

注册至运营过程中的财税外包、出口退税、合同审

查等全流程的一站式服务，帮助企业防控风险，让

企业安心做业务。

c：出口退免税备案：一般人的生产型企业采用

免抵退税方法；一般人的外贸型企业采用免退

税；小规模企业采用免税方法。一般来说，一

个企业只能采取一种出口退免税的备案方法。

②企业类型不同，退税方式也不同。如果一家

外贸型企业想转型生产型企业，该企业的自产

直接出口或采购直接出口业务（全部采购货物

符合视同自产货物情况下）可以享受退税；如

果采购直接出口业务，其采购货物不符合视同

自产货物，则不可以退税，建议老板朋友可以

成立2家公司，一家公司从事生产，另外一家公

司从事外贸。

（3）出口退税、外管、海关相关政策及风险防

控

①出口货物退税需要满足的条件：

百福润财税2021年第5期老板沙龙

主题：跨境电商税收政策分析与解读

时间：2021年5月28日 晚上7点至8点

下期沙龙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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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ston

近期活动

为了促进克瑞斯顿

成员所的沟通和协作，

克瑞斯顿近期举办了如

下活动：

K R E S T O N 国 际 新 闻

1.为了确保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要求

的强大的数字营销标准和保证客户

的信息安全，kreston最近审查了所

有会员公司的网站，并对未达到标

准的成员所提出整改要求。

2.为了庆祝国际人力资源日，

Kreston将于 5月 20日举办下一期

Koffee with Kreston。此次将邀请来

自世界各地的人力资源同事加入，

并进行交流。

3.在听取成员的反馈和了解成员的

兴趣之后，Kreston更新了 ICAEW培

训视频的许可证。视频的内容是关

于"虚假保证"与"没有质疑"，这些

高质量的视频和材料免费提供给所

有Kreston成员直到2021年12月31日。

4.由Kreston全球税务小组举办的关

于"英国脱欧对国际税收结构影响"

的网络研讨会将于伦敦当地时间5月

12日下午1点至2点半通过Zoom平台

举行。本次网络研讨会将由税务小

组领导Mark Taylor主持，并吸引来

自不同地区的专家小组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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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富云 兰泽华
孙梅鑫

百福润财税同仁本月司龄

客户发展部

入司11周年

座右铭：

财税国内部

中级会计师

入司10周年

城阳AI部

入司2周年

刘婵婵

城阳AI部

入司1周年

座右铭： 座右铭：

座右铭：

刘全蓉

客户发展部

入司8周年

座右铭：

服务领域：

财税服务：
常年财税咨询顾问、财税外包、纳税筹划、出口退税、并购重组、转让定价、税务课程

法律服务：
日常法律咨询、法律尽职调查、合同审查、合规审查、知识产权保护、劳动法律关系

审计服务：
内控专项审计、财务报表审计、财税尽职调查、资产评估、资本验证

商务服务：
内资与外资企业注册、企业登记事项变更、企业清算注销、人事外包服务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百福润财税成立于2003年初，致力于为内外资企业提供财税外包、法律、审计以及商务服务。我们的宗

旨是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财税服务以及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同时与客户建立

信任以及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2015年，百福润财税正式成为全球第13大会计网络Kreston国际的成员所。我们不仅能够为国内的客户

提供服务，并且也可以为来自全球各地的其他客户提供资源对接和服务帮助。我们团队的特点为：国际

视野，本土资源。

大道至简，

悟者天成。

博学，

正直，

诚信。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联系方式

中国 上海办公室

浦东新区东方路710号汤臣金融大厦1612室

电话： +86-21 6876 9886

邮箱： cpash@brighture.com

免责声明：
【
百福润财税

】
简讯内容仅供阅读者参考，具体以相关法

规及当地行政机关判定结果为准。

*百福润财税以超过19年的经验，为内外资

企业提供财税、法律、审计、商务服务。

全球第13大会计网络KRESTON国际成员所，

国际视野、本土资源，一站式财税解决方

案，老品牌是您更稳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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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青岛办公室

市南区福州南路87号福林大厦A座602室

电话： +86-532 8597 9808

邮箱： cpaqd@brightur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