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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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ghai

Qingdao



财 税 新 政

1.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有关税收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企

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有关事项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34号），公告内容如

下：

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内预缴企业所得税税款超过

汇算清缴应纳税款的，纳税人应及时申请退税，

主管税务机关应及时按有关规定办理退税，不

下：

代扣、代收扣缴义务人和代征人请于2022年3月

30日前办理2021年度代扣代缴、代收代缴和委

托代征税款手续费申请和已办理2020年度“三

代”税款手续费申请的领款事宜。

4.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22年“稳

中求进”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第一批）的通

主管税务机关应及时按有关规定办理退税，不

再抵缴其下一年度应缴企业所得税税款。

2.为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有关要求，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权益性投资经营

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41号），公告内容如下：

持有股权、股票、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等权益性

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下简称独

资合伙企业），一律适用查账征收方式计征个

人所得税。

知》（鲁政发〔2021〕23号），青岛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发布《关于延续实

施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减免政策的通知》

【青财税（2022）1号】，通知内容如下：

《青岛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关

于明确疫情期间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困难

减免税政策的通知》（青财税〔2020〕5号）和

《青岛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关

于继续延续实施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减免

政策的通知》（青财税〔2021〕7号）中规定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

税的期限，延长至202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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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3.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民银行关于进一

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

（财行〔2019〕11号）要求，国家税务总局青

岛市税务局发布《关于2021年度代扣代收代征

税款手续费申请和2020年度代扣代收代征税款

手续费领款有关事项的通告》（国家税务总局

青岛市税务局通告2021年第1号），通告内容如

税的期限，延长至2022年12月31日。



客 户 服 务 案 例

背景：
某外资企业在青岛成立了10余年，主要从事进出口

业务，员工人数20余人。公司企业文化较为包容，对员工

的管理较为宽松，主要依靠员工的自觉性。公司的各项制

度主要依靠口口相传，没有成文的管理制度。近期公司聘

用的一位员工，出现了无故旷工、消极怠工等现象，严重

财税服务案例
友情提示

《员工手册》是员工尤其是新进员

工了解公司基本状况、企业文化的最直

接的载体。它传达了公司的制度文化，

告知了员工的行为准则。它本身就是员

工培训教育的最好教科书，是公司文化

的传播媒介，可以帮助企业降低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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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企业业务的开展。企业拟对其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

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制度文件依据，导致企业陷入被动的

局面。此时企业老板经朋友介绍了解到百福润可以提供员

工手册拟定，劳动法律关系等服务，于是联系百福润寻求

帮助。

服务经过：
百福润的专业法律顾问了解到企业的困境后，

与老板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沟通，企业处于被动局面主要是

由于缺乏员工手册导致的，如果企业有员工手册，在每位

员工入职时请员工签署好员工手册，则在员工出现违反制

度的行为时，就可以依据员工手册进行管理。百福润的法

律顾问详细的了解了企业的运营及部门设置情况、请假休

假管理等情况并结合我国劳动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企业拟

定了员工手册，并对企业全员进行了一次员工手册的培训，

确保员工理解到位，从而为帮助企业防控用工风险，助力

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的传播媒介，可以帮助企业降低人员的

管理成本和用工风险，也可以帮助员工

降低工作失误率，提高工作效率，维护

自身权益。如果企业一开始就有完善的

员工手册，很多纠纷很大程度上都可以

避免，降低用工风险和成本，降低陷入
法律事件的概率。

百福润可以提供员工手册拟定服务，

我们专职的专业律师团队会和企业进行

良好的沟通和对接，拟定和完善员工手

册，让企业的管理有章可循，更加制度
化、规范化。



2022年1月28日19：00至20：00，百福润财

税举办了2022年第1期老板沙龙，沙龙主题为

“外籍个人工资薪金所得个税政策解读”。

本期老板沙龙由百福润财税张瑜峰老师主讲，

张老师是资深财税顾问、中级会计师，在百福润

财税工作11年，擅长日资企业财税管理、外籍人

员个税咨询等。

2019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外籍个人

符合居民个人条件的
，可以

选择享受个人所得税

专项附加扣除
，
也可以选择享受住房补贴、语言

训练费、子女教育费等津补贴免税优惠政策，
但

不得同时
享受。外籍个人

一经选择
，在

一个纳税

年度内不得变更
。

自
2024年1月1日起

，外籍个人
不再享受

住房

补贴、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津补贴免税优惠

政策，应按规定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老 板 沙 龙

张老师从“居民个人与非居民个人纳税身份判

断、不同纳税身份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法、不

1.政府补贴相关政策

2019年1月1日新个税法开始实施，个人所得

税开始采取“综合+分类”计征模式，这也是中

国个税税制中第一次引入“预缴+汇缴”的征管

方式，新个税在实施过程中有许多变化的亮点。

（1）居民个人与非居民个人纳税身份判断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条在中国境内有

住所
，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

居住累计
满一百八十三天

的个人，为居民个人。

在中国境内
无住所

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一个

（3）不同纳税身份申报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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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居民个人

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劳务

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有扣

缴义务人的，
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代扣代

缴税款
，
不办理汇算清缴。

无住所个人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首次申报
时，

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等情况
预计一个纳税年度内境

内居住天数以及在税收协定规定的期间内境内停

留天数
，按照预计情况计算缴纳税款。

实际情况

断、不同纳税身份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法、不

同纳税身份申报注意事项”三个板块进行了分

享。

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
不满一百八十三

天
的个人，为非居民个人。

居民个人从
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

，依

照《个人所得税法》缴纳个人所得税。非居民个

人
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

，依照《个人所得税法》

缴纳个人所得税。

（2）不同纳税身份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法

纳税人身份不同，计算个人所得税的方式也

是不同的。总体的计算方式是：先将取得的工资

薪金换算为人民币，再确定应税收入，最后代入

公式计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留天数
，按照预计情况计算缴纳税款。

实际情况

与预计情况不符的，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关处

理。

百福润财税作为专业的服务机构，可以帮助

国外友人尽快了解中国对外籍人员取得所得的相

关税收政策，提前筹划，合理合法纳税。如果您

有任何财税相关问题，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百福润财税2022年第2期老板沙龙

主题:合同中关于发票、款项、税金约定的注

意事项

时间：2022年3月4日 19:00至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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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Kreston Global UK公司的一

个团队都会合作发布一份年度基准学术

报告。该调查包括来自代表1500多所学

校 的 300 个 信 托 机 构 的 数 据 ， 涵 盖

2020/21学年。今年是报告的第十年，由

弗莱明主教、邓肯和托普利斯、米切

尔·查尔斯沃思、必和必拓、克莱

夫·欧文律师事务所、克雷斯顿·里夫

斯和詹姆斯·考珀·克雷斯顿的合作完

成。

该报告主要介绍学院信托基金在过去一

年的情形，如果你有一个英国的学院信

托基金，并希望获得会计建议和支持，

可以联系他们。

2. Kreston Global今天迎来了一位新

成员：总部位于科威特的Johar及其合作

伙伴。

Johar及其合作伙伴专门为科威特的企业

提供审计和担保、财务咨询、会计、风

险、税务、慈善捐款管理和记账服务。

该公司将改名为克雷斯顿科威特公司。

3. James Cowper Kreston的联合管理

合伙人休·斯汤顿（Sue Staunton）在

《PF》杂志上讨论了新冠肺炎后生命科

学领域不断变化的资金状况。为寻求该

领域资金的生命科学企业提供有用的见

解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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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珊

客户发展部

中级会计师

入司14周年

百福润财税同仁本月司龄

袁欣峰

运营支持部

入司11周年

于品

青岛大客户部

中级会计师

入司8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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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司14周年

座右铭：心志要坚，意趣要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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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司11周年

座右铭：工作无小事，细节来自于

用心，细节决定成败。

入司8周年

座右铭：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

思毁于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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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