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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税 新 政

1.为支持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优化市场

环境，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继续执行

企业 事业单位改制重组有关契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7号），公告

内容如下：

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合

同约定，合并为一个公司，且原投资主体存续

的，对合并后公司承受原合并各方土地、房屋

权属，免征契税。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30人（含）以下

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20%的，

可以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大型企业按不超

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60%返还。

②导致停工停业的中小微企业组织职继续实施

以工代训扩围政策。对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困

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离校两年内高校毕

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权属，免征契税。

②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分立为两个或

两个以上与原公司投资主体相同的公司，对分

立后公司承受原公司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

税。

③同一投资主体内部所属企业之间土地、房屋

权属的划转，包括母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之间，

同一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之间，同一自然人与

其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一人有限公司之间土

地、房屋权属的划转，免征契税。母公司以土

地、房屋权属向其全资子公司增资，视同划转，

免征契税。

本公告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执

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

根据吸纳人数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对生产

经营出现暂时困难工以工代训的，根据以工代

训人数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

上述两项政策受理期限截至2021年12月31日。

3.为切实做好夏季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工作，

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和劳动者合法权益，山东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山东

省税务局发布《关于发布企业职工防暑降温

费标准的通知》（鲁人社字（2021）64号），

通知如下：

企业职工防暑降温费标准调整为：从事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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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2.为贯彻落实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就

业优先政策要继续强化、聚力增效的部署，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

财政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发布《关于延续

实施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

（人社部发（2021）29号），通知内容如下：

①继续实施普惠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参

保企业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

作业和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300元；其他作

业人员每人每月180元。全年按6月、7月、8

月、9月共4个月计发。防暑降温费列入企业

成本费用。

本通知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客 户 服 务 案 例

背景：某家居装饰公司已设立三年的时间，这

期间账务由一名兼职会计处理，兼职会计根据

取得的业务单据入账，核算比较粗糙。公司业

务不断发展，装饰工程不断增多，老板亟需财

务数据来为项目定价提供支持，但是由于财务

财税服务案例
友情提示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对财务的要求也

在不断的提高，会计也应由记账会计向

管理会计转化。不仅要提供过去的经营

成果数据，更重要的是为未来企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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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数据来为项目定价提供支持，但是由于财务

数据粗略，无法提供老板决策所需信息，这时

老板经朋友介绍联系了百福润的财税顾问。

服务经过：百福润的专业财税顾问了解企业的

需求后，拜访了企业，根据客户的需求确定了

财务应该按照项目精细化核算，将材料费、人

工费、差旅费等按照项目归集，按照完工百分

比确认收入与成本，准确核算每个项目的盈利

情况，为老板后续的项目定价提供了数据支持，

促进了公司盈利水平的提高。

展，项目的定价，利润的提升提供财务

管理的建议，为企业安全稳健的发展增

添力量。

百福润作为专业的 财税服务机构，可

以根据企业经营需求，量身定制账务核

算方式，既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又提供老板所需财务数据，做老板的智

囊团成员及贴心的财税管家。



⑥结售汇便捷: 允许在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登

记备案的电商及个人开立个人外汇结算账户，凭与

代理企业签订的进出口代理合同（协议）或运单，

直接在银行办理跨境电子商务涉及的外汇收支，不

受5万美元个人结售汇年度额度限制、逐步提高货

物贸易单笔金额上限等政策。

（3）跨境电商的关务法律政策

跨境电商在经营当中会面临着各种风险，比如在知

识产权侵权、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走私犯罪及走

私犯规等方面都会有隐藏的风险。

①海关知识产权边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纠纷是目前中

2021年05月28日19：00至20：00，百福润财税

通过直播方式举办了2021年第5期老板沙龙，沙

龙主题为“跨境电商税收政策分析与解读”。

本期老板沙龙由百福润财税退税兼AI部经理、中

级会计师史晓萌老师主讲，史老师在百福润财税

有6年工作经验，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

践经验。

（1）走进跨境电商

老 板 沙 龙

史老师从“走进跨境电商、跨境电商的利

好政策、跨境电商的关务法律政策”3个板

块进行了分享。

国卖家在跨境电商出口业务中遇到的最主要的法律

风险。入驻电商平台从事跨境电商的生产企业很多

原来就是代工工厂，具备一定的加工和生产能力，

但不具备产品研发和设计能力，主要采用模仿、小

改动的方式跟单生产和销售产品。建议客户朋友在

开展跨境电商产品生产和国际贸易之前，尽职调查

要先行；同时，商标和专利权具有非常严格的地域

性，企业要走向国际，注册申请要先行。

② 跨境电商贸易活动中申报不实是常见的违规行

为。跨境电商相较于一般贸易而言，具有品类多，

金额小，频次多的特点，容易在申报中出现差错。

建议客户朋友向海关如实申报，同时，建立商品质

量安全风险防控机制。

③将一般贸易伪报成跨境电商的贸易方式是常见的

手法。一些违法跨境平台在招揽有货物清关需求的

货主时，利用货主不了解国家跨境电商政策又希望

跨境电子商务是指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

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进行电子支付结算，

并通过跨境电商物流及异地仓储送达商品，从而

完成交易的一种国际商业活动。近年来，跨境电

商蓬勃发展，已成为推进外贸转型升级的一个重

要动能。目前，跨境电商主要分为两种业务模式：

企业对企业（B2B）和企业对消费者（B2C）。

（2）跨境电商的利好政策

为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国家出台了多项

利好政策。

①“清单核放”效率快成本低：跨境电商出口企

业将“三单信息”（商品信息、物流信息、支付

信息）推送到“单一窗口”，海关对“清单”进

行审核并办理货物放行手续，通关效率更快，通

关成本更低。

②“汇总统计”提升申报准确率：符合条件的跨

境电子商务出口商品，电子商务企业不再进行汇

总申报，按照《申报清单》汇总统计，经直属海

关审核后直接报海关总署，对跨境电子商务申报
货主时，利用货主不了解国家跨境电商政策又希望

低价快速清关的心理，将本应通过一般贸易方式进

口的货物，伪报成跨境电商商品的方式走私进境。

建议跨境电商企业远离“刷单”与“推单”，合规

经营。

百福润财税作为专业的服务机构，可以从税务、法

务等多重角度提供合理的建议，让客户朋友专注业

务，免去后顾之忧。您有任何财税方面的疑问，欢

迎随时联系我们。

关审核后直接报海关总署，对跨境电子商务申报

数据进行单项统计。

③简化申报: 对不涉及出口征税、进口退税、许

可证件管理，且单票价值在5000元人民币以内的

跨境电子商务B2C出口商品，电商企业可以按照

《进出口税则》4位税号申报（原申报税号为10

位）。

④特殊区域允许出口退货: 目前允许通过跨境电

商渠道办理出口退货手续的模式包括综试区内的

跨境电商一般出口（9610出口）模式，解决了企

业退货难问题。

⑤“无票免税””核定征收”：无票免税”指的

是出口企业只要注册在综试区内，登记相应的销

售方名称、纳税人识别号、货物名称、数量、单

价和总金额等进货信息，就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

百福润财税2021年第6期老板沙龙

主题：员工、高管、股东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筹

划

时间：2021年6月25日 晚上7点至8点

下期沙龙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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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福润财税2021年春游活动

草长莺飞，万物繁茂。为了可以让同事们更

好的放松身心，欣赏大自然的美景，百福润财

税于2021年5月22日举办了“春暖花开·拥抱自

然”的主题团队活动：组织同事们一起去最美

乡村，欣赏美景，品味美食，放飞心情。

春末夏初，正值樱桃成熟季节，大家先去了

8：00，当清晨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大地，

大家以饱满的精神准时到达约定地点。全体集

合完毕，迎着朝阳，驱车前往依山傍海的美丽

村落。

一路欢声笑语，沿途风光如画。红瓦、绿树、

碧海、蓝天、码头、渔船......接连映入眼帘，每

一帧都是一副山海画卷。

春末夏初，正值樱桃成熟季节，大家先去了

海边山坡上的樱桃园采摘樱桃。园子里的空气

格外清新，饱满的红樱点缀于青山绿树中，再

配上脚下的大海为背景，煞是好看，大家边欣

赏海景，边品尝甜美的樱桃，尽情享受这视觉

味觉的双重盛宴。

蓝天下，阳光里，沙滩上，为了考验和增进

团队队员之间的默契，全员随机分了两队，开

始了有趣的拓展游戏。

百福润简讯（第261期），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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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百福润加入全球第13大会计网络

Kreston的第6年，更是Kreston成立的第50周年，

借此机会，我们也举行了庆祝Kreston50周年纪

念的活动，在美丽的中国海边遥祝Kreston生日

快乐，基业长青。

始了有趣的拓展游戏。



百福润财税2021年春游活动

首先进行的是“听歌识曲”游戏，两队成员

在听到音乐后，需要立即冲向抢答台手握麦克

风并说出正确歌名，答对者即可获得相应分数。

游戏过程中，两队的团队成员们你争我抢，轮

流把麦，同事们的欢声笑语和大海的歌声汇成

一曲优美的交响乐。最终，第一队先下一城，

暂时领先。

紧接着，进行的是“解手链”游戏，两组队

伍的团队成员分别手牵手结成一张网，在没有

任何人松手的情况下让网化解成为一个圆。游

戏过程中，大家需要身体灵活，互相配合，通

过“S型”扭动，同方向解手链等高难度动作来

完成游戏，体力智力双重考验。最终，第一队

再下一城，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

游戏尽兴，饥肠辘辘，农家院里，饭菜飘香。

崂山别具特色的野菜，传统手艺制作的馒头，

深受大家喜爱，纷纷举杯，庆祝欢聚的时刻。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眨眼间活动就落

下了帷幕，百福润大家庭的友爱和温暖让每一

百福润简讯（第261期），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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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百福润家人永志心间。团结、友爱、活力、

担当，是我们一直的追求；没有完美的个人，

只有完美的团队，是我们不变的信念！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我们相约，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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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Kreston成员和客户提高对转让定

价的风险和认知，Kreston出版了2021年第

一版转让定价资讯，其中涵盖了转让定价在

印度、意大利、墨西哥、新加坡、西班牙、

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发展。

2.在5月的市场重点报道中，来自Kreston南2.在5月的市场重点报道中，来自Kreston南

非分部的Anneke van Blerk分享她在目标市

场建立品牌知名度和领导一代的营销策略。

本期热点还包括即将到来的Kreston品牌更新

和数字升级的最新消息，以及在Kreston新网

站创建新模块“在.....的全球项目”内容。

3. Kreston IFRS网络研讨会于5月06日开办，

由 Kreston 的质量和专业标准总监 Andrew

Collier 主 持 ， 未 来 金 融 培 训 总 监 Helen

Kerrigan作为嘉宾，本次研讨会介绍了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的变化及其对Kreston成员的潜

在影响，共吸引了超过110多名审计专业人

士。

4.Kreston将于伦敦时间6月17日开办至关重

要的年中会议，会议中包含关于Kreston倡议

和发展的最新进展，出席会议的有Kreston主

席Rich Howard, 首席执行官Liza Robbins，质

量和专业标准主管Andrew Collier以及市场

总监Virginia Cook。

5. Kreston计划于7月份推出全新的官方网站，

旨在提高客户的持续性体验与提高网站的安

全性。伴随新网站的推出，Kreston也为其成

员公司提供了新的模板，如果他们需要的话，

只需支付会员费就可以很容易地更新这些模

板。百福润简讯（第261期），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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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晓萌 刘扬

百福润财税同仁本月司龄

退税兼AI部

中级会计师

入司6周年

座右铭：学习，学习，再学习！

学，然后知不足。

退税兼AI部

入司2周年

座右铭：不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

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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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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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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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