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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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福 润 ， 专 注 于 财 税 服 务 2 0 年

百福润财税2022年海滨健步行活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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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税 新 政

1 

1.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新的组合式

税费支持政策的重大决策部署，更好服务市场主体，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企业

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有关事项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2022

】
10
号 ），公告主

要内容如下：

（1）企业10
月份预缴申报第

3
季度（按季预缴）或

9

月份（按月预缴）
企业所得税时，可以

自主选择
就

当年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对

10月份预缴申报期
未选择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

惠政策
的，可以在

办理当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时统一享受
。

（2）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采取“
真

实发生、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办理方式
。

（3）企业在10月份预缴申报时，
自行判断本年度符

合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的，可选择暂按规定享受科

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年度汇

算清缴时再按照取得入库登记编号的情况确定是否

可以享受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

策。

（4）本公告自2022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2.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保市

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在落实特困行业缓缴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以

下称三项社保费）政策的基础上，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

《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

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2

】
31
号 ），

主要内

容如下：

（1）扩大实施缓缴政策的困难行业范围。在对餐饮、

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5个特困行

业实施阶段性缓缴三项社保费政策的基础上，以产

业链供应链受疫情影响较大、生产经营困难的制造

业企业为重点，
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

。
缓缴扩围行

业所属困难企业，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单位缴费

部分，其中养老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到
2022

年年底，

工伤、失业保险费缓缴期限不超过
1
年。

原明确的5

个特困行业缓缴养老保险费期限相应延长至2022年

年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2）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

业实施缓缴政策。
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生产经营出

现暂时困难的所有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

个体工商户，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单位缴费部分，

缓缴实施期限到
2022

年年底，期间免收滞纳金。

（3）进一步发挥失业保险稳岗作用。加大稳岗返还

支持力度，
将大型企业稳岗返还比例由

30%
提至

50%
。

3.为促进汽车消费，支持汽车产业发展，
财政部、

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减征部分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的

公告》【财税【
2022

】
20
号 ），

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1）对购置日期在2022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期间内且
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不超过

30
万元的

2.0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

车辆购置税。

（2）本公告所称乘用车，
是指在设计、制造和技术

特性上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和（或）临

时物品，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最多不超过
9
个座位的

汽车。

（3）本公告所称单车价格，
以车辆购置税应税车辆

的计税价格为准。

（4）乘用车
购置日期按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或海

关关税专用缴款书等有效凭证的开具日期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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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某中国籍自然人张先生与家人长期定居于德

国，取得了德国的永久居留许可，受雇于德国公司。

德国公司为了开拓中国市场，派张先生至中国出差，

拜访客户，期限为一年，期间德国公司支付薪水至

张先生的境外账户。张先生对自己在中国出差期间

是否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及如何缴纳存在很多疑问，

于是通过朋友介绍联系到了百福润财税咨询寻求帮

助。

服务经过：
百福润了解到张先生的需求后，与张先生

进行了一次深入沟通，充分了解张先生情况信息。张

先生是中国国籍，但其家庭、经济利益关系等都转移

至了德国，在中国出差结束后依然要回到德国。基于

张先生的信息，结合中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中国和德

国的税收协定，百福润的财税顾问对此次咨询出具了

专项的咨询报告，全面细致的解答了张先生的问题，

并协助张先生办理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申报，规避了

涉税风险。

客 户 服 务 案 例

财税服务案例
友情提示

中国人受雇于外国公司，并至中

国出差的情形非常常见，对于其在

中国纳税义务的判定具有复杂性。

需要综合考虑中国人的户籍、家庭、

经济利益关系所在地等因素判断其

是否在中国有住所，在中国有住所，

即为中国的税收居民。在中国无住

所，还需进一步结合在中国的居住

天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税收协定

等文件来判定其在中国是否有纳税

义务。百福润团队专业的财税顾问，

有丰富的个人所得税咨询和申报经

验，会结合个人的具体情况，提供

咨询和申报服务，提高个人的纳税

遵从度，规避涉税风险。



2022年5月27日19：30至20：30，百福润财税咨

询举办了2022年第5期老板沙龙，沙龙主题为“当下3

种热门商业模式的财税规划”。

本期老板沙龙由百福润郗富云老师主讲，郗老师

在百福润工作12年，是资深商务顾问。曾服务过上百

家国内外的企业，在股权架构设计、财税规划、公司设

立、股权等变更事项、公司注销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1.会员制商业模式财税规划

会员制是一种人与人或组织与组织之间进行沟通

的媒介
，它是由某个组织发起并在该组织的管理运作下，

吸引客户自愿加入，目的是
定期与会员联系，为他们提

供具有较高感知价值的利益包。会员制商业模式既是企

业的一种营销方式，也是税筹方式。

（1）常见应用场景：

①
营销及增值的方式

，比如**plus会员,按照销售
其他

权益性无形资产缴纳增值税;

②
实现服务的方式

，比如说健身房会员、培训课程会员，

按本身服务所属的税目缴纳增值税
。

会员制商业模式在批发业、零售业、服务业、房地产业

都可以广泛的应用。

（2）财税规划及处理：

①增值税：会员权
属于

无形资产
，销售无形资产适用于

6%增值税税率
。相对于企业主营业务的增值税税率，

最多可
节省7%税点

。

②企业所得税：区分两种情形：如会员在消费时，所有

服务或商品都要
另行收费，

则会员费在
取得时，确认为

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
；如会员在会员期内消费

不再付费
，

或者，以
低于非会员的价格付费，会员费应在整个受益

期内分期确认收入。

（3）涉税风险及防范：

①有
实质业务

，要有
完整

的会员制
服务体系

；

②会员体系中明确会员的权利与义务、享受会员权利的

条件；

③会员会员费的标准应
与会员服务挂钩

，
不能直接与采

购量挂钩
，否则会形成增值税价外费用；

④会员费
不能只有取得优惠券的福利

，也
应该有其他会

员福利。

2.承包经营模式财税规划

承包经营是指将企业发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承

包人以发包人或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经营，
发包人的发包

收益与承包经营成果直接相关的业务形式。

（1）常见应用场景：

①业务涉及资质许可：发包方有资质，承包方没资质 。

如加油站、酒店、建筑业；

②内部管理难度大：发包方管理能力弱，承包方管理能

力强。
如员工食堂、学校医务室 。

（2）财税规划及处理：

需要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约定的服务内容，由

发包方支付承包方服务费，承包方应给发包方开具税目

为
“企业管理服务”

的发票。

（3）涉税风险及防范：

①发包方

A：风险点：
承包方没有依法进行税务处理，如：账外

收入、违规取得发票、虚开发票等；

B：防控建议
：合同约定合规经营、缴纳押金、中间过

程要审核、监控；

②承包方

A：风险点：
自身涉及的经营风险、税务风险、缴纳的

承包费需要取得“经营权”发票 ；

B：防控建议
：合规经营、尽职尽责。

3.特许经营商业模式财税规划

商业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

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

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

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

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

（1）常见应用场景：酒店、便利店、餐饮店、美容美

发店、房产经纪代理等；

（2）财税规划及处理：

①收费类型不同，适用增值税税目、税率也不同；
比如

特许加盟费，按照销售无形资产6%缴纳增值税；食材

物料配送 ，按照销售货物13%缴纳增值税；

②
企业自身的业务模式筹划，可以

通过“公司+个体户”

方式，
实现利润的阳光化。

（3）涉税风险及防范：

①
收费合理、保持稳定性；

②
收费项目多，不同项目适用不同的税目税率，签署及

保管好合同。

商业模式的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
，企业与客户之

间的交易方式、合同的签署、发票开具、资金收付都要

与业务模式相匹配，各个环节都要做好管控；
商业模式

应随着企业的发展而调整
，
不同业务类型设计不同的模

式。

百福润财税咨询作为专业的服务机构，可以从财

务、税务、法律、管理等多角度全方位进行分析，从企

业的实际情况出发，设计一套与企业现发展阶段相匹配

的商业模式，并协助商业模式的落地执行，做企业贴心

的财税管家。

老 板 沙 龙

郗老师从“会员制商业模式、承包经营商业模式、

特许经营商业模式”三种商业模式进行了分享。

百福润财税2022年第6期老板沙龙

主题:金税四期下增值税税收规划与风险规避

时间：2022年6月29日 19:30至20:30

下期沙龙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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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运动是步行，欣赏沿途风景，用脚步丈量世界。初夏时

节，为了庆祝公司成立二十周年，让同事们放松身心，百福润财税

咨询于2022年5月28日，举办了以“携手同行二十载，可信赖的企

业财税管家”为主题的海滨健步行活动。

8:30，清晨的阳光洒向湛蓝的海面，大家以饱满的热情准时到

达约定地点。迎着朝阳，开启了幸福美好的一天。

蓝天下，阳光里，全体队员集合完毕，并随机分为了三队，开

始了本次健步行活动。

活动中穿插了丰富多彩的闯关游戏，团队成员根据裁判给出的

线索和游戏规则，全方位搜索“快乐摇绳”游戏地点，列队前进，

英姿飒爽。

团队成员到达游戏地点后，两人摇绳，其他人完成10个连环跳，

并在挑战过程中拍一张全员笑脸照，方为闯关成功。游戏过程中，

大家齐心协力，经过不断的磨合，找到同一节奏，完成挑战。同事

们的欢声笑语和沿途的海浪声汇成一曲优美的交响乐。

“快乐摇绳”游戏完成后，同事们便讨论着去往终点的最优路

线。各团队在前进过程中牢记活动任务，成功打卡拿到活动终点的

通行证。

终点站的闯关游戏为“齐心协力同心鼓”，累计颠球10个即为

闯关成功。游戏过程中，大家通过调整颠球高度、拉绳方式等来寻

找最稳的颠球办法，大家齐心协力，合理分工最终完成终极挑战。

一条条红绳，连接的是团结与友爱，传递的是勇气与力量，

演绎的是奋斗与拼搏，留下的是光辉与永恒。百福润大家庭的友爱

和温暖让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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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福润财税咨询，作为您可信赖的财税管家，将持续与您奋斗

新征程，在前行的路上祝您一臂之力。

百福润财税20 2 2年海滨健步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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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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ston Global今天欢迎总部位于马其

顿北部的Kreston马其顿加入其全球网络。

Kreston马其顿成立于今年早些时候，在加

入Kreston全球网络之前，最初被称为TPM

Audit。由创始合伙人Nenad Tortevski领

导，通过斯科普里办事处为在马其顿北部

运营的企业提供审计、税务、会计和估价/

取证服务。

2. Kreston Global欢迎斯洛伐克成员公司。

A4 GroUP成立于2021，通过合并两家在市

场上有着15年以上历史的公司，创建了斯

洛伐克最大的咨询公司之一，主要提供审

计、税务咨询、法律和会计服务、工资服

务和专家服务，如ESG报告和网络安全等。

3. Kreston在地球日采取行动支持可持续

发展。环境的可持续性对我们的地球至关

重要，因为气候变化正在不断加剧，而所

有企业都可以适应以支持这一点。会计师

和审计师最有能力就可持续发展向客户提

供建议，并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中提

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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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领域：

财税服务：
常年财税咨询顾问、财税外包、财税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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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福润财税同仁本月司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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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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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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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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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晓萌

退税部

中级会计师

入司
7
周年

座右铭：

学习，学习，再学习！

学，然后知不足。

刘扬

AI
部

入司
3
周年

座右铭：

不为失败找理由，

要为成功找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