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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获救后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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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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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纳税人服务热线%

&!'((

海口地税局涉税举报电话%

!!"#$!"$

海口地税局发票举报电话%

!%#&&!$' &''')"&!'((

海南省地税网址%

((()*+,-.+/0+0)123)40

海口地税网址%

((().0567()123)40

敬告纳税人
海口地税局建安分局业务电话如下#

房地产过户咨询#

!!"!"#$" !!"%&''(

车船税咨询#

!!"")&!*

建安分局大厅#

!!""+&'!

为了整顿和规范经济税收秩序!打击发
票违法犯罪活动!近日!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发布公告!向社会曝光
了

,)

家被查处的发票违法违规业户"

据了解! 本次被海南省地税机关查处
的

,)

家发票违法违规业户分别是#

-

$ 海南
雅思出国留学服务有限公司%

,

$ 海口琼山
中山红城湖茶楼 %

&

$ 海口美兰陈向鹅肉
店%

.

$ 美乐餐饮店%

'

$ 海口龙华尊宝比萨

饼店%

!

$ 海口万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 海口美兰新概念时尚摄影楼%

(

$ 海口龙华
亨立肥牛火锅店%

/

$ 海口美兰欣旺快餐店%

-+

$ 张迎春%

--

$ 海南京山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

$ 海口龙华香锅坊饭店%

-&

$ 海口火火
香餐饮有限公司%

-.

$ 海口龙华新中酒家%

-'

$ 海口龙华家家喜快餐店%

-!

$ 永和豆浆
店%

-"

$ 海口龙华纤手玉指美甲店%

-(

$ 海口
龙华三联茶舍%

-/

$ 海口龙华卓氏地胆头饮食

店%

,+

$ 海南海口天使茗剪理发店"

这些业主主要违法违规事实分别是#使
用收据%使用假发票%拒开发票%拆本使用发
票" 其中!海南雅思出国留学服务有限公司
因使用收据被罚款

-

万元% 海口万北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因拒开发票被罚款

-

万元%海
口火火香餐饮有限公司因拒开发票被罚款

-

万元"

据地税部门有关人士介绍!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未按规
定开具发票$ 未按规定领购发票和未按规定
取得发票!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没收非
法所得!可以并处

-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两种
以上违法行为的!可以分别处罚" &中华人民
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还规定!私自印刷$伪
造变造$ 倒买倒卖发票! 私自制作发票监制
章$发票防伪专用品的!由税务机关依法予以
查封$扣押或者销毁!没有非法所得和作案工

具!可以并处
-

万元以上
'

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目前! 我省地税部门正会同公安机关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为
了激发社会各界人士举报发票违法违规行为
的积极性!地税机关设立了违法发票举报奖!

案件一经查实给予奖励"同时!地税机关鼓励
消费者积极索要发票参与刮奖! 最高发票奖
金

&

万元" "税 宣#

省地税局深入开展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

!" !" #$%&'&()*

< = > ? @ A

B C D E F G

!接上期"对于企业未实际抵扣!由企业
最终负担的增值税税款!按规定允许计入资
产的成本!在当期或以后期间扣除" 如我国
实现的生产型增值税!企业购置固定资产所
发生的增值税税款!由于不允许抵扣增值税
进项税款!成为企业实际发生的支出!按规
定计入购置固定资产的成本!在当期或者以
后期间通过固定资产的折旧得到扣除"

所以!根据本条的规定!在我国目前的
税收体系中! 允许税前扣除的税收种类主
要有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和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以及房产税$车船税$耕
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辆购置税$

印花税等"

第三十二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

称损失$ 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

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盘亏% 毁损% 报废损

失$转让财产损失$呆账损失$坏账损失$自

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以及其

他损失&

企业发生的损失$ 减除责任人赔偿和

保险赔款后的余额$依照国务院财政%税务

主管部门的规定扣除&

企业已经作为损失处理的资产$ 在以

后纳税年度又全部收回或者部分收回时$

应当计入当期收入&

&释义'本条是关于准予税前扣除的损
失的进一步细化规定"

本条是对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的细化
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
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损失!准
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企业在生
产经营活动过程中! 并非所有的活动都是

必然地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而是有时候
恰恰相反! 这些活动可能导致的是企业经
济利益的流出" 由于这部分企业经济利益
的流出! 是企业为了取得收入的生产经营
活动过程中的必要与正常的支出! 所以应
允许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事先扣
除" 为此!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明确规定!

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 合理
的损失!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原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
定!损失是指纳税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
项营业外支出! 已发生的经营亏损和投资
损失以及其他损失" 企业会计准则所称的
损失!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发生的$会
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 与向所有者分配
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出" 考虑到便于
企业更加清晰$ 明确的确认所发生的支出
是否属于损失! 本条对原内资企业所得税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所界定
的损失概念!从结构上做了调整!采取了正
面列举的方式!明确了损失所含括的范围!

进一步增强了企业所得税法的可操作性"

同时! 本条对损失的扣除办法等又做了相
应明确"

本条的规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限于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损失"

企业发生的允许税前扣除的损失!限
于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损
失" 在非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损
失! 不得作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损失予以认
定" 也就是说!企业所发生的损失!必须是
企业在生产产品$提供劳务$销售商品等过
程中的支出和耗费" "

"*

#

一 $ 各地国税局应于每年
"

月底前 !

将所辖进行年度汇算清缴企业的纳税人名
称$ 纳税人识别号$ 登记注册地址$ 企业
税前扣除工资薪金支出总额等相关信息传
递给同级地税局"

地税局应对所辖企业及国税局转来的
企业的工资薪金支出总额和已经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所得总额进行比对
分析! 对差异较大的! 税务人员应到企业
进行实地核查! 或者提交给稽查部门! 进
行税务稽查"

,++/

年! 地税局进行比对分析的户数!

不得低于实际汇算清缴企业总户数的
-+!

"

信息化基础较好的地区! 可以根据本地实
际扩大比对分析面! 直至对所有汇算清缴
的企业进行比对分析"

二 $ 地税局到企业进行实地核查时 !

主要审核其税前扣除的工资薪金支出是否
足额扣缴了个人所得税% 是否存在将个人
工资$ 薪金所得在福利费或其他科目中列
支而未扣缴个人所得税的情况% 有无按照
企业全部职工平均工资适用税率计算纳税
的情况% 以非货币形式发放的工资薪金性
质的所得是否依法履行了代扣代缴义务 %

有无隐匿或少报个人收入情况% 企业有无
虚列人员$ 增加工资费用支出等情况"

三$ 地税局在核查或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 属于地税局征管权限的! 应按照税收
征管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处理% 属
于国税局征管权限的! 应及时将相关信息
转交国税局处理"

各地地税局应于每年
--

月底前! 将国
税局提供的有关信息的比对及使用效果等
情况通报或反馈同级国税局"

四$ 各级税务机关要高度重视此项工
作! 要将其作为提高个人所得税征管质量!

规范工资薪金支出税前扣除! 大力组织所
得税收入的有效措施! 精心组织! 周密部
署! 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 要制定切实可
行的工作方案! 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
比对工作" 国税局和地税局之间要密切配
合! 通力协作! 形成工作合力! 按照本通
知要求及时传递和反馈信息! 共享信息资
源和工作成果! 对工作过程中发现的带有
共性的问题! 要联合采取措施 ! 加强所得
税管理" 各省国税局$ 地税局在

,++/

年底
之前将工作情况正式书面上报税务总局

0

所
得税司

1

" 税务总局将在下半年组织检查 $

督导"

"国税函
+!%%$, !"$

号#

国家税务总局

)HIJK(LMNO>?P

<=QLMRSTUVWXYQ:Z

一 $ 免征或减征耕地占用税后 ! 纳
税人改变原占地用途 ! 不再属于免税或
减税情形的 ! 应按办理减免税时依据的

适用税额对享受减免税的纳税人补征耕
地占用税 "

二$ 对于未经批准占用耕地但已经完

纳耕地占用税税款的! 在补办占地手续时!

不再征收耕地占用税"

"财税
+!%%$, &$

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 H [ \ ] S @ ^ _ @

` a @ b c X Y Q d 9

海口地税局

efgBhi

j=(klm=

@nopqr

海口地税局认真贯彻落实下岗失
业人员再就业和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
政策!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两年来!为
&2&

户下岗失业后从事个体经营的业
户减免营业税

!)3('

万元! 城建税$教
育费附加

,23#.

万元 ! 个人所得税
.!3&(

万元%为
,

户吸纳
,.

名下岗失业
人员的新办服务型企业减免税费

'32.

万元% 为残疾人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
2&

户!减免个人所得税
#3.!

万元"

该局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加
强组织领导!成立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和残疾人就业减免税工作领导小组!统
一领导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和残疾人
就业减免税工作"二是采取多种形式广
泛宣传!使各项税收政策深入人心" 为
了让广大下岗失业人员和残疾人更快$

更具体全面了解税收优惠政策!通过新
闻媒体$办税服务大厅$公共场所设点!

海口地税网站$印制宣传手册$税收热
线等各种方式展开宣传"三是加强对下
岗失业人员和残疾人就业税收政策的
辅导"派业务能力强的税务干部按期到
政府举办的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和残疾
人就业培训班!向下岗失业人员和残疾
人详细讲解有关税收政策!面对面辅导
下岗失业人员和残疾人如何办理减免
税手续" 四是统一设立服务窗口!专门
受理减免税申请"在各分局办税大厅设
立专门窗口!统一受理下岗失业人员申
请减免税事宜"明确下岗失业人员和残
疾人从事个体经营申请减免税所需提
供的资料和限时办理规定!提高了办税
效率" "柯松柏 吴树岩(

温馨提示
索要地税发票参与刮奖(最高奖金

'

万元$

举报违法违规发票(一经查实给予举报奖$

海口地税局发票举报电话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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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
-

吴 斌 主编
-

董纯进 美编
-

许 丽

)天鹅*造成 &#人失去联系或失踪(*人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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