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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特使唐家璇出席葬礼
李明博会见
朝鲜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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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有了

新头目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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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反政府

武装组织#巴基斯坦塔

利班运动$

!!

日宣布

由哈基穆拉%马哈苏

德接替贝图拉%马哈

苏德成为新领导人&贝

图拉已于本月
(

日在

巴南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遭美军空袭身亡&

美联社报道' 现年
!$

岁的哈基穆拉是

贝图拉的亲信'曾经当过其发言人'负责奥勒格

宰和开伯尔部落地区的塔利班组织' 被认为是

巴塔利班武装的机动指挥官& 新华社
&

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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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法规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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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温馨提示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

纳税服务热线

暨远程座席已经开通&

省外及移动电话拨打(

"$#$+)!'**

省内其他电话拨打(

)!'**

!"

广告中心

!""#

年
$

月
!%

日 星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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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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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二!损失的类别"准予税前扣除
的损失种类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的盘亏!毁
损!报废损失#转让财产损失#呆账损失#坏账
损失# 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
以及其他损失"其中#固定资产和存货的盘亏
损失# 是指企业在年末或者特定时期盘点清
查固定资产!存货时#所发现固定资产和存货
的减少而产生的损失# 因为有时候企业账簿
上所记载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数量# 可能多
于企业的实际拥有量#而企业在记账时#可能
没有发现两者的差异# 等到年末或者特定时
期进行盘点!清查时#发现两者存在差异#这
些差异在企业所得税制度中就被确认为固定
资产和存货的盘亏损失" 固定资产和存货的
毁损损失#是指企业因遭受自然灾害!工人操
作过程中的操作和使用失误等所引起的损
失$而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报废损失#则是指因
磨损! 技术进步等原因引起固定资产和存货
的使用寿命缩短等造成的这些资产的预计使
用价值降低而产生的损失"转让财产损失#是
指企业转让财产的所得# 不足以全部抵免企
业因获得该项财产而发生的对价支出# 两者
之间的差额就属于企业的转让财产损失" 呆
账是三年以上既不增加也不减少的无法收回
的往来账# 并且不能确定将来是否能收回的
往来账" 坏账是指企业无法收回或者收回的
可能性极小的应收款项"企业由于发生呆账!

坏账而产生的损失#就是呆账!坏账损失#如
债务人被依法宣告破产!撤销#其剩余财产确
实不足清偿的应收账款$ 债务人死亡或者依

法被宣告死亡!失踪#其财产或者遗产确实不
足清偿的应收账款$ 债务人遭受重大自然灾
害或者意外事故#损失巨大#以及财产%包括
保险赔款等&确实无法清偿的应收账款$债务
人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经法院裁决#确实无
法清偿的应收账款$ 逾期

(

年以上仍未收回
的应收账款等" 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
成的损失#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

非人力所能抗拒或者阻止的因素等# 而发生
的自身财产的损失#如发生火灾将厂房烧毁!

地震造成房屋塌陷而发生的损失等等" 最后
是其他损失#这是一个兜底条款#以防止前面
列举的不全面# 因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形态
多样#变化多端#纯粹的列举可能无法穷尽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的各种损失类别" 增
加这个兜底规定# 意在表明凡是企业在生产
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损失#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都允许扣除"

三!净损失及其扣除规定" 根据本条第二
款的规定#准予税前扣除的损失#必须是减除
责任人赔偿和保险赔款后的余额# 并按照国
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扣除" 为了分
散或者减少损失#企业就自身可能遭受的#又
无法明确预测的事项#向保险机构投保#以期
在损失发生时#从保险机构获取相应的补偿"

另外#企业所发生的损失#很多情况下是存在
责任人的# 即这些损失是由其他责任人所造
成的# 责任人对这些损失负有相应的赔偿等
民事责任# 企业可以从责任人那里获取相应
的赔偿款" !

((

"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通知%国税函
+*&&,-*)'

号&#对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
得税做出了新的规定"

通知规定# 股权交易各方在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并完成股权转让交易以后至企业
变更股权登记之前# 负有纳税义务或代扣
代缴义务的转让方或受让方# 应到主管税
务机关办理纳税%扣缴&申报#并持税务机
关开具的股权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完
税凭证或免税!不征税证明#到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通知还规定# 股权交易各方已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但未完成股权转让交易的#企
业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股权变更登
记时#应填写'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

%表格式样和联次由各省地税机关自行设
计&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通知指出# 个人股东股权转让所得个
人所得税以发生股权变更企业所在地地税

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 纳税人或扣缴义务
人应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和税款
入库手续" 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个人所得
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获取个
人股权转让信息# 对股权转让涉税事项进
行管理!评估和检查#并对其中涉及的税收
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罚"

通知还指出# 税务机关应加强对股权
转让所得计税依据的评估和审核" 对扣缴
义务人或纳税人申报的股权转让所得相关
资料应认真审核# 判断股权转让行为是否
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是否符合合理性经济
行为及实际情况"

对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 %如平
价和低价转让等 & 且无正当理由的 #主
管税务机关可参照每股净资产或个人
股东享有的股权比例所对应的净资产
份额核定 "

通知要求# 税务机关要建立股权转让

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内部控管机制" 税务
机关应建立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电子
台账#对所辖企业个人股东逐户登记#将个
人股东的相关信息录入计算机系统# 实施
动态管理" 税务机关内部各部门分别负责
信息获取!评估和审核!税款征缴入库和反
馈检查等环节的工作#各部门应加强联系#

密切配合#形成完整的管理链条"

通知还要求# 各地税务机关要高度重
视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按
照本通知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主动
地开展工作" 要争取当地党委! 政府的支
持# 加强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联系和协
作# 定期主动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取得股
权变更登记信息" 要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和发生股权变更的企业做好相关税法及政
策的宣传和辅导工作#保证税款及时!足额
入库"

!税 文"

国家税务总局下发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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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DEFVWX

一)提高认识'密切配合'做好船舶车

船税的征收管理工作

各级税务和交通运输部门海事管理机
构要加强协调配合# 税务机关应主动争取
海事管理机构的支持#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
要发挥船舶监督管理优势# 通过向税务部
门提供船舶信息和协助代征船舶车船税等
方式# 积极支持和配合税务机关做好船舶
车船税的征收管理工作"

二)健全管理机制'努力创造条件'积

极开展船舶车船税委托代征工作

为提高船舶车船税的征管质量和效
率#降低税收成本#方便纳税人缴纳税款#

凡在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管理机构登记管
理的应税船舶# 其车船税一律由船籍港所
在地的税务部门委托当地交通运输部直属
海事管理机构代征" 各级税务部门要主动
沟通联系# 与海事管理机构协商船舶车船
税委托代征的具体事宜$ 交通运输部各直

属海事管理机构应积极配合当地税务部
门#共同做好船舶车船税的委托代征工作"

对于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海事
管理机构登记管理的船舶# 各级税务部门
应主动和当地地方海事管理机构协商#积
极探索创新征管模式#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和现有条件# 因地制宜的采取委托代征或
协助把关等方式# 建立有效的社会协税护
税控管机制"

已实行委托代征的地区要建立健全委
托代征工作管理机制"税务部门要会同海事
管理机构制定船舶车船税代征管理办法#明
确委托代征单位的纳税申报时间和内容!代
征税款的解缴方式和具体期限!代征手续费
的支付比例和支付方式!船舶信息交换等方
面内容#明确各方职责#规范征管行为"

三)依托信息手段'搭建畅通渠道'实

现部门间信息共享

各级地方税务部门应充分依托信息

技术手段 # 与海事管理机构建立沟通协
调机制 #搭建畅通的信息交流渠道 #实现
部门间信息共享 " 通过与交通运输部门
海事管理机构定期交换船舶的登记信息
和纳税信息 # 建立船舶车船税的税源数
据库 #加强船舶车船税的源泉控管 #堵塞
征管漏洞 "

如开发委托代征船舶车船税信息系统#

系统不仅要具备采集船舶基本信息!登记完
税和减免税信息!计算代征税款金额!打印
完税凭证!汇总税款解缴等功能#还要与税
务征管系统定期交换数据#提高船舶车船税
委托代征水平#确保船舶车船税委托代征工
作顺利进行"

!国税发
-!""#.%*

号"

国家税务总局 交通运输部

YZ[\]^_]FR`abc&d

根据&欠税公告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
+*&&#-

第九号令$和&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欠税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
+*&&#-%%

号$及&海南省地方税务局转

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欠税管理工作的通知'#琼地税发
+*&&#-#*

号$文件

精神(现对下列十家企业进行公告追缴欠税%

!!

福建省第七建筑工程公司海南公司(欠税
,*!.,#$"$,

元)

*!

广西桂林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海南分公司(欠税款加罚款为
%'.!,)"*&

元)

(!

海口市营养食品厂(欠税
)$!.!'&"&&

元)

#!

海南省商贸冷冻实业公司(欠税
*.!(#.%!*")&

元)

'!

海口市服务公司(欠税
$&*.'))"'(

元)

%!

四川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海南公司金龙大厦项目经理部(欠税
$(%.*!&"&&

元)

$!

徐州市建筑工程海南公司(欠税
'&&.*%#"*$

元)

)!

海口市纺织品公司(欠税
'*).)',"**

元)

,!

海南演出公司(欠税
)(.!!$"$'

元)

!&!

海南省联合贸易公司(欠税
%%*.'&&"&&

元)

以上十家企业限于本公告见报后
(&

日内到我局办理欠税解缴手续( 逾期不履

行者(我局将按&税收征管法'的程序采取相应的强制执行措施)

海口地方税务局稽查局

./0123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eZfghijkl

mnVYBCDEF

o p q r c & d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

号#以下简
称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经国务院批
准#现就企业取得的专项用途财政性资
金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通知如下)

一! 对企业在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期间从县级以上各
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
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
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
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
中减除)

%一&企业能够提供资金拨付文件#

且文件中规定该资金的专项用途$

%二& 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
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
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

%三& 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
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二!根据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
定#上述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
费用# 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
除$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其计算的
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扣除"

三!企业将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
条件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理
后#在

'

年%

%&

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
缴回财政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
的部分#应重新计入取得该资金第六年
的收入总额$重新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
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扣除" !财税

-!""#.$,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