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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税务稽查动态综合分析
背景
在中国的税务机关，稽查部门被认为是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的重要后
续管理部门。金融危机以来，税务机关稽查力度明显加大，尤其是
《“十二五”时期税收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要求强化税务稽查，
促进提高税法遵从度。该纲要中的各项精神体现在2012年的税务稽
查工作重点当中。
2011年，中国的税务稽查部门重点工作包括查处税收违法案件、开
展税收专项检查和区域税收专项整治、重点税源企业检查和打击发
票违法犯罪等。公开的信息显示，2011年全年稽查部门共立案查处
各类案件21.2万起，入库查补收入（含税款、滞纳金和罚款）923.5
亿元。
2012 年工作重点

全国税务稽查工作要点
2012年初，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下发《2012年全国税务稽查工作要点》
（稽便函[2012]1号）强调了今年的稽查工作重点，主要内容包括：


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方面，包括开展常规税务检查工作，查处重
大税收违法案件，部署税收专项检查和区域税收专项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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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重点税源企业检查工作，继续开展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工
作。


执法方面，强调提高稽查依法办案质量，严格按照《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规定的稽查部门内部“四分离”制度，选案、查
案、审案、执行四个环节不得分设于稽查外部，加强对税务稽查
内部工作环节的监督制约。



推进税务稽查现代化、国际化建设方面。推进税务稽查管理方式
改革；全面推行税务稽查分类分级管理；推广应用审计型检查工
作底稿模式；提高稽查信息化水平，建立、应用税务稽查案例库；
注重开展调研式检查，紧密结合税收专项检查，选择部分社会热
点、新型产业和征管监管薄弱行业，有针对性地开展企业经营模
式、行业总体规模和税法遵从情况等方面的调研式检查；完善国、
地税稽查协作和部门协作良性互动机制。

2012年税务稽查工作考核指标包括：全国平均稽查选案准确率达到
90%以上；稽查案件结案率达到90%以上；稽查查补收入入库率达到
90%以上；总局督办案件协查按期回复率达到100%，协查信息完整
率达到95%以上。

布臵税收专项检查工作
2012年，税务总局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税收专项检查工作，近期发
布的《关于开展2012年税收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12]17
号）将检查项目分为三大类，即（一）行业性税收专项检查；（二）
区域税收专项整治；（三）重点税源企业检查。
与2011年相同，行业性税收专项检查包括了指令性检查项目和指导性
检查项目。其中指令性检查项目有：（1）接受成品油增值税专用发
票的企业；（2）资本交易项目；（3）办理电子、服装、家具类产品
出口退（免）税的企业及承接出口货物业务的货代公司。列入本次检
查范围的资本交易项目类型不仅包括从事实业投资、上市融资、企业
内部业务重组，还包括从事收购兼并、持股联盟以及企业对外的风险
投资和金融投资等事项。
与2011年相比，2012年的指导性检查项目的范围有所扩大，除保持对
房地产业、建筑安装业，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以及金融行业非居民企
业的检查要求外，其他检查项目中增加了地方商业银行、地方股份制
银行。
区域税收专项整治方面，税务总局要求各地税务机关对辖区内税收秩
序相对混乱、税收违法行为比较集中的地区组织开展专项检查，重点
关注农产品加工企业较为集中、税收秩序较为混乱的地区。税务总局
将选择部分重点地区进行督办或直接组织查办。
此外，14家大型国有和外资企业被列入重点税源企业进行检查，所涉
及行业包括钢铁、运输、石油、煤炭、汽车及日化等。
与2011年相类似，上述各项检查应于2012年3月份开始，10月底结束。
一般检查2010年至2011年两个年度的税款缴纳情况，但是如有涉及税
收违法行为的，将追溯到以前年度。专项检查的工作通知同时附带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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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的检查指引，以指导地方税务官员进行有针对性地检查。指引中具
体包括了如何筛选检查对象，具体检查方法以及重点检查内容等。

全国重点企业税源调查快报
除了税务总局布臵的税收检查工作之外，财政部也正在开展重点税源
调查工作。根据《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重点企业税源调查快报工作的
通知》（财税[2012]29号），全国范围内共有超过1000家大型国企和
外资企业被列入重点调查的名单。这一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及时了解企
业所得税税源的动态分布状况，搜集对现行税收政策方面的意见建
议，为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提供参考。
2012年快报工作自2012年1季度起开始调查。各省级财政部门被要求
在季度终了之日起20日内，将不低于本地区最低调查户数60％的被调
查企业的数据上报财政部。
毕马威观察
今年中国税务当局的重点检查安排中，特别强调在具体税收专项检查
工作中，稽查部门要注重系统内外的部门合作。合作的对象既包括税
务局内部的征管、税政等部门，也包括国税与地税，异地税务机关，
以及公安、工商、检察、法院、海关、银行等部门。目前税务局正在
与其他政府部门逐步完善信息共享机制。例如，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加强税务工商合作实现股权转让信息共
享的通知》（国税发[2011]126号）的要求，税务局可以及时从工商
管理部门获取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项目信息，这将有助
于税务机关对资本交易项目的深入检查。
要求纳税人进行自查并报告自查结果仍然是中国税务机关频繁采用
的稽查方式。
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有70家大型企业被要求进行自查。
2011年以来，自查工作从几个层面展开，包括总局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开展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部分企业针对性税收服务和管理
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11]69号）专门布臵的要求中石化所属企业
进行的自查，大企业税收管理部门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布臵所管辖
的企业进行自查，以及一些地方税务机关自行安排的企业自查等。
财政部布臵的企业税源调查工作虽然明确是以税源分析为目的，但是
我们了解到一些地方税务机关可能会将上面提到的清单上的企业作
为重点稽查对象。
为提高稽查效率，税务机关正在积极尝试更先进的稽查手段。2011
年，部分省市税务机关开始试点应用“审计型检查工作底稿模式”对
大型企业进行稽查，这一模式借鉴了财务审计的工作流程，利用电子
信息强化对财务信息的搜集并从税务角度进行分析。目前税务总局对
实施的情况比较满意，因为这种模式对税种、交易环节、乃至具体问
题的检查更为全面深入，实现了对稽查过程和质量的控制和监督。预
计未来一段时间这种稽查方法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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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措施
严峻的稽查形势使纳税人面临的压力空前，这一压力既来自税务当局
更全面的外部信息了解，也来自自查的结果如何以恰当的方式报告给
税务当局。同时，税务稽查手段的完善与改进，也迫使纳税人披露更
完整细致的信息。能否合理应对税务稽查并且妥善解决由此产生的纳
税争议，挑战本土的管理层的智慧。
对纳税人而言，税务风险管理制度的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
压力，例如，中国的发票管理体系是税收征管的核心环节，近年来稽
查官员对发票的检查一直是重点，但是因发票管理不规范导致的无法
税前抵扣费用以致受到严厉处罚等案例层出不穷，而发票制度的建立
与实施能够大幅度降低发票管理风险。一般而言，税务风险管理应着
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一整套控制流程，明确控制点
建立税务标准化和自动化管理程序和风险控制流程
建立税务风险沟通机制
不断更新控制点，优化内控管理
设臵合理有效的内部税务管理部门
评估岗位和内控制度的合理制衡
涉税员工职业操守及专业能力评估
税务风险控制与企业其它风险控制制度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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