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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黑体字部分为修改内容） 

 

!"#$$%$$&$

$

!"'$ 为了()*+,+-./01234*+,+5

62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278*+96

:;<2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本法。 

!A'  凡依法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

适用本法。 

!B'$$CD*+EFGHIJ@K(LM 

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

的规定执行NOCPQ;RSTUVWXYZT[L授权国务

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

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

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N\@K]0^@(-CX

_(L`2abcdefghCDi"*+HI(L*+jk

^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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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

纳税人。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

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

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n'  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

各地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税收征收

管理范围分别进行征收管理。 

*Xopqrst@L*uvw*x2s@,+*yz{|

}*y2ef~�@K]0^@(E(L�,]�,]�,z

{�|]�,]��,+]��,+z{��*yM$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税收征收管

理工作的领导或者协调，支持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2��]

�O�*����oHM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2

U��*Xop���*��M 

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 

!�'$$*Xopqr����]��]��]�u�&2

�t@L�� ¡*+,+562ef~�*+@K]0^@

((Lz{¢£¤¥)¦§�/*P]¨.©XPªUV«r

¬PE*+,+56��©X2®¯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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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pef²³´µ¶·¸�E0^[LM 

!¹'  国家有计划地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各级税务机关，

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建设，建立、健全税务机

关与政府其他管理机关的信息共享制度。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ªU其他有关单位-ºP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如实向税务机关提供与纳税和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

款有关的信息ªUV«�*��M 

!»'$$CD¡0i"E/*P¼½¾HIM 

!¿'$$CD��]�O*+À�ÁÂ2ÃÄÀ�2ÅÆÇ

�2È8*@�ÉM 

!Ê'  税务机关应当广泛宣传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普及

纳税知识，无偿地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务。 

!Ê"'$$/*P]¨.©XPªUV«r¬P=>@K]

0^@((LË0©X2V°@¥±ÌÍÎ@KÏÐM$

/*Ps@ÑÒ*+@K]0^@(-(#HL]Ó´EÔ

Õ¥M$

 纳税人依法享有申请减税、免税、退税的权利。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要求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扣缴义

务人的情况保密。税务机关应当依法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

情况保密2@KÖÒ(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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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税务机关所作出的决定，享有陈述

权、申辩权；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国

家赔偿等权利。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控告和检举税务机关、税务人员

的违法违纪行为。 

!ÊA'  税务机关应当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税务人员的

政治业务素质。 

税务机关、税务人员必须秉公执法、忠于职守、清正廉

洁、礼貌待人、文明服务，尊重和保护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

权利，依法接受监督。 

税务人员不得索贿受贿、徇私舞弊、玩忽职守、不征或者

少征应征税款；不得滥用职权多征税款或者故意刁难纳税人和

扣缴义务人。 

!ÊB'  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制约和监督

管理制度。 

上级税务机关应当对下级税务机关的执法活动依法进行监

督。 

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对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廉

洁自律准则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Êm'  税务人员征收税款和查处税收违法案件，与纳

税人、扣缴义务人或者税收违法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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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n'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检举违反税收法律、行

政法规的行为。收到检举的机关和负责查处的机关应当为检举

人保密。税务机关应当按照规定给予奖励。 

!Ê�'$$*Xop�t@K]0^@(ªUCX_*X×

5ØÙ(LE5Ú)¦Û/*P ¡5ÚM$

*XopÜÝÛ*+5ÚÒÞßE2JÞßàást�y(

L2GâÒãä,+56E�&åæçèé[Neêçè"ë

E2ìíîÌEïæ*Xop[LM 

!Ê¹'  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

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

构。 

 

!A#$$*Xðñ$

$

!Ê»'$$/*P¼½¾J*Xopi"ðñ56M$

企业，企业在外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

所，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以下统称从事生

产、经营的纳税人)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内2z{òó

ô¸/*©XBÊõö2J@L;RPz{V¤¥PZ持有关

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应当于收到申

报的当日办理登记并发给税务登记证件。 

¬÷cd-øTùúqr³s@§�ÜõûBÊõö�*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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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üìý6*XðñM*Xopqrä+þüìErõý6

ðñÿô!*Xðñ"#M$

³$P/*Pz{V¨.©XPqr³òó/*©Xô¸Ü

õû2@K]0^@((LE/*üì%&'(�2�*Xo

püì2*Xopð)V/*P¼½¾M 

本条第A]B款规定以外的纳税人办理税务登记和扣缴义务

人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的范围和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Ê¿'$$É¬*+,-E/*Pqr.V*/ò0z{É

¬·123E×0456d7��*XðñEð8��z{9

:;<=¼M 

!AÊ'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

化的，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

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之前，持有关证件向

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税务登记。 

!AÊ"'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持税务登记证件，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

账户和其他存款账户，并将全部账号向税务机关报告。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在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

中登录/*P¼½¾2并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从事生产、经

营的纳税人的账户账号。 

税务机关依法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开立账户的情况

时，有关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予以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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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ÊA'$$/*P>?°Ì]çß2./øTÏ@A2e

3BðñªUý6V«�*¬C�2qrDE/*P¼½¾M 

!AÊB'  纳税人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使用税

务登记证件。税务登记证件不得转借、涂改、损毁、买卖或者

伪造。 

 

!B#$$F"56$

$

!AÊm'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

效凭证记账，进行核算。 

/*P]¨.©XPDE,/GáHIE9:F"2IªJ

1ñKLw]vwq/*xEs>M 

!AÊn'  /*PDEETvLwM#qrN°CDÒp

(L2ÿê�O]PQLwV+Rz{SfM$

DEvwo80TvLwE/*P2qr.DE�TTvL

wM#UVDEUVW]ÒpXYìZ*Xop[\M$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

办法与国务院或者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税收的规定

抵触的，依照国务院或者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税收

的规定计算应纳税款、代扣代缴和代收代缴税款。 

!AÊ�'  税务机关是发票的主管机关，负责发票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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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购、开具、取得、保管、缴销的管理和监督。 

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

他经营活动中，应当按照规定开具、使用、取得发票。 

发票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AÊ¹'$ 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OL的

企业印制；其他发票，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分别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OL企业印

制。 

未经前款规定的税务机关OL，不得印制发票。 

!AÊ»'  国家根据税收征收管理的需要，积极推广使

用税控装置。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不得

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 

!AÊ¿'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按

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保管期限保管账簿]Tv

凭证、完税凭证及其他有关资料。�³$P/*P]}SfE

cd-ºPqr×3�/*P��^p]}F"2³$P/*

Pqr_`ÏaÕV/*©X^pEF"UÒpXYM$

账簿]Tv凭证、完税凭证及其他有关资料不得伪造、变造

或者擅自损毁。 

 

!m#$$��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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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Ê'$$/*PUÕ/*^pE!Báqr�t(L�,

�*��M$

!BÊ"'$$É¬¸B]·1Ecd-ºP.V·d23e

�f2"º/*gIö�V«cd-ºP!}nhiªïE2

qr�*Xop��!}EjxªU+RáEkl]/*P¼

½¾M$

có!}:mnþnoiªïE2qränõö�*Xop

��!}EjxªU+RáEkl]/*P¼½¾M$

!BÊA'$$p0-V«mqorqr�t(LEös]t

u]�&Ívw�*Xop��GcdxyEKz{ÒPEK

z]K¾]|X+±ªUKzEã�%x]%}~xÍ��M

ÛKz{ÒPc�Xm��nþnoiz{"õö��:mn

oiªïE2p0-V«mqorqr�t(L�*Xop�

,^p��M$

*XopÉp0-V«mqor��E/*P���êEä

*+6E2ef�!BábcM 

!BÊB'$$*+,-��qr�*Xop��9:èX,

-{Eðñ����M 

!BÊm'$$*Xops@ ¡�½/*�QE2Iªvw

/*Pz{V*X;6P�,*+��M 

!BÊn'$$^�ÒpØÙ-orqr��^]*Xop�

�GcdxyE��×ÁXt]P���]�÷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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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ÍÕ,*ÒpE��2�Áý@JCX_Ö0(

LM$

$

!n#$$üì/*$

$

!BÊ�'$$/*P]¨.©XPqrs@³0vwq/*

x-¨.*y2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

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XTvì�z{;¨;.];+;

.*yì�R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

他纳税资料。 

/*P]¨.©XPÛ/*üì]¨.*yüìE� -

°@���aM 

!BÊ¹'$$*Xop=>Òãäá�/*-��*+�G

E�&2IªY�Òpcd;,*yM*XopqrÕÎ�;

,P>?;,çß2VO;,)¦];,= ];,%&ªU

;,PE@K�a2ÿ¡ôY�;,"WMY�;,"Wqr

�¢M$

;,P�t;,çßª*XopEk©s@,+*y2/*

Pef£¤N/*P£¤E2;,PqrU�ì�*XopM$

*Xop�t(L}!;,P;,¥¦AM 

!BÊ»'  扣缴义务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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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代收税款的义务。对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负有代扣、

代收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税务机关不得要求其履行代扣、

代收税款义务。 

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时，纳税人不得拒

绝。纳税人拒绝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及时报告税务机关处理。 

税务机关按照规定付给扣缴义务人代扣、代收手续费。 

!BÊ¿'  /*Pý6/*üì§ô:¨vÓ�E2Iª

Ó�üìM 

!mÊ'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直接到税务机关办理纳

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ªU�XTv

ì�2也可以按照规定采取邮寄、数据电文或者其他方式办理

上述申报、报送事项。 

/*P]¨.©XPDE,/GáHIE9:>kìZEà

©9:XY2Õª�XY�ÒÌÍE@K�«M 

!mÊ"'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

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的，经税务机关核准，

可以延期申报。 

经核准延期办理前款规定的申报、报送事项的，应当在纳税

期内按照上期实际缴纳的税额或者税务机关核定的税额预缴税

款，并在核准的延期内办理税款结算。 

!mÊA'$$*XopIªÛL%Lx./*yE/*P 

0¬-üì]¬ÿ,%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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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ÊB'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期限，缴纳或

者解缴税款。 

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ªï*X

®¯°®±®²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

三个月。 

/*P³.*yjx´Sµª"ó.¶E2·ªï*X®

¯°®±®²· 2Iª°%./2¸¹²ef¢e"gM 

!mÊm'  纳税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ý6减税、

免税、|*。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单位和个人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擅自作出的减税、免税]|*决定-

ºnE*++R»=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并向上级税务

机关报告。 

$!mÊn'$$/*P./*y§2*Xopqr给纳税人开

具完税凭证。/*P¼e9:.*Âi./*yE2*Xop

qr=>/*PE¨v��ª�P*F"M 

扣缴义务人代扣、代收税款时，纳税人要求扣缴义务人开具

P*F"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开具。 

!mÊ�'$$*Xopqr��/*P½E*@E¾¿ÀL

HIM$

/*PÛV¾%Á�ô¸]ÒÂv·dã±pÂE�LÃ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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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µªÅ<½E*@HI80Lw-v*�2Iªüí¾

¿ÀLMÆªï*XopIª.@L¥&öÛ/*P½E*@

ÇÈJ�W4¾¿ÀLM$

/*P�É¾¿ÀLÉ�:Á.z�.*yE2Ê\./�

aM$

$

!�#$$*xOH$

$

!mÊ¹'$$*XopÛ/*PstG@!BÊ�'(L8

0E/*üì2Ò¥ËV� ]°@80L ]OLM 

!mÊ»'$$*Xopª/*P��EKÌF"]ìR]Í

#ÍXYñ8E��1FÎ2Ï°SxyE^p��Û/*ü

ì80L ]OLM 

!mÊ¿'$$*Xopô:/*PÒºÐÑÒÜ"E2qr

U�Û/*Pq/*x80OHÓ$

¯"±a.üìEv*s>e EN$

¯A±.(LE/*%Ü�2Ò=>H1/*PÒÔÕ/*

©X01EN$

¯B±Á�t(Lý6*XðñÉÉ¬¸B]·1EN$

¯m±Ò°ÿ]°�]éÖEN$

¯n±@K]0^@((LEV«ÑÒM 

!nÊ'$$/*PÁË0G@(LE��ñ)]Ï5]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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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U×°*XØÙÍ©XE2*XopqrªxyE��1F

Î2核定其应纳税额。 

/*PÒºÐÑÒÜ"E2½E�y(LÓ 

（一）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不设置账簿的； 

（二）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设置但未设置账簿

的； 

（三）擅自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 

（四）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

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 

（五）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

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 

（六）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 

¯¹±Á�t(Lý6*XðñÉ¬¸B]·1EN$

¯»±DEE�XTvM#eê OLwz{Ú@�t*X

opvw��^pj>EM$

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的具体程序和方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

部门规定。 

!nÊ"'$$/*PÕpÛáÜÝ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

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

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

税的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 

!nÊA'$$·OHEq/*xÕ/*PüìE*xe"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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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z{/*PÁ80/*üìE2*Xopqr�/*P�

�*xOH¼ÜWM$

/*Pqr�t*xOH¼ÜW8VEq³¯|±*y2.

(LE%&öý6³¯|±*M 

!nÊB'$$/*PÝìE/*üìRªUÓ�E/*üì

RS8VEq/*x2*XopÁÞOHz{¢�OH��

E2ßÌ*xOH¼ÜWSOLEq/*xM$

Ó�E/*üì�U|àE2qr·*Xop· M 

!nÊm'$$ÒºÐÑÒÜ"E2*Xopqráó80*

xOHÓ$

¯"±â/*P��e�O]ePQv*s>ãëÜ�ü

ì]OHz�Qq/*xe EN$

¯A±*@ÒäE(L�U�Q/*Pv*s>EM$

*XopÛ/*P80áó*xOHE2ªáóOHEq/

*x1 M*XopÛOH*x80Ø°Ó�E2ªÓ�§E

1 2ÁÞÓ�EØ°å¦¸�M 

!nÊn'$$*xOHe�f2ô:/*PÒºÐÑÒÜ"

E2qrJ*XæÙØÙ�\ÙçÓ$

¯"±�èÔÕ./*y]ÔÕé.ê*]ë*]ì*N$

¯A±í�ôîÍ*+~@01N$

¯B±/*Pô¸/*©XÁ80/*üìEN$

¯m±@K]0^@((LEV«0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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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Ê�'$$*XopÛ/*Pq/*xEOHqr.ng

ö80M$

/*PÁðñ]Áüìz{a.G@!nÊn'SÐÑÒ¨

v�\ÙçE2*Xopqr³*@(LEüì%&'(Üõ

ûÊngö80OHM 

!nÊ¹'$$Û*Xop80E*xOH2/*Pqr"V

V/*üìE� ]°@M$

/*PÛV��EôîÍTvF"]KÌ]ìR]P*F"

ªUV«Òp�*XYfSñ8j>]ñ)UV«^p¬ E

� ]PQ- Oï�M$

*Xop.*xOHfÛ/*Pq/*xJ��Qð/*P

¶·Ë0G@(LEçñ©XE2*XopqrÛDEE/*

PKÌ]Í#]ñ)]V«XYEj>��E�òUvwá

@]OHá@]s>ï�2ÛVSDEEV«á4j>���

òE°@ï�NÒp��áÛV����E� ] O

ï�M/*PÛ*Xop�òä!Bá��E� ]PQ

ÒóßE2qr�Ü^p!BáÓ´�,��M$

/*PÛ*Xop�t!nÊ'(LLLq/*xÒóßE

qr��^p">M$

$

!¹#$$*yé,$

$



 

17                                                                                                                                         

!nÊ»'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扣缴义务人

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2*Xopqr�ôV&%./z

{é.M 

!nÊ¿'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

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按日3v*+ã�。 

*+ã�EãuJCX_Ï°PQõöyF ãu-��÷

öãuE°6ø�ù°OLM$

/*P³.*y�2qrúÌ*+ã�"ÿ./M 

!�Ê'$$ºÐ%Ý2*+ã�fûvwÓ$

¯"±/*P]¨.©XPE�B]p0Kzü*Xop 

¡ÏOý¡z{4Hþ0ý¡2ãë/*P]¨.©XPO 

µª�t(L%&./z{é.*yE2Éý¡ ¡Üõûÿ

ý¡é\ÜõûN$

¯A±âeIì«2ëD/*P]¨.©XPÁ�t(L%

&./z{é.*yE2ÉeIì«ô¸ÜõûÿeIì«Ñ

Ò!\ÜõûN$

¯B±CX_*X×5ØÙOLEV«ÑÒM$

"/*P]¨.©XPEe#2ëD/*PeêU�$xü

ì./*yE2e3+*+ã�M 

!�Ê"'  对未按照规定办理税务登记的/*P以及临时

从事经营的纳税人，由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纳税额，责令缴纳；不

缴纳的，税务机关可以扣押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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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V«�B2ÿ.AÊm%�ö�ªï*X®¯°®±®²

ì�2³ý· ¥¦M扣押后缴纳应纳税款的，税务机关必须立

即解除扣押，并归还所扣押的商品、货物-V«�BN扣押后仍

不缴纳税款z{./e$E2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

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扣押的商品、货物-V«�B2以拍卖或者

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ÊA'  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P有eË0/*©X

IêE2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在

限期内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

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税务机关可以责成纳税

人提供纳税担保。如果纳税人不能提供纳税担保，经县以上税务

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税收保全措施： 

（一）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冻结纳税

人的金额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yN 

（二）扣押、查封纳税人的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

物或者其他财产。 

*Xop'��y(LEý¡qrW4¼Ü/*PÿHJ:

��)M 

纳税人在前款规定的限期内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必须立即

解除税收保全措施；限期期满仍未缴纳税款z{./e$的，经

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书面通知纳税人开

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冻结的存款]&y中扣缴税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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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扣押、查封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

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

保全措施的范围之内。 

!�ÊB'$ 纳税人在限期内已缴纳税款，税务机关未立即

解除税收保全措施，使纳税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损失的，税务机关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Êm'$$/*P]¨.©XP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

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

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 

（一）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Vay]

&yÿ.¶*y1û； 

（二）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

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前款所列纳税人、扣缴义

务人、纳税担保人未缴纳的*+ã�同时强制执行。 

*Xop'��y(LE4Hþ0ý¡qrW4¼Ü/*

P]¨.©XP]/*�ÏP2ÿHJ:��)M$

Û/*P]¨.©XP]/*�ÏPE�B ¡4Hþ0Ò

*µE2*XopIªs@�í/*P]¨.©XP]/*�

ÏPS.+z{�BS.+PQ@_þ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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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

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 

!�Ên'$$/*P~�@K]0^@((L��E,*]

Ê*]-*-|*2*Xopqrs@é.2ÿ�tG@(LE

.·¥&'�*+ÏOý¡z{4Hþ0ý¡M 

!�Ê�'$$*Xop'�*+ÏOý¡E%&"/ef¢

e�º0N\ÑÂSÃÄE2·CX_*X×5ØÙ· Iª�

²"ó2¸�²%&e¢e�º0M 

!�Ê¹'$$/*P1%eË0*Xops@J�,+*y

[LE2³%&'(Üõû2�t*yEh°Ün�õ3+2/

mM 

!�Ê»'  本法(L的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

的权力，不得由法定的税务机关-PQ@_以外的单位和个人行

使。 

*Xop'�4Hþ0ý¡�2Iª�í��opçñ2�

�opqr3ªçñM 

!�Ê¿'  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必

须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不得查封、扣押纳税人个人及其所

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 

!¹Ê'  税务机关滥用职权违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

执行措施，或者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不当，使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或者纳税担保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应当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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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承担赔偿责任。 

!¹Ê"'  /*Pê.*yÁÏ¶24e��/*�Ï

E2*XopIª[Le /*Pz{V@L;RP]×v*

+ã±^pP�5N*Xop�\Ùç�èÂS*+~@ÑÒ

E2Iª[Le /*Pz{V@L;RP]�B 67Ò{

z{56{]Å<�aP�5M$

Û[Le �5EPZ2*Xopqr�t(LU�¼Ü�

R589ØÙop3ªçñ2z{�í��op�R556or

e3>ô�¯C±5"#M 

!¹ÊA'$$Û¨v·ÒpØÙs@ðñ:ô¸�«z{Û

ì!BPE3Bz{e3B;¥E§�]µ<]=>-!?2ð

ñorqrÙ@/*P��EÕA3Bze3B;¥,-^p

EP*F"z{*+"VNÛäÁ��^pP*F"z{*+"

VE2efý6ðñM 

!¹ÊB'$$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2

B÷hB@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

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

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 

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违

法所得的，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欠缴税款的情况定期予以公告。 

!¹Êm'$$/*PÁ�t(LE%&./*y2*X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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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CÁ./E2·§DE�]³9Eªï*X®

F°®G®²· 2*XopIªª/*Pê.*y1&2ÛV

e3B§LjHÎI¥2ÿ¼ÜB¥ðñØÙ3ªðñM$

/*P.¶ê*§2B¥ðñØÙ:êý6B¥µ<¥¦M 

!¹Ên'  纳税人有欠税情形而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

的，应当向抵押权人、质权人说明其欠税情况。抵押权人、质权

人可以请求税务机关提供有关的欠税情况。 

!¹Ê�'  税务机关扣押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时，

必须开付收据；查封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时，必须开付清

单。 

!¹Ê¹'$$/*PÒéÖ]JK]hBÑÒE2.¶w�

qr�V×5*Xopì�NÁÏ¶*yE2JV×5*Xo

pÔ3¶wM$  

!¹Ê»'  纳税人有合并、分立情形的，应当向税务机

关报告，并依法缴清税款。纳税人合并时未缴清税款的，应当

由合并后的纳税人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纳税人分立时

未缴清税款的，分立后的纳税人对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应当承担

连带责任。 

!¹Ê¿'$$ÛÌ"/*©X2jPîÌ��¶Iz{�Ï

�aE21úL/*PM\@K]0^@(ÖÒ(L`2àú

L/*PÛOØ/*©XïË0�aM$

úL/*PË0/*©X2V�«UäV«úL/*PM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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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EúL/*P2Ûä¢e³M�aEØ°2Iª�

V«úL/*PéIM 

!»Ê'$$Á.¶*yE/*PE�BNÕ«Pz{üå�

E2ªÎNPz{å�P1./*yE�aP2¸ªVSÎNz

{å�E�B1&M 

!»Ê"'$$Û/*Pê.*yÚ@é,�2*XopIª

�]×z{��/*P�BE�B 656P]OBþ0P]¶

wù]%�PªUV«pÂPé,M 

!»ÊA'$$�PéÖÁ¶.*yE2�Ò&�a�PEQ

R]Q�Ò&�PESQQR2ªU�PE 6SHPª�X

x1&2Ûê.*y��¶I�aM 

!»ÊB'  欠缴税款数额较大的纳税人在处分其不动产或

者大额资产之前，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 

!»Êm'  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

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

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

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

权。 

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的，不免除欠缴

税款的纳税人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Ên'  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2³结算缴纳

税款之日起n年内Iª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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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

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 

!»Ê�'  因/*P]¨.©XPeÇT��ì]�.*

yE2税务机关在n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 

对Áý6/*üìªUÔÕ./*y]抗税、骗税的，税务

机关.ÊngöIª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y或者所骗取的

税款。 

/*Pê*¢eAÊg2*Xopþ0eêE2eáé,M 

!»Ê¹'  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

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和税款入库预算级次，将征收的税款缴入国库。 

对审计机关、财政机关依法查出的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

应当根据有关机关的决定、意见书，依法将应收的*y按照税款

入库预算级次缴入国库，并将结果及时回复有关机关。  

 

!»#$$*XØÙ$

$

!»Ê»'  税务机关.Ë0*xOH]*XæÙUV«5

6U��有权进行下列税务检查： 

（一）检查纳税人的账簿]Tv凭证、报表和有关资料，检

查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p账簿]Tv凭证和

有关资料。ØÙ³$P/*P�f+REcdÕ/*^pEK

Ì-XYMÛ 0vwoñKE2Ò¥8R^pqEÂi2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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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vXY80ØÙ2/*Pqr�t*XopEvw��

j><�-ÙV¥&NqEÂieê($ØÙ¨vE2/*P

z{M#SÒPqr��ÕqEÂi^pEò;WÍM#XY

]{M$

（二）到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场所和货物存放地检查纳税人

应纳税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检查扣缴义务人与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经营情况。 

（三）责成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提供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文件、证明材料和有关资料。 

（四）询问纳税人、扣缴义务人ªUV«�*r¬P与纳税

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问题和情况。 

（五）到车站、码头、机场、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检查

纳税人托运、邮寄应纳税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 

（六）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凭全国统一格式

的检查存款]&y账户许可证明，查询/*P]¨.©XP在银

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yU"Z,-ÏwXm账户。税

务机关在调查税收违法案件时，经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税务局

（分局）局长批准，可以查询案件涉嫌人员的存款]&yU"Z

,-ÏwXmKz。税务机关查询所获得的资料，不得用于税收

以外的用途。 

¯¹±þ*+,-����orØÙ*+,-Ñ[2þ*+

,-]}\XorØÙ*+,-]}Ñ[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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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P]¨.©XP-/*�ÏPE�;Î�Pç

ØÙ�;Y�Ñ[M$

¯¿±ØÙ�è�fí]ôîE"/*cd-ºPEôîD

EÑ[M$

¯Ê±ØÙÁðñ1¸B]·1�S^Eä¸B]·1E�

SM$

¯Ê"±þ^pØÙÙV]ÃH/*P�BðñÑ[U��

��M 

!»Ê¿'  税务机关对/*P以前纳税期的纳税情况依法

进行税务检查时，发现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并有明显的

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

入的迹象的，可以按照本法规定的批准权限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或

者强制执行措施。 

!¿Ê'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

的税务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隐瞒。 

!¿Ê"'  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有权向有关单

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

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向税务

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 

!¿ÊA'$$/*P�èÔÕ./*yÍ*+~@01E2

*Xopqr�\ÙçM$

*Xop.�Ù*+~@\#�2/*Pª_Ù]_`Í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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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b�*">z{�B];c£¤ØÙE2·ªï*X®

¯°®±®²· 2Iª408R/*P¸B]·1�S2z

{Û/*PS{z{SHE�*�;]KÌF"]XYÍ40

�d]�_2 ¡4HØÙ]��">M*Xop ¡4HØ

Ù]��">2qr.��opçñ-ÏÐº802��op

qr3ªçñ-ÏÐM$

对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资料，可以记录、录音、录像、照相

和复制。 

!¿ÊB'  税务机关派出的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应当出

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并有责任为被检查人保守秘密；

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被检查人有权拒绝检查。 

 

!¿#$$@K�a$

$

!¿Êm'  纳税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变更或者注销

登记的； 

（二）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账簿或者保管Tv凭证和有关

资料的； 

（三）未按照规定将TvLwM#]DEUVWUÒp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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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税务机关备查的； 

（四）未按照规定将其全部银行账号向税务机关报告的； 

（五）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或者损毁或者擅自

改动税控装置的； 

¯�±Á�t(L�*XopìZ�*��EM$

纳税人不办理税务登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经税务机关提请，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

照。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使用税务登记证件，或者转借、涂改、损

毁、买卖、伪造税务登记证件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Ên'$  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税款账簿或者保管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Tv凭证及

有关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Ê�'$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

纳税资料的，或者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向税务机关报送

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和有关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

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Ê¹'  纳税人'�eë]af¥g80í]/*üì

z{eüì2ÔÕ./*yE2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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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款，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Bh以下的罚

款；�èijE2kZP@ops@ç6M 

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

款，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并处不缴或者少缴

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Bh以下的罚款；�èijE2kZP@

ops@ç6M 

!"ySl'�eë]af¥gl»ºÐÑÒm$

¯"±nT]µT]=k]bo]p?KÌF"z{V«^

pXYN$

¯A±qTí]v*s>2íÐ]�z{=k]ao+RN$

¯B±ë�*+jkXtN$

¯m±@K]0^@((LEV«ÑÒM 

!¿Ê»'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由

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Ê¿'$$/*P]¨.©XPâeÇ~�*+@K]0

^@(2T�Á.z{�.*yE2*Xop\�tG@!»

Ê�'E(Lé.VÁ.z{�.E*y`2ÿçÁ.z{�

.*yr°ÜnÊªºEsyM$

/*P]¨.©XP³@K]0^@((Lz{*Xops

t@K]0^@(E(LOLEüì./*y%&'(Üõû

ÿ*XØÙ�ý6Ó�üì2ÿ./*yE2ç³.*yr°

ÜAÊªºEsyM 



 

 30 

!"r'  纳税人]¨.©XP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

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由税务机

关追缴欠缴的税款，并处欠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Bh以下的罚

款；�èijE2kZP@ops@ç6M 

!"rt"'  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

口退税款，由税务机关追缴其骗取的退税款，并处骗取税款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èijE2kZP@ops@ç6M 

!"ySl]ì��l»�ÒºÐÑÒÜ"E01Ó$

¯"±íru;]vX]\X��EN$

¯A±nTz{>?í]Ewx°ÌEN$

¯B±ªnT]µTz{V«"@¥g�f��u;ìp

c]��u;�E.yW]yzc>]{ucÍÒp��|*

c>]F"EN$

¯m±í�]nT]µT]"@|w}~*�Eôîz{V

«IªEä��|*EôîªUV«F"EN$

¯n±]ª«Pu;]vX]\Xüì��|*EM$

!"ySlV«eë¥gl»�ÒºÐÑÒÜ"E01Ó$

¯"±ë���|*XtEN$

¯A±TÁ/*z{Ê*u;]vX]\XJ1¶*u;]

vX]\X��EN$

¯B±�Ò��2¸ír]í}A��u;]vX]\XE

ck]j�]c�Ív�2ë�Á 6/*Ø°��|*y



 

31                                                                                                                                         

EM$

对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税务机关可以在规定期间内停止

为其办理出口退税。 

!"rtA'$$/*Pªeë¥g�f*+jkXtE2*

Xopqr�!V*+jkXt2ÿçnoiªºEsyNã

ëe.z{�.*yE2stG@!¿Ê¹'ÔÕ./*y(

Lç6M�èijE2kZP@ops@ç6M$

*Xop�!/*P*+jkXt§2qrU�¼ÜVðñ

56opM 

!"rtB'  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是抗税，

除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拒缴的税款`2ÿçAÊoiªºEsyN

�èijE2kZP@ops@ç6M 

!"rtm'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ý6�/*üìz{*

Xop�/*P]¨.©XPZn�*xOH¼ÜW2¸在规定

期限内不缴或者少缴应纳或者应解缴的税款，经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税务机关除依照本法第�Êm条的规

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外，可以处不缴

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Bh以下的罚款。 

/*PÒ��*µeêU�POË0/*©XE2*Xop

IªÕ/*Pn�þ0çß2¿L°�gË0N/*P'�³�

ý¡E2Iª,Ê3çEsyz{2/mM 

!"rtn'$ 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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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

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h以下的罚款。 

!"rt�'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逃避、拒绝或者以其他

方式阻挠税务机关检查的，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rt¹'$$nT]µTôîE2J*Xop�+~@S

f-J\��2çnÊoiªºEsyN"@wx]"@;�ô

îE2J*Xop�+~@Sf2çnÊoiªºEsyN�è

ijE2kZP@ops@ç6M$

违反本法第AÊ¹条规定，Á�t(L�HôîE2çnÊ

oiªºEsyN�èijE2kZP@ops@ç6M 

!"rt»'$$ír]í},-2��z{<ÎÕ·1,-

¬ eNEôîz{-¨Ð]F"E2r�í�ôîM$

í�ôîE2çí�*xAhªºsyN�èijE2kZ

P@ops@ç6M 

!"rt¿'$$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

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税务机关可

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其发售发票。 

!"r"Ê'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

融机构拒绝接受税务机关依法检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存款账户，

或者拒绝执行税务机关作出的冻结存款或者扣缴税款的决定，或

者在接到税务机关的书面通知后帮助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转移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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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造成税款流失的，由税务机关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r"Ê"'$$ïÒ���*��çñ©X-V«çñ©

XE/*P]¨.©XPªUV«Òpcd-ºPÁ�tG@(

LË0���*��-V«çñ©XE2·*Xop�ô&%´

�1%Ce´�E2J*XopÛVçAhiªï"oiªºE

syNT�CD*yÂS�ÇE2çÊoiªºEsyM 

!"r"ÊA'$ 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额在nh元以

下的，可以由ªº*X°®]税务所决定。 

!"r"ÊB'  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涉税罚没收入，应

当按照税款入库预算级次上缴国库。 

!"r"Êm'  税务机关违反规定擅自改变税收征收管理

范围和税款入库预算级次的，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3��]ñez{ñSeEç°N

Ñ��ÂE2!3�æ]JUz{�\Eç°M 

!"r"Ên'  税务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E2s@!3ç°；情节严重�èi

jE2kZP@ops@ç6M 

!"r"Ê�'  未经税务机关依法委托征收税款的，责令

退还收取的财物，依法给予ç°或者行政处罚；致使他人合法权

益受到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N�èijE2kZ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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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ç6。 

!"r"Ê¹'$ 税务机关、税务人员查封、扣押纳税人个

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的，责令退还，依

法给予ç°N�èijE2kZP@ops@ç6M 

!"r"Ê»'  税务人员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勾结，唆

使或者协助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违反G@规定的行为E2s@

!3ç°N�èijE2kZP@ops@ç6M 

!"r"Ê¿'  税务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或者索

取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E2s@!

3ç°N�èijE2kZP@ops@ç6M 

!"rAÊ'  税务人员徇私舞弊或者玩忽职守，不征或者

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E2s@!3ç°N

�èijE2kZP@ops@ç6M$

税务人员滥用职权，故意刁难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调离

税收工作岗位，并依法给予ç°。 

税务人员对控告、检举税收违法违纪行为的纳税人、扣缴义

务人以及其他检举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依法给予ç°N�èij

E2kZP@ops@ç6M 

!"rAÊ"'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提前征收、延

缓征收或者摊派税款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ç°。 

!"rAÊA'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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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开征、停征或者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以及其他同税收法

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的，除依照本法规定撤销其擅自作出

的决定外，补征应征未征税款，退还不应征收而征收的税款，并

由上级机关-0^��opÛä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3ç°N�èijE2kZP@ops@ç6M 

!"rAÊB'  税务人员在征收税款或者查处税收违法案

件时，未按照本法规定进行回避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rAÊm'  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Û×3��*+~@01z{×°*XopÙç*+~@0

1E2IªßÑ�É�],�]Ê30^çsz{,Ê,+*

+ã�M 

!"rAÊn'  未按照本法规定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检举人保密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

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ç°M 

*Xop-*XPZÒV«®¯/*P¥±ÑÒE2�t�

y(Lç6M$

$

!Ê#$$Þßç6$

$

!"rAÊ�'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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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在纳税上-Å<�U*yE0^çsï发生争议时，可以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qrHstÃßop

E/*[L./]é.*yz{��^qE�Ï2$§可以依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税务机关J�!"yª`EÕ,+*ymxÚpE处罚决

定、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税收保全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rAÊ¹'$$0^ÃßIª½E-é]�éM$

-éçßz{�éW·üíP]üüíP>�§¸�2üí

PefËÌ"¬ ]Ì"6Jáóüí0^ÃßM$

üíPÕüüíP-é]�ée�E20^ÃßopqrU

�J�0^Ãß[LM$

0^Ãß[L�{,*ç6[LE2üíPqr�t(L.

/*yU*+ã�M 

!"rAÊ»'$$0^ÃßopefJ�ÛüíP<1eã

E0^Ãß[LM 

!"rAÊ¿'$$0^Ãß%Ý2*XopJ�E�Á0^

01e�ûþ0N¸l2ÒºÐÑÒÜ"E2Iª�ûþ0Ó$

¯"±üüíPH1¨v�ûþ0EN$

¯A±0^ÃßopH1¨v�ûþ0EN$

¯B±üíPüí�ûþ020^ÃßopH1Vvw°62

[L�ûþ0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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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L�ûþ0EM 

!"rBÊ'$$Ãße�f2üüíPÛVÞ�E0^[L

E°@]°6ïÒ�"�aMüíPÛºÐ¬C���"�

aÓ$

¯"±VüìE+R]]�],*]Ê*]|*E� N$

¯A±s@Ë0�ñ)]Ïa]��KÌF"Í�*XYE

©XM 

!"rBÊ"'$$�tC6*+'¿]çL(LEÑì,�

oH�fE��2*Xop·.LOHIªTVJ1OL/*P

*xEs>N/*PÒóßE2J/*P�"M 

!"rBÊA'$$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

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作出处罚决定的税

务机关可以采取本法第�Êm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Ê"#$$�&$

$

!"rBÊB'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委托税务代理人

代为办理税务事宜。 

!"rBÊm'  关税及海关代征税收的征收管理，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执行。 

st@K]0^@((Lüí��|*Ecd-ºPß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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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6M 

!"rBÊn'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外国缔结的有关税收

的条约、协定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依照条约、协定的规定办理2

�C�VÏ�E'y\`。 

!"rBÊ�'$$/*P]¨.©XPqrDEfÍ�*X

opìZ�*XY2ÿªPQõ1uõv�cd./]é.*yM 

!"rBÊ¹'  本法施行前颁布的税收法律与本法有不

同规定的，适用本法规定。   

!"rBÊ»'$ 国务院根据本法制定实施'�。 

!"rBÊ¿'  本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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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

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税收制度改革提出的新要求，税务

总局、财政部在研究、吸收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对 2013 年

6 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

正案（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完善。现将修改后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征求意见稿的主

要内容如下： 

!"#$%&'()*(+*,-./01

一是明确纳税人识别号制度的法律地位。纳税人识别号是税

务部门按照国家标准为企业、公民等纳税人编制的唯一且终身

不变的确认其身份的数字代码标识。税务部门通过纳税人识别

号进行税务管理，实现社会全覆盖。纳税人签订合同、协议，

缴纳社会保险费，不动产登记以及办理其他涉税事项时，应当

使用纳税人识别号。 

二是明确纳税人自行申报制度的基础性地位。征求意见稿

规定，纳税人自行计税申报，并对其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和合法

性承担责任。 

三是强化自然人税收征管措施。征求意见稿规定，向自然



 

2  

人纳税人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主动提供相关支付凭证，

将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扩大适用于自然人，并且税务机关

可以对自然人纳税人取得收入单位与纳税相关的账簿和资料进

行税务检查，同时增加相关部门对未完税不动产不予登记的规

定。  

四是建立税收优先受偿权制度。纳税人因故意或者过失，

不能履行纳税义务时，税务机关可以对纳税人的不动产设置税

收优先受偿权，在纳税人处置时优先受偿。 

2"3!456)*(789:;<1

一是完善纳税人权利体系。征求意见稿规定，税务机关按

照法定程序实施税收征管，不得侵害纳税人合法权益；同时完

善延期、分期缴税制度，将延期缴纳税款审批权放到县以上税

务机关，对补缴税款能力不足的纳税人引入分期缴税制度，新

增修正申报制度。 

二是减轻纳税人负担。征求意见稿增加税收利息中止加

收、不予加收的规定。对主动纠正税收违法行为或者配合税务

机关查处税收违法行为的，减免税收利息。降低对纳税人的处

罚标准，减小行政处罚裁量权，将多数涉及罚款的条款由“百

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改为“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

并视情节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三是取消先缴税后复议的规定。发挥行政复议的主渠道作

用，对在纳税上发生的争议，取消先缴税后复议的规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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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复议机关维持原处理决定的，纳税人须支付税收利息。 

四是引进预约裁定制度。纳税人可以就其预期未来发生、有

重要经济利益关系的特定复杂事项向税务机关申请预约裁定。纳

税人遵从预约裁定而出现未缴或少缴税款的，免除缴纳责任。 

="3!4/>*,-.?@1

一是规范税收征管的基本程序。征求意见稿规定，税收征

管基本程序以纳税人自行计税申报为基础，由申报纳税、税额

确认、税款追征、争议处理等环节构成。把税额确认作为税收

征管的中心环节，专设一章，对税额确认的程序规则、确认规

则、举证责任分配等作出规定。 

二是规范税收征管的时效。一般情况下税务机关应在 5年

内对纳税人的税收义务进行确认。对未登记、未申报或者需立

案查处情形的追征时效由无限期改为 15年。对欠税追征时效，

由原来的无限期改为 20 年。 

三是增强税务机关获取涉税信息的能力。专设“信息披

露”一章，对税务机关获取涉税信息予以规定。明确第三方向

税务机关提交涉税信息的义务，明确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信

息报送义务，强化政府职能部门的信息提交协作制度，规定税

务机关对涉税信息的保密义务。 

A"BCDEFGH+IJ1

    一是与行政强制法相衔接。将“滞纳金”更名为“税收利

息”，利率由国务院结合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市场借贷利率



 

4  

的合理水平综合确定，以与行政强制法中的滞纳金相区别。完

善税收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税务机关临时采取扣押等税收保全

措施时，应在 24 小时内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 

    二是与刑法修正案（七）相衔接。将“偷税”改为“逃避

缴纳税款”，同时规定因过失造成少缴或者未缴税款的，承担

比逃避缴纳税款较轻的法律责任，减轻纳税人负担。 

    三是与预算法相衔接。征求意见稿规定，除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务院规定外，任何单位不得突破国家统一税收制度规定

税收优惠政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擅自下达的税收收

入指标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 

K"LMNOPQRS+TU1

一是涉及税款的税收争议实行复议前置。在直接涉及税款

的行政处罚上发生争议的，将复议作为税收争议解决的必经程

序，以体现“穷尽行政救济而后诉讼”的原则。 

二是鼓励通过和解、调解解决争议。和解、调解是税收行政

争议双方在各自利益均得到照顾的情况下达成的折衷结果，具有

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所不具有的优势。经过多年实践，效果良好，

将其上升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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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修改前后对照表 

 

!"# 

（阴影部分为删去内容） 

!"$%

（黑体字部分为修改内容） 

!"#$$%$$&$ !"#$$%$$&$

!"'  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

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

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合法权

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本

法。 

!"'$ 为了()*+,+-.

/01234*+,+562保障国

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2

78*+96:;<2促进经济和社

会发展，=>?@制定本法。 

!A'  凡依法由税务机关征收

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适用本

法。 

!A'  凡依法由税务机关征收

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适用本

法。 

!B' 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

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

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

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

行。 

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

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

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

规相抵触的决定。 

!B'$$CD*+EFGHIJ

@K(LM 

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

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

行NOCPQ;RSTUVWXYZ

T[L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

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

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

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

规相抵触的决定N\@K]0^@(

-CX_(L`2abcdefgh

CDi"*+HI(L*+jk^

lM 

!m'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

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 

!m'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

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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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

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为扣缴义务人。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代扣

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

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为扣缴义务人。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代扣

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n'  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

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各地国家

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务院

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分别进行征

收管理。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加强

对本行政区域内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

领导或者协调，支持税务机关依法执

行职务，依照法定税率计算税额，依

法征收税款。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协

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 

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阻挠。   

!n'  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

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各地国家

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务院

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分别进行征

收管理。 

*Xopqrst@L*uvw

*x2s@,+*yz{|}*y2

ef~�@K]0^@(E(L�

,]�,]�,z{�|]�,]�

�,+]��,+z{��*yM$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加强

对本行政区域内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

领导或者协调，支持税务机关依法执

行职务2��]�O�*����o

HM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协

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2U��*

Xop���*��M 

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阻挠。 

 !�'$$*Xopqr���

�]��]��]�u�&2�t@

L�� ¡*+,+562ef~�

*+@K]0^@((Lz{¢£¤

¥)¦§�/*P]¨.©XPªU

V«r¬PE*+,+56��©

X2®¯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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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有计划地用现代信

息技术装备各级税务机关，加强税收

征收管理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建设，建

立、健全税务机关与政府其他管理机

关的信息共享制度。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有关

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如实向税

务机关提供与纳税和代扣代缴、代收

代缴税款有关的信息。  

!¹'  国家有计划地用现代信

息技术装备各级税务机关，加强税收

征收管理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建设，建

立、健全税务机关与政府其他管理机

关的信息共享制度。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ªU其他有

关单位-ºP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如实向税务机关提供与纳税和代扣代

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信息ªUV

«�*��M 

 !»'$$CD¡0i"E/*P

¼½¾HIM 

 !¿'$$CD��]�O*+À

�ÁÂ2ÃÄÀ�2ÅÆÇ�2È8

*@�ÉM 

!¹'  税务机关应当广泛宣传

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普及纳税知

识，无偿地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

务。 

!Ê'  税务机关应当广泛宣传

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普及纳税知

识，无偿地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

务。 

!»'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

权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

情况。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要求税

务机关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情况

保密。税务机关应当依法为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的情况保密。 

纳税人依法享有申请减税、免

税、退税的权利。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税务机关

所作出的决定，享有陈述权、申辩

权；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

政诉讼、请求国家赔偿等权利。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控告和

检举税务机关、税务人员的违法违纪

!Ê"'$$/*P]¨.©XP

ªUV«r¬P=>@K]0^@(

(LË0©X2V°@¥±ÌÍÎ@

KÏÐM$

/*Ps@ÑÒ*+@K]0^

@(-(#HL]Ó´EÔÕ¥M$

纳税人依法享有申请减税、免

税、退税的权利。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向税务

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要求税

务机关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情况

保密。税务机关应当依法为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的情况保密2@KÖÒ(

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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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税务机关

所作出的决定，享有陈述权、申辩

权；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

政诉讼、请求国家赔偿等权利。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控告和

检举税务机关、税务人员的违法违纪

行为。 

!¿'  税务机关应当加强队伍

建设，提高税务人员的政治业务素

质。 

税务机关、税务人员必须秉公执

法、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礼貌待

人、文明服务，尊重和保护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的权利，依法接受监督。 

税务人员不得索贿受贿、徇私舞

弊、玩忽职守、不征或者少征应征税

款；不得滥用职权多征税款或者故意

刁难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 

!ÊA'  税务机关应当加强队

伍建设，提高税务人员的政治业务素

质。 

税务机关、税务人员必须秉公执

法、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礼貌待

人、文明服务，尊重和保护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的权利，依法接受监督。 

税务人员不得索贿受贿、徇私舞

弊、玩忽职守、不征或者少征应征税

款；不得滥用职权多征税款或者故意

刁难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 

!Ê' 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建

立、健全内部制约和监督管理制度。 

上级税务机关应当对下级税务机

关的执法活动依法进行监督。 

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对其工作人员

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廉洁自律准则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ÊB'  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建

立、健全内部制约和监督管理制度。 

上级税务机关应当对下级税务机

关的执法活动依法进行监督。 

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对其工作人员

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廉洁自律准则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Ê"'$ 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管理、稽查、行政复议的人员的职责

应当明确，并相互分离、相互制约。 

 

!ÊA' 税务人员征收税款和

查处税收违法案件，与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或者税收违法案件有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   

!Êm'  税务人员征收税款和

查处税收违法案件，与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或者税收违法案件有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   

!ÊB'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

权检举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行

为。收到检举的机关和负责查处的机

!Ên'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

权检举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行

为。收到检举的机关和负责查处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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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应当为检举人保密。税务机关应当

按照规定给予奖励。 

关应当为检举人保密。税务机关应当

按照规定给予奖励。 

  !Ê�'$$*Xop�t@K]

0^@(ªUCX_*X×5ØÙ(

LE5Ú)¦Û/*P ¡5ÚM$

*XopÜÝÛ*+5ÚÒÞß

E2JÞßàást�y(L2Gâ

Òãä,+56E�&åæçèé

[Neêçè"ëE2ìíîÌEï

æ*Xop[LM 

!Êm' 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

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

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

的税务机构。   

!Ê¹'  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

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

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

的税务机构。 

!A#$*X56 !A#$$*Xðñ 

第一节  税务登记  

!Ên' 企业，企业在外地设立

的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

所，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产、经营的

事业单位(以下统称从事生产、经营的

纳税人)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

内，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

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应当于收到申

报的当日办理登记并发给税务登记证

件。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将办理登

记注册、核发营业执照的情况，定期

向税务机关通报。 

本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纳税人办

理税务登记和扣缴义务人办理扣缴税

款登记的范围和办法，由国务院规

定。 

!Ê»'$$/*P¼½¾J*X

opi"ðñ56M$

企业，企业在外地设立的分支机

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个体工

商户和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以

下统称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自领

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内2z{ò

óô¸/*©XBÊõö2J@L;

RPz{V¤¥PZ持有关证件，向

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

关应当于收到申报的当日办理登记并

发给税务登记证件。 

¬÷cd-øTùúqr³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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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第A]B款规定以外的纳税

人办理税务登记和扣缴义务人办理扣

缴税款登记的范围和办法由国务院规

定。 

 !Ê¿'$$É¬*+,-E/*

Pqr.V*/ò0z{É¬·12

3E×0456d7��*XðñE

ð8��z{9:;<=¼M 

!Ê�'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

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自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日

起三十日内或者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之前，持有关证

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变更或者注销

税务登记。 

!AÊ'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

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自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日

起三十日内或者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之前，持有关证

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变更或者注销

税务登记。 

!Ê¹'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

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税务登

记证件，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

立基本存款账户和其他存款账户，并

将其全部账号向税务机关报告。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在从事

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中登录税

务登记证件号码，并在税务登记证件

中登录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

户账号。 

    税务机关依法查询从事生产、经

营的纳税人开立账户的情况时，有关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予以协助。 

!AÊ"'  从事生产、经营的

纳税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税

务登记证件，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

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和其他存款账

户，并将全部账号向税务机关报告。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在从事

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中登录/

*P¼½¾2并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

录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账

号。 

税务机关依法查询从事生产、经

营的纳税人开立账户的情况时，有关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予以协助。 

 !AÊA'$$/*P>?°Ì]

çß2./øTÏ@A2e3Bðñ

ªUý6V«�*¬C�2qrDE

/*P¼½¾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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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纳税人按照国务院税务

主管部门的规定使用税务登记证件。

税务登记证件不得转借、涂改、损

毁、买卖或者伪造。 

!AÊB'  纳税人按照国务院

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使用税务登记证

件。税务登记证件不得转借、涂改、

损毁、买卖或者伪造。 

第二节  账簿、凭证管理 !B#$$F"56 

!Ê¿'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

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账簿，

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记账，进行核

算。 

!AÊm'  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

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账

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记账，进行

核算。 

/*P]¨.©XPDE,/G

áHIE9:F"2IªJ1ñKL

w]vwq/*xEs>M 

!AÊ'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

人的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

处理办法和会计核算软件，应当报送

税务机关备案。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财务、会

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与国

务院或者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

有关税收的规定抵触的，依照国务院

或者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

税收的规定计算应纳税款、代扣代缴

和代收代缴税款。 

!AÊn'  /*PDEETv

LwM#qrN°CDÒp(L2ÿ

ê�O]PQLwV+Rz{SfM$

DEvwo80TvLwE/*

P2qr.DE�TTvLwM#U

VDEUVW]ÒpXYìZ*Xo

p[\M$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财务、会

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与国

务院或者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

有关税收的规定抵触的，依照国务院

或者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

税收的规定计算应纳税款、代扣代缴

和代收代缴税款。 

!AÊ"'  税务机关是发票的

主管机关，负责发票印制、领购、开

具、取得、保管、缴销的管理和监

督。 

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

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

动中，应当按照规定开具、使用、取

得发票。 

!AÊ�'  税务机关是发票的

主管机关，负责发票印制、领购、开

具、取得、保管、缴销的管理和监

督。 

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

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

动中，应当按照规定开具、使用、取

得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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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发票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AÊA' 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国

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指定的企业印制；

其他发票，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

的规定，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指定企业印

制。 

未经前款规定的税务机关指定，

不得印制发票。 

!AÊ¹'$ 增值税专用发票由

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OL的企业印

制；其他发票，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

部门的规定，分别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OL企

业印制。 

未经前款规定的税务机关OL，

不得印制发票。 

!AÊB' 国家根据税收征收管

理的需要，积极推广使用税控装置。

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

装置，不得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

置。 

!AÊ»'  国家根据税收征收

管理的需要，积极推广使用税控装

置。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安装、使用

税控装置，不得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

控装置。 

!AÊm'  从事生产、经营的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按照国务院

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保管期限

保管账簿、记账凭证、完税凭证及其

他有关资料。 

账簿、记账凭证、完税凭证及其

他有关资料不得伪造、变造或者擅自

损毁。 

!AÊ¿'  从事生产、经营的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按照国务院

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保管期限

保管账簿]Tv凭证、完税凭证及其

他有关资料。�³$P/*P]}S

fEcd-ºPqr×3�/*P�

�^p]}F"2³$P/*Pqr

_`ÏaÕV/*©X^pEF"U

ÒpXYM$

账簿]Tv凭证、完税凭证及其

他有关资料不得伪造、变造或者擅自

损毁。 

  !m#$$��bc$

 !BÊ'$$/*PUÕ/*^p

E!Báqr�t(L�,�*�

�M$

 !BÊ"'$$É¬¸B]·1E

cd-ºP.V·d23e�f2"

º/*gIö�V«cd-ºP!}

nhiªïE2qr�*X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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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xªU+RáEkl]/*

P¼½¾M$

có!}:mnþnoiªï

E2qränõö�*Xop��!

}EjxªU+RáEkl]/*P

¼½¾M$

 !BÊA'$$p0-V«mqo

rqr�t(LEös]tu]�&

Ívw�*Xop��GcdxyE

Kz{ÒPEKz]K¾]|X+±

ªUKzEã�%x]%}~xÍ�

�MÛKz{ÒPc�Xm��nþ

noiz{"õö��:mnoiª

ïE2p0-V«mqorqr�t

(L�*Xop�,^p��M$

*XopÉp0-V«mqor

��E/*P���êEä*+6E2

ef�!BábcM 

 !BÊB'$ $*+,-��qr

�*Xop��9:èX,-{Eð

ñ����M 

 

!BÊm'$ $ *Xops@ ¡

�½/*�QE2Iªvw/*Pz{

V*X;6P�,*+��M 

  !BÊn'$$^�ÒpØÙ-o

rqr��^]*Xop��Gcd

xyE��×ÁXt]P���]�

÷X�]+R]�B]]�ÍÕ,*

ÒpE��2�Áý@JCX_Ö0

(LM 

第三节 纳税申报 !n#$$üì/* 

!AÊn'  纳税人必须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

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

!BÊ�'$$/*P]¨.©X

Pqrs@³0vwq/*x-¨.

*y2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

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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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

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

的其他纳税资料。 

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

内容如实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

款报告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

要求扣缴义务人报送的其他有关资

料。 

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

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XT

vì�z{;¨;.];+;.*y

ì�R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

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 

/*P]¨.©XPÛ/*ü

ì]¨.*yüìE� -°@

���aM 

 !BÊ¹'$$*Xop=>Òã

äá�/*-��*+�GE�&2

IªY�Òpcd;,*yM*Xo

pqrÕÎ�;,P>?;,çß2

VO;,)¦];,= ];,%&

ªU;,PE@K�a2ÿ¡ôY�

;,"WMY�;,"Wqr�¢M$

;,P�t;,çßª*Xop

Ek©s@,+*y2/*Pef£

¤N/*P£¤E2;,PqrU�

ì�*XopM$

*Xop�t(L}!;,P;

,¥¦AM 

现行征管法第三十条。  !BÊ»'  扣缴义务人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代扣、代收

税款的义务。对法律、行政法规没有

规定负有代扣、代收税款义务的单位

和个人，税务机关不得要求其履行代

扣、代收税款义务。 

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收

税款义务时，纳税人不得拒绝。纳税

人拒绝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及时报告

税务机关处理。 

税务机关按照规定付给扣缴义务

人代扣、代收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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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Ê¿'  /*Pý6/*ü

ì§ô:¨vÓ�E2IªÓ�ü

ìM 

!AÊ�'  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可以直接到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

告表，也可以按照规定采取邮寄、数

据电文或者其他方式办理上述申报、

报送事项。 

!mÊ'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可以直接到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或

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

表ªU�XTvì�2也可以按照规

定采取邮寄、数据电文或者其他方式

办理上述申报、报送事项。 

/*P]¨.©XPDE,/G

áHIE9:>kìZEà©9:X

Y2Õª�XY�ÒÌÍE@K�

«M 

!AÊ¹'$ 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

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的，经

税务机关核准，可以延期申报。 

经核准延期办理前款规定的申

报、报送事项的，应当在纳税期内按

照上期实际缴纳的税额或者税务机关

核定的税额预缴税款，并在核准的延

期内办理税款结算。 

!mÊ"'  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

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的，经

税务机关核准，可以延期申报。 

经核准延期办理前款规定的申

报、报送事项的，应当在纳税期内按

照上期实际缴纳的税额或者税务机关

核定的税额预缴税款，并在核准的延

期内办理税款结算。 

    !mÊA'$$*XopIªÛL

%Lx./*yE/*P 0¬-ü

ì]¬ÿ,%M$ 

!B#$*y,+   

!AÊ»'$ 税务机关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征收税款，不得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开征、停

征、多征、少征、提前征收、延缓征

收或者摊派税款。 

 农业税应纳税额按照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核定。  

  

!AÊ¿' 除税务机关、税务人

员以及经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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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委托的单位和人员外，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进行税款征收活动。 

!BÊ' 扣缴义务人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代扣、代收税款

的义务。对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

负有代扣、代收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

人，税务机关不得要求其履行代扣、

代收税款义务。 

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收

税款义务时，纳税人不得拒绝。纳税

人拒绝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及时报告

税务机关处理。 

税务机关按照规定付给扣缴义务

人代扣、代收手续费。 

 

!BÊ"'  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

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

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 

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

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

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

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三

个月。 

!mÊB'  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

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

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 

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

缴纳税款的，经ªï*X®¯°

®±®²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

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 

/*P³.*yjx´Sµª"

ó.¶E2·ªï*X®¯°®±

®²· 2Iª°%./2¸¹²e

f¢e"gM 

!BÊA'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

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

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

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

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

金。 

 

!BÊB'  纳税人可以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书面申请减税、

免税。 

!mÊm'  纳税人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ý6减税、免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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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免税的申请须经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减税、免税审查批准机

关审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

民政府主管部门、单位和个人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擅自作出的减

税、免税决定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

行，并向上级税务机关报告。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政

府主管部门、单位和个人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擅自作出的减税、免

税]|*决定-ºnE*++R»=

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并向上级

税务机关报告。 

!BÊm'  税务机关征收税款

时，必须给纳税人开具完税凭证。扣

缴义务人代扣、代收税款时，纳税人

要求扣缴义务人开具代扣、代收税款

凭证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开具。 

!mÊn'$$/*P./*y

§2*Xopqr给纳税人开具完税

凭证。/*P¼e9:.*Âi./

*yE2*Xopqr=>/*PE

¨v��ª�P*F"M 

扣缴义务人代扣、代收税款时，

纳税人要求扣缴义务人开具P*F"

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开具。 

 !mÊ�'$$*Xopqr��

/*P½E*@E¾¿ÀLHIM$

/*PÛV¾%Á�ô¸]ÒÂ

v·dã±pÂE�LÃÄ¬C2µ

ªÅ<½E*@HI80Lw-v*

�2Iªüí¾¿ÀLMÆªï*X

opIª.@L¥&öÛ/*P½E

*@ÇÈJ�W4¾¿ÀLM$

/*P�É¾¿ÀLÉ�:Á.

z�.*yE2Ê\./�aM 

 !�#$$*xOH 

 !mÊ¹'$$*XopÛ/*P

stG@!BÊ�'(L80E/*

üì2Ò¥ËV� ]°@80

L ]OLM 

 !mÊ»'$$*Xopª/*P

��EKÌF"]ìR]Í#ÍXY

ñ8E��1FÎ2Ï°SxyE^

p��Û/*üì80L ]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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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Ê¿'$$*Xopô:/*

PÒºÐÑÒÜ"E2qrU�Û/

*Pq/*x80OHÓ$

¯"±a.üìEv*s>e 

EN$

¯A±.(LE/*%Ü�2Ò

=>H1/*PÒÔÕ/*©X01

EN$

¯B±Á�t(Lý6*Xðñ

ÉÉ¬¸B]·1EN$

¯m±Ò°ÿ]°�]éÖEN$

¯n±@K]0^@((LEV

«ÑÒM 

!BÊn' 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 

（一）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可以不设置账簿的； 

（二）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应当设置账簿但未设置的； 

（三）擅自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供

纳税资料的； 

（四）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

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

不全，难以查账的； 

（五）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

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

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 

（六）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

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 

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的具体程

序和方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 

!nÊ'$$/*PÁË0G@(

LE��ñ)]Ï5]ì�ªU×°

*XØÙÍ©XE2*Xopqrª

xyE��1FÎ2核定其应纳税

额。 

/*PÒºÐÑÒÜ"E2½E

�y(LÓ 

（一）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可以不设置账簿的； 

（二）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应当设置但未设置账簿的； 

（三）擅自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

供纳税资料的； 

（四）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

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

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 

（五）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

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

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 

（六）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

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 

¯¹±Á�t(Lý6*Xð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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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B]·1EN$

¯»±DEE�XTvM#eê

 OLwz{Ú@�t*Xopvw

��^pj>EM$

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的具体程

序和方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

定。 

!BÊ�'$ $企业或者外国企业

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

构、场所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

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

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

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

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收入或者

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

整。 

!nÊ"'$$/*PÕpÛáÜ

Ý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

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

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

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

应纳税的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

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 

 !nÊA'$$·OHEq/*x

Õ/*PüìE*xe"ëE2z{

/*PÁ80/*üìE2*Xop

qr�/*P��*xOH¼ÜWM$

/*Pqr�t*xOH¼ÜW

8VEq³¯|±*y2.(LE%

&öý6³¯|±*M 

 !nÊB'$$/*PÝìE/*

üìRªUÓ�E/*üìRS8V

Eq/*x2*XopÁÞOHz{

¢�OH��E2ßÌ*xOH¼Ü

WSOLEq/*xM$

Ó�E/*üì�U|àE2q

r·*Xop· M 

 !nÊm'$$ÒºÐÑÒÜ"

E2*Xopqráó80*xO

HÓ$

¯"±â/*P��e�O]e

PQv*s>ãëÜ�üì]O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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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xe EN$

¯A±*@ÒäE(L�U�Q

/*Pv*s>EM$

*XopÛ/*P80áó*x

OHE2ªáóOHEq/*x1

 M*XopÛOH*x80Ø°Ó

�E2ªÓ�§E1 2ÁÞÓ�E

Ø°å¦¸�M 

 !nÊn'$$*xOHe�f2

ô:/*PÒºÐÑÒÜ"E2qr

J*XæÙØÙ�\ÙçÓ$

¯"±�èÔÕ./*y]ÔÕ

é.ê*]ë*]ì*N$

¯A±í�ôîÍ*+~@0

1N$

¯B±/*Pô¸/*©XÁ8

0/*üìEN$

¯m±@K]0^@((LEV

«01M$ 

 !nÊ�'$$*XopÛ/*P

q/*xEOHqr.ngö80M$

/*PÁðñ]Áüìz{a.

G@!nÊn'SÐÑÒ¨v�\Ù

çE2*Xopqr³*@(LEü

ì%&'(ÜõûÊngö80O

HM 

 !nÊ¹'$$Û*Xop80E

*xOH2/*Pqr"VV/*ü

ìE� ]°@M$

/*PÛV��EôîÍTvF

"]KÌ]ìR]P*F"ªUV«

Òp�*XYfSñ8j>]ñ)U

V«^p¬ E� ]PQ- 

Oï�M$

*Xop.*xOHf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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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J��Qð/*P¶·Ë0

G@(LEçñ©XE2*Xopq

rÛDEE/*PKÌ]Í#]ñ

)]V«XYEj>��E�òUv

wá@]OHá@]s>ï�2ÛV

SDEEV«á4j>���òE°

@ï�NÒp��áÛV����

E� ] Oï�M/*PÛ*

Xop�òä!Bá��E� ]

PQÒóßE2qr�Ü^p!B

áÓ´�,��M$

/*PÛ*Xop�t!nÊ'

(LLLq/*xÒóßEqr��

^p">M 

  !¹#$$*yé, 

    现行征管法第三十二条。 !nÊ»'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

期限缴纳税款，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

定期限解缴税款的2*Xopqr�

ôV&%./z{é.M 

    现行征管法第三十二条。 !nÊ¿'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

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

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按日3v*+

ã�。 

*+ã�EãuJCX_Ï°P

QõöyF ãu-��÷öãuE

°6ø�ù°OLM$

/*P³.*y�2qrúÌ*

+ã�"ÿ./M 

  !�Ê'$$ºÐ%Ý2*+ã�

fûvwÓ$

¯"±/*P]¨.©XPE�

B]p0Kzü*Xop ¡ÏOý

¡z{4Hþ0ý¡2ãë/*P]

¨.©XPO µª�t(L%&.

/z{é.*yE2Éý¡ ¡Ü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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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ÿý¡é\ÜõûN$

¯A±âeIì«2ëD/*

P]¨.©XPÁ�t(L%&./

z{é.*yE2ÉeIì«ô¸Ü

õûÿeIì«ÑÒ!\ÜõûN$

¯B±CX_*X×5ØÙOL

EV«ÑÒM$

"/*P]¨.©XPEe#2

ëD/*PeêU�$xüì./*

yE2e3+*+ã�M 

!BÊ¹'  对未按照规定办理

税务登记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以

及临时从事经营的纳税人，由税务机关

核定其应纳税额，责令缴纳；不缴纳的，

税务机关可以扣押其价值相当于应纳

税款的商品、货物。扣押后缴纳应纳税

款的，税务机关必须立即解除扣押，并

归还所扣押的商品、货物；扣押后仍不

缴纳税款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

局长批准，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扣押的

商品、货物，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

税款。 

!�Ê"'  对未按照规定办理

税务登记的/*P以及临时从事经营

的纳税人，由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纳税

额，责令缴纳；不缴纳的，税务机关可

以扣押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

货物z{V«�B2ÿ.AÊm%�ö

�ªï*X®¯°®±®²ì�2³

ý· ¥¦M扣押后缴纳应纳税款的，

税务机关必须立即解除扣押，并归还所

扣押的商品、货物-V«�BN扣押后

仍不缴纳税款z{./e$E2经县以

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依法拍卖

或者变卖所扣押的商品、货物-V«�

B2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BÊ»' 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

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

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在限期内

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

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

税的收入的迹象的，税务机关可以责成

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如果纳税人不能

提供纳税担保，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

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税收

保全措施： 

!�ÊA'  税务机关有根据认

为/*P有eË0/*©XIêE2可

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

应纳税款；在限期内发现纳税人有明显

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

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

的，税务机关可以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

担保。如果纳税人不能提供纳税担保，

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

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税收保全措施： 

（一）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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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

者其他金融机构冻结纳税人的金额相

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 

（二）扣押、查封纳税人的价值相

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

产。 

纳税人在前款规定的限期内缴纳

税款的，税务机关必须立即解除税收保

全措施；限期期满仍未缴纳税款的，经

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

关可以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

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冻结的存款中扣缴

税款，或者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扣押、

查封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

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

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的

范围之内。 

者其他金融机构冻结纳税人的金额相

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yN 

（二）扣押、查封纳税人的价值相

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

产。 

*Xop'��y(LEý¡q

rW4¼Ü/*PÿHJ:��)M 

纳税人在前款规定的限期内缴纳

税款的，税务机关必须立即解除税收保

全措施；限期期满仍未缴纳税款z{.

/e$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

批准，税务机关可以书面通知纳税人开

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冻结的

存款]&y中扣缴税款，或者依法拍卖

或者变卖所扣押、查封的商品、货物或

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

税款。 

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

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的

范围之内。 

!BÊ¿' 纳税人在限期内已

缴纳税款，税务机关未立即解除税收保

全措施，使纳税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损失

的，税务机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ÊB'$  纳税人在限期内已

缴纳税款，税务机关未立即解除税收保

全措施，使纳税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损失

的，税务机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mÊ'$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

或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

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由税务机关

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

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

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 

（一）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

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 

（二）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

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

!�Êm'$$/*P]̈ .©XP

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

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

担保的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

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

(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

列强制执行措施： 

（一）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

他金融机构()Vay]&yÿ.¶*

y1û； 

（二）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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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

抵缴税款。 

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

前款所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

保人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 

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

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措施的

范围之内。 

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

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

抵缴税款。 

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

前款所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

保人未缴纳的*+ã�同时强制执行。 

*Xop'��y(LE4Hþ

0ý¡qrW4¼Ü/*P]¨.©

XP]/*�ÏP2ÿHJ:��

)M$

Û/*P]¨.©XP]/*�

ÏPE�B ¡4Hþ0Ò*µE2

*XopIªs@�í/*P]¨.

©XP]/*�ÏPS.+z{�B

S.+PQ@_þ0M 

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

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措施的

范围之内。 

  !�Ên'$$/*P~�@K]0

^@((L��E,*]Ê*]-*-

|*2*Xopqrs@é.2ÿ�t

G@(LE.·¥&'�*+ÏOý

¡z{4Hþ0ý¡M 

 !�Ê�'$ $ *Xop'�*+

ÏOý¡E%&"/ef¢e�º0N

\ÑÂSÃÄE2·CX_*X×5Ø

Ù· Iª�²"ó2̧ �²%&e¢

e�º0M 

 !�Ê¹'$ $ /*P1%eË0

*Xops@J�,+*y[LE2³

%&'(Üõû2�t*yEh°Ün

�õ3+2/mM 

!mÊ"' 本法第三十七条、第

三十八条、第四十条规定的采取税收保

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的权力，不得由

!�Ê»'  本法(L的采取税

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的权力，不

得由法定的税务机关-PQ@_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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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的税务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个人行

使。 

的单位和个人行使。 

*Xop'�4Hþ0ý¡�2I

ª�í��opçñ2��opqr3

ªçñM 

!mÊA' 税务机关采取税收

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必须依照法

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不得查封、扣押纳

税人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

需的住房和用品。 

!�Ê¿'  税务机关采取税收

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必须依照法

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不得查封、扣押纳

税人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

需的住房和用品。 

!mÊB' 税务机关滥用职权

违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

施，或者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

措施不当，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者

纳税担保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¹Ê'  税务机关滥用职权违

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

或者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

不当，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者纳税

担保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mÊm' 欠缴税款的纳税人

或者他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应当

在出境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滞

纳金或者提供担保。未结清税款、滞纳

金，又不提供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通

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其出境。 

!¹Ê"'  /*Pê.*yÁ

Ï¶24e��/*�ÏE2*Xo

pIª[Le /*Pz{V@L;

RP]×v*+ã±^pP�5N*

Xop�\Ùç�èÂS*+~@Ñ

ÒE2Iª[Le /*Pz{V@

L;RP]�B 67Ò{z{56

{]Å<�aP�5M$

Û[Le �5EPZ2*Xop

qr�t(LU�¼Ü�R589Ø

Ùop3ªçñ2z{�í��op�

R556ore3>ô�̄ C±5"#M 

 !¹ÊA'$ $ Û¨v·ÒpØÙ

s@ðñ:ô¸�«z{Ûì!BP

E3Bz{e3B;¥E§�]µ<]

=>-!?2ðñorqrÙ@/*P

��EÕA3Bze3B;¥,-^

pEP*F"z{*+"VNÛäÁ�

�^pP*F"z{*+"VE2ef

ý6ðñ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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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Ên'  税务机关征收税款，

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

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

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

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 

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

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税

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欠缴税款

的情况定期予以公告。 

!¹ÊB'$$税务机关征收税款，

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2B÷hB@另

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

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

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

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 

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

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税

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欠缴税款

的情况定期予以公告。 

 !¹Êm'$$/*PÁ�t(L

E%&./*y2*Xop�ô&%

./§CÁ./E2·§DE�]³

9Eªï*X®F°®G®²· 2*

XopIªª/*Pê.*y1&2

ÛVe3B§LjHÎI¥2ÿ¼Ü

B¥ðñØÙ3ªðñM$

/*P.¶ê*§2B¥ðñØ

Ù:êý6B¥µ<¥¦M 

!mÊ�'  纳税人有欠税情形

而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的，应当向

抵押权人、质权人说明其欠税情况。抵

押权人、质权人可以请求税务机关提供

有关的欠税情况。 

!¹Ên'  纳税人有欠税情形

而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的，应当向

抵押权人、质权人说明其欠税情况。抵

押权人、质权人可以请求税务机关提供

有关的欠税情况。 

!mÊ¹' 税务机关扣押商

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时，必须开付

收据；查封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

时，必须开付清单。   

!¹Ê�'  税务机关扣押商

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时，必须开付

收据；查封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

时，必须开付清单。 

  

!¹Ê¹'$$/*PÒéÖ]J

K]hBÑÒE2.¶w�qr�V

×5*Xopì�NÁÏ¶*yE2

JV×5*XopÔ3¶wM$  



 

23                                                                                                                                         

!mÊ»' 纳税人有合并、分立

情形的，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并依

法缴清税款。纳税人合并时未缴清税

款的，应当由合并后的纳税人继续履

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纳税人分立时

未缴清税款的，分立后的纳税人对未

履行的纳税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¹Ê»'  纳税人有合并、分

立情形的，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并

依法缴清税款。纳税人合并时未缴清

税款的，应当由合并后的纳税人继续

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纳税人分立

时未缴清税款的，分立后的纳税人对

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

任。 

  !¹Ê¿'$$ÛÌ"/*©X2

jPîÌ��¶Iz{�Ï�aE2

1úL/*PM\@K]0^@(Ö

Ò(L`2àúL/*PÛOØ/*

©XïË0�aM$

úL/*PË0/*©X2V�

«UäV«úL/*PMË0/*©

XEúL/*P2Ûä¢e³M�a

EØ°2Iª�V«úL/*Pé

IM 

 !»Ê'$ $Á.¶*yE/*P

E�BNÕ«Pz{üå�E2ªÎN

Pz{å�P1./*yE�aP2̧

ªVSÎNz{å�E�B1&M 

  !»Ê"'$ $ Û/*Pê.*y

Ú@é,�2*XopIª�]×z{

��/*P�BE�B 656P]O

Bþ0P]¶wù]%�PªUV«p

ÂPé,M 

     !»ÊA'$$�PéÖÁ¶.*

yE2�Ò&�a�PEQR]Q�

Ò&�PESQQR2ªU�PE 

6SHPª�Xx1&2Ûê.*y

��¶I�aM 

!mÊ¿'  欠缴税款数额较大

的纳税人在处分其不动产或者大额资

!»ÊB'  欠缴税款数额较大

的纳税人在处分其不动产或者大额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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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之前，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 产之前，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 

!nÊ'  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

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

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

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

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

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

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 

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行使代位

权、撤销权的，不免除欠缴税款的纳税

人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和应承担的法

律责任。  

!»Êm'  欠缴税款的纳税人

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

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

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

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

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

四条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 

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行使代位

权、撤销权的，不免除欠缴税款的纳税

人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和应承担的法

律责任。 

!nÊ"'$  纳税人超过应纳税

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

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

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

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

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

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 

!»Ên'  纳税人超过应纳税

额缴纳的税款2³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

n年内Iª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

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

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

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

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 

!nÊA'  因税务机关的责任，

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

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

得加收滞纳金。 

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

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

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

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 

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

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

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

限制。 

!»Ê�'  因/*P]̈ .©X

PeÇT��ì]�.*yE2税务机

关在n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补缴税款。 

对Áý6/*üìªUÔÕ./

*y]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Ên

göIª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y

或者所骗取的税款。 

/*Pê*¢eAÊg2*Xop

þ0eêE2eáé,M 

!nÊB' 国家税务局和地方

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税收征收

!»Ê¹'  国家税务局和地方

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税收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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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范围和税款入库预算级次，将征收

的税款缴入国库。 

对审计机关、财政机关依法查出的

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有关

机关的决定、意见书，依法将应收的税

款、滞纳金按照税款入库预算级次缴入

国库，并将结果及时回复有关机关。  

管理范围和税款入库预算级次，将征收

的税款缴入国库。 

对审计机关、财政机关依法查出的

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有关

机关的决定、意见书，依法将应收的*

y按照税款入库预算级次缴入国库，并

将结果及时回复有关机关。  

!m#$$*XØÙ !»#$$*XØÙ 

!nÊm'$税务机关有权进行下

列税务检查： 

（一）检查纳税人的账簿、记账凭

证、报表和有关资料，检查扣缴义务人

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账簿、记账凭

证和有关资料； 

（二）到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场所

和货物存放地检查纳税人应纳税的商

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检查扣缴义务

人与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经

营情况； 

（三）责成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提

供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有关的文件、证明材料和有关资料； 

（四）询问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与

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

的问题和情况； 

（五）到车站、码头、机场、邮政

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检查纳税人托运、邮

寄应纳税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的有

关单据、凭证和有关资料； 

（六）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

长批准，凭全国统一格式的检查存款账

户许可证明，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

税人、扣缴义务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

机构的存款账户。税务机关在调查税收

违法案件时，经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

!»Ê»'  税务机关.Ë0*

xOH]*XæÙUV«56U��有

权进行下列税务检查： 

（一）检查纳税人的账簿]Tv

凭证、报表和有关资料，检查扣缴义

务人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p账

簿]Tv凭证和有关资料。ØÙ³$

P/*P�f+REcdÕ/*^p

EKÌ-XYMÛ 0vwoñK

E2Ò¥8R^pqEÂi2Û9:

TvXY80ØÙ2/*Pqr�t

*XopEvw��j><�-ÙV

¥&NqEÂieê($ØÙ¨v

E2/*Pz{M#SÒPqr��

ÕqEÂi^pEò;WÍM#XY

]{M$

（二）到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场所

和货物存放地检查纳税人应纳税的商

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检查扣缴义务

人与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经

营情况。 

（三）责成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提

供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有关的文件、证明材料和有关资料。 

（四）询问纳税人、扣缴义务人ª

UV«�*r¬P与纳税或者代扣代

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问题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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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可以查询案

件涉嫌人员的储蓄存款。税务机关查询

所获得的资料，不得用于税收以外的用

途。 

（五）到车站、码头、机场、邮政

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检查纳税人托运、

邮寄应纳税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 

（六）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

长批准，凭全国统一格式的检查存款]

&y账户许可证明，查询/*P]̈ .

©XP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

款]&yU"Z,-ÏwXm账户。税

务机关在调查税收违法案件时，经设区

的市、自治州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

批准，可以查询案件涉嫌人员的存款]

&yU"Z,-ÏwXmKz。税务机

关查询所获得的资料，不得用于税收以

外的用途。 

¯¹±þ*+,-����or

ØÙ*+,-Ñ[2þ*+,-]}

\XorØÙ*+,-]}Ñ[M$

¯»±þ/*P]¨.©XP-

/*�ÏPE�;Î�PçØÙ�;

Y�Ñ[M$

¯¿±ØÙ�è�fí]ôîE

"/*cd-ºPEôîDEÑ[M$

¯Ê±ØÙÁðñ1¸B]·1

�S^Eä¸B]·1E�SM$

¯Ê"±þ^pØÙÙV]ÃH

/*P�BðñÑ[U����M 

!nÊn' 税务机关对从事生

产、经营的纳税人以前纳税期的纳税情

况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发现纳税人有

逃避纳税义务行为，并有明显的转移、

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

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可以按

照本法规定的批准权限采取税收保全

措施或者强制执行措施。 

!»Ê¿'  税务机关对/*P

以前纳税期的纳税情况依法进行税务

检查时，发现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

为，并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

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

收入的迹象的，可以按照本法规定的批

准权限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或者强制执

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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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Ê�'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

得拒绝、隐瞒。 

!¿Ê'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

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

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

绝、隐瞒。 

!nÊ¹' 税务机关依法进行

税务检查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

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

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

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向税务

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 

!¿Ê"'  税务机关依法进行

税务检查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

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

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

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向税务

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 

!nÊ»'  税务机关调查税务

违法案件时，对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资

料，可以记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

制。 

!¿ÊA'$$/*P�èÔÕ.

/*yÍ*+~@01E2*Xop

qr�\ÙçM$

*Xop.�Ù*+~@\#

�2/*Pª_Ù]_`Íáuab

�*">z{�B];c£¤ØÙ

E2·ªï*X®¯°®±®²·

 2Iª408R/*P¸B]·1

�S2z{Û/*PS{z{SHE

�*�;]KÌF"]XYÍ40�

d]�_2 ¡4HØÙ]��"

>M*Xop ¡4HØÙ]��"

>2qr.��opçñ-ÏÐº8

02��opqr3ªçñ-ÏÐM$

对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资料，可以

记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制。 

!nÊ¿' 税务机关派出的人员

进行税务检查时，应当出示税务检查证

和税务检查通知书，并有责任为被检查

人保守秘密；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

检查通知书的，被检查人有权拒绝检

查。 

!¿ÊB'  税务机关派出的人

员进行税务检查时，应当出示税务检查

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并有责任为被检

查人保守秘密；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

务检查通知书的，被检查人有权拒绝检

查。 

!n#$$@K�a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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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纳税人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

税务登记、变更或者注销登记的； 

（二）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账簿

或者保管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的； 

（三）未按照规定将财务、会计制

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和会计核算

软件报送税务机关备查的； 

（四）未按照规定将其全部银行账

号向税务机关报告的； 

（五）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

装置，或者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

的。      

纳税人不办理税务登记的，由税务

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经

税务机关提请，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

销其营业执照。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使用税务登记

证件，或者转借、涂改、损毁、买卖、

伪造税务登记证件的，处二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Êm'  纳税人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

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

税务登记、变更或者注销登记的； 

（二）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账簿

或者保管Tv凭证和有关资料的； 

（三）未按照规定将TvLwM

#]DEUVWUÒpXY报送税务机

关备查的； 

（四）未按照规定将其全部银行账

号向税务机关报告的； 

（五）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

装置，或者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

的； 

¯�±Á�t(L�*Xopì

Z�*��EM$

纳税人不办理税务登记的，由税务

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经

税务机关提请，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

销其营业执照。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使用税务登记

证件，或者转借、涂改、损毁、买卖、

伪造税务登记证件的，处二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Ê"' 扣缴义务人未按照

规定设置、保管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

款账簿或者保管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

款记账凭证及有关资料的，由税务机关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 

!¿Ên'$  扣缴义务人未按照

规定设置、保管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

款账簿或者保管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

款Tv凭证及有关资料的，由税务机关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  

!�ÊA'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 !¿Ê�'$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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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

的，或者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

向税务机关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

款报告表和有关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 

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

的，或者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

向税务机关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

款报告表和有关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 

!�ÊB' 纳税人伪造、变造、

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

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

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

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

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

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

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

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

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由税务机

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

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

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Ê¹'  纳税人'�eë]a

f¥g80í]/*üìz{eüì2

ÔÕ./*yE2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

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并处不缴或者少缴

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Bh以下的罚

款；�èijE2kZP@ops@ç

6M 

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

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由税务机

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并处不

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B

h以下的罚款；�èijE2kZP@

ops@ç6M 

!"ySl'�eë]af¥g

l»ºÐÑÒm$

¯"±nT]µT]=k]b

o]p?KÌF"z{V«^pX

YN$

¯A±qTí]v*s>2íÐ

]�z{=k]ao+RN$

¯B±ë�*+jkXtN$

¯m±@K]0^@((LEV

«ÑÒM 

!�Êm'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由税务机关责令

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

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

!¿Ê»'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由税务机关责令

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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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

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  

  !¿Ê¿'$$/*P]¨.©X

PâeÇ~�*+@K]0^@(2

T�Á.z{�.*yE2*Xop

\�tG@!»Ê�'E(Lé.V

Á.z{�.E*y`2ÿçÁ.z

{�.*yr°ÜnÊªºEsyM$

/*P]¨.©XP³@K]0

^@((Lz{*Xopst@K]

0^@(E(LOLEüì./*y

%&'(Üõûÿ*XØÙ�ý6Ó

�üì2ÿ./*yE2ç³.*y

r°ÜAÊªºEsyM 

!�Ên' 纳税人欠缴应纳税

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

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由税务

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欠

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r'  纳税人]̈ .©XP欠

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

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

的，由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并处

欠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Bh以下的

罚款；�èijE2kZP@ops@

ç6M 

!�Ê�' 以假报出口或者其

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由

税务机关追缴其骗取的退税款，并处骗

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税务机

关可以在规定期间内停止为其办理出

口退税。   

!"rt"'  以假报出口或者

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

由税务机关追缴其骗取的退税款，并处

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èijE2kZP@ops@ç6M 

!"ySl]ì��l»�Òº

ÐÑÒÜ"E01Ó$

¯"±íru;]vX]\X�

�EN$

¯A±nTz{>?í]Ewx

°ÌEN$

¯B±ªnT]µTz{V«"

@¥g�f��u;ìp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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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W]yzc>]{ucÍ

Òp��|*c>]F"EN$

¯m±í�]nT]µT]"@

|w}~*�Eôîz{V«IªE

ä��|*EôîªUV«F"EN$

¯n±]ª«Pu;]vX]\

Xüì��|*EM$

!"ySlV«eë¥gl»�

ÒºÐÑÒÜ"E01Ó$

¯"±ë���|*XtEN$

¯A±TÁ/*z{Ê*u;]

vX]\XJ1¶*u;]vX]\

X��EN$

¯B±�Ò��2¸ír]í}

A��u;]vX]\XEck]j

�]c�Ív�2ë�Á 6/*Ø

°��|*yEM$

对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税务机

关可以在规定期间内停止为其办理出

口退税。 

  !"rtA'$$/*Pªeë¥

g�f*+jkXtE2*Xopq

r�!V*+jkXt2ÿçnoi

ªºEsyNãëe.z{�.*y

E2stG@!¿Ê¹'ÔÕ./*

y(Lç6M�èijE2kZP@

ops@ç6M$

*Xop�!/*P*+jkX

t§2qrU�¼ÜVðñ56o

pM 

!�Ê¹' 以暴力、威胁方法拒

不缴纳税款的，是抗税，除由税务机关

追缴其拒缴的税款、滞纳金外，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未构成犯罪的，

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拒缴的税款、滞纳

!"rtB'  以暴力、威胁方法

拒不缴纳税款的，是抗税，除由税务机

关追缴其拒缴的税款`2ÿçAÊoi

ªºEsyN�èijE2kZP@o

ps@ç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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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并处拒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 

!�Ê»'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在规定期限内不缴或者少缴应纳或者

应解缴的税款，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

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税务机关除依照

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外，可以

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

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rtm'  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ý6�/*üìz{*Xop�/

*P]̈ .©XPZn�*xOH¼Ü

W2̧ 在规定期限内不缴或者少缴应纳

或者应解缴的税款，经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税务机关除

依照本法第�Êm条的规定采取强制

执行措施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外，可以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

五十以上Bh以下的罚款。 

/*PÒ��*µeêU�PO

Ë0/*©XE2*XopIªÕ/*

Pn�þ0çß2¿L°�gË0N/

*P'�³�ý¡E2Iª,Ê3çE

syz{2/mM 

!�Ê¿' 扣缴义务人应扣未

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

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

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

倍以下的罚款。 

!"rtn'$  扣缴义务人应扣

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

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

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

"h以下的罚款。 

!¹Ê'$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逃

避、拒绝或者以其他方式阻挠税务机关

检查的，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rt�'  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逃避、拒绝或者以其他方式阻挠税务

机关检查的，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

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¹Ê"' 违反本法第二十二

条规定，非法印制发票的，由税务机关

销毁非法印制的发票，没收违法所得和

作案工具，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rt¹'$ $nT]µTôî

E2J*Xop�+~@Sf-J\�

�2çnÊoiªºEsyN"@wx]

"@;�ôîE2J*Xop�+~@

Sf2çnÊoiªºEsyN�èi

jE2kZP@ops@ç6M$

违反本法第AÊ¹条规定，Á�t

(L�HôîE2çnÊoiªº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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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N�èijE2kZP@ops@ç

6M 

 !"rt»'$$ír]í},-2

��z{<ÎÕ·1,-¬ eNE

ôîz{-¨Ð]F"E2r�í�ô

îM$

í�ôîE2çí�*xAhªº

syN�èijE2kZP@ops@

ç6M 

!¹ÊA'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

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规定的税收违

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税

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其

发售发票。 

!"rt¿'$$从事生产、经营的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规定的税收

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

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

其发售发票。 

!¹ÊB'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的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拒绝接

受税务机关依法检查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存款帐户，或者拒绝执行税务机关作

出的冻结存款或者扣缴税款的决定，或

者在接到税务机关的书面通知后帮助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转移存款，造成税

款流失的，由税务机关处十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r"Ê'  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的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拒绝

接受税务机关依法检查纳税人、扣缴义

务人存款账户，或者拒绝执行税务机关

作出的冻结存款或者扣缴税款的决定，

或者在接到税务机关的书面通知后帮

助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转移存款，造成

税款流失的，由税务机关处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r"Ê"'$ $ïÒ���*

��çñ©X-V«çñ©XE/*

P]̈ .©XPªUV«Òpcd-º

PÁ�tG@(LË0���*��

-V«çñ©XE2·*Xop�ô&

%´�1%Ce´�E2J*XopÛ

VçAhiªï"oiªºEsyNT

�CD*yÂS�ÇE2çÊoiªº

Es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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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Êm' 本法规定的行政处

罚，罚款额在二千元以下的，可以由税

务所决定。 

!"r"ÊA'$  本法规定的行

政处罚，罚款额在nh元以下的，可以

由ªº*X°®]税务所决定。 

!¹Ên' 税务机关和司法机

关的涉税罚没收入，应当按照税款入库

预算级次上缴国库。 

!"r"ÊB'  税务机关和司

法机关的涉税罚没收入，应当按照税款

入库预算级次上缴国库。 

!¹Ê�' 税务机关违反规定

擅自改变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和税款入

库预算级次的，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 

!"r"Êm'  税务机关违反

规定擅自改变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和税

款入库预算级次的，责令限期改正，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3��]ñez{ñSeE

ç°NÑ��ÂE2!3�æ]JUz

{�\Eç°M 

!¹Ê¹'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有本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

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一条规定

的行为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

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税务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

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

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r"Ên'  税务人员徇私

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的不移交E2s@!3ç°；情

节严重�èijE2kZP@ops@

ç6M 

 

!¹Ê»' 未经税务机关依法

委托征收税款的，责令退还收取的财

物，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行政处罚；

致使他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r"Ê�'  未经税务机关

依法委托征收税款的，责令退还收取的

财物，依法给予ç°或者行政处罚；致

使他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N�èijE2kZP@op

s@ç6。 

!¹Ê¿'$ 税务机关、税务人员

查封、扣押纳税人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

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的，责令退

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r"Ê¹'$ 税务机关、税务

人员查封、扣押纳税人个人及其所扶养

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的，责

令退还，依法给予ç°N�èijE2

kZP@ops@ç6M 



 

35                                                                                                                                         

!»Ê' 税务人员与纳税人、扣

缴义务人勾结，唆使或者协助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有本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

五条、第六十六条规定的行为，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

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r"Ê»'  税务人员与纳

税人、扣缴义务人勾结，唆使或者协助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违反G@规定的

行为E2s@!3ç°N�èijE2

kZP@ops@ç6M 

!»Ê"' 税务人员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收受或者索取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

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r"Ê¿'  税务人员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收受或者索取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

利益E2s@!3ç°N�èijE2

kZP@ops@ç6M 

!»ÊA' 税务人员徇私舞弊

或者玩忽职守，不征或者少征应征税

款，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

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税务人员滥用职权，故意刁难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的，调离税收工作岗位，

并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税务人员对控告、检举税收违法违

纪行为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以及其他

检举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税务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故意高估或者低估农业税计税产

量，致使多征或者少征税款，侵犯农民

合法权益或者损害国家利益，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

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rAÊ'  税务人员徇私舞

弊或者玩忽职守，不征或者少征应征税

款，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E2s

@!3ç°N�èijE2kZP@o

ps@ç6M$

税务人员滥用职权，故意刁难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的，调离税收工作岗位，

并依法给予ç°。 

税务人员对控告、检举税收违法违

纪行为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以及其他

检举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依法给予ç

°N�èijE2kZP@ops@ç

6M 

!»ÊB'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提前征收、延缓征收或者摊派税

款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

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rAÊ"'  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提前征收、延缓征收或者摊

派税款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行政监察

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ç°。 



 

 36 

!»Êm'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的开征、停征或

者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以及其他同

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的，

除依照本法规定撤销其擅自作出的决

定外，补征应征未征税款，退还不应征

收而征收的税款，并由上级机关追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rAÊA'  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的开征、停

征或者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以及其

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的，除依照本法规定撤销其擅自作出的

决定外，补征应征未征税款，退还不应

征收而征收的税款，并由上级机关-0

^��opÛä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3ç°N�èi

jE2kZP@ops@ç6M 

!»Ên' 税务人员在征收税

款或者查处税收违法案件时，未按照本

法规定进行回避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 

!"rAÊB'  税务人员在征

收税款或者查处税收违法案件时，未按

照本法规定进行回避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 

!»Ê�' 违反税收法律、行政

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

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rAÊm'  违反税收法

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

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

行政处罚。 

Û×3��*+~@01z{×

°*XopÙç*+~@01E2I

ªßÑ�É�],�]Ê30^çs

z{,Ê,+*+ã�M 

!»Ê¹' 未按照本法规定为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检举人保密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 

!"rAÊn'  未按照本法规

定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检举人保密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

法给予ç°M 

*Xop-*XPZÒV«®¯

/*P¥±ÑÒE2�t�y(Lç

6M 

 !Ê#$$Þßç6 

!»Ê»'$ 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

!"rAÊ�'  纳税人、扣缴义

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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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

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

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强

制执行措施或者税收保全措施不服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

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逾

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

诉、又不履行的，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

机关可以采取本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

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Å<�U*yE0^çsï发生争

议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

复议决定不服的，qrHstÃßop

E/*[L./]é.*yz{��^

qE�Ï2$§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

诉。 

对税务机关J�!"yª`EÕ

,+*ymxÚpE处罚决定、强制执

行措施或者税收保全措施不服的，可以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

法院起诉。 

 !"rAÊ¹'$ $ 0^ÃßIª

½E-é]�éM$

-éçßz{�éW·üíP]ü

üíP>�§¸�2üíPefËÌ"

¬ ]Ì"6Jáóüí0^ÃßM$

üíPÕüüíP-é]�ée�

E20^ÃßopqrU�J�0^Ã

ß[LM$

0^Ãß[L�{,*ç6[L

E2üíPqr�t(L./*yU*

+ã�M 

 !"rAÊ»'$ $ 0^Ãßop

efJ�ÛüíP<1eãE0^Ã

ß[LM 

 !"rAÊ¿'$$0^Ãß%Ý2

*XopJ�E�Á0^01e�û

þ0N¸l2ÒºÐÑÒÜ"E2Iª

�ûþ0Ó$

¯"±üüíPH1¨v�ûþ0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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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ÃßopH1¨v�û

þ0EN$

¯B±üíPüí�ûþ020^

ÃßopH1Vvw°62[L�ûþ

0EN$

¯m±@K(L�ûþ0EM 

 !"rBÊ'$$Ãße�f2üü

íPÛVÞ�E0^[LE°@]°

6ïÒ�"�aMüíPÛºÐ¬C

���"�aÓ$

¯"±VüìE+R]]�],*]

Ê*]|*E� N$

¯A±s@Ë0�ñ)]Ïa]�

�KÌF"Í�*XYE©XM 

 !"rBÊ"'$ $ �tC6*+

'¿]çL(LEÑì,�oH�fE

��2*Xop·.LOHIªTVJ

1OL/*P*xEs>N/*PÒó

ßE2J/*P�"M 

 

现行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三

款。 

!"rBÊA'$ $当事人对税务

机关的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

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作

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可以采取本法

第�Êm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Ê"#$$�& 

!»Ê¿'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可以委托税务代理人代为办理税务事

宜。 

!"rBÊB'  纳税人、扣缴义

务人可以委托税务代理人代为办理税

务事宜。 

!¿Ê' 耕地占用税、契税、农

业税、牧业税征收管理的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另行制定。 

关税及海关代征税收的征收管理，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执行。   

!"rBÊm'  关税及海关代

征税收的征收管理，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的有关规定执行。 

st@K]0^@((Lüí��

|*Ecd-ºPßÌ/*P5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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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

外国缔结的有关税收的条约、协定同本

法有不同规定的，依照条约、协定的规

定办理。 

!"rBÊn'  中华人民共和

国同外国缔结的有关税收的条约、协定

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依照条约、协定

的规定办理2�C�VÏ�E'y\

`。 

 !"rBÊ�'$$/*P]̈ .©

XPqrDEfÍ�*XopìZ�

*XY2ÿªPQõ1uõv�cd.

/]é.*yM 

!¿ÊA' 本法施行前颁布的

税收法律与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本

法规定。  

!"rBÊ¹'  本法施行前颁

布的税收法律与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

用本法规定。   

!¿ÊB' 国务院根据本法制

定实施细则。 

!"rBÊ»'$  国务院根据本

法制定实施'�。 

!¿Êm'$ 本法自 2001 年 5月

1日起施行。 

!"rBÊ¿'  本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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