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CHINA WATER TRANSPORT

2018年 10月 10日 星期三

责编 美编 张龑 热 点

遏制影视明星偷逃税遏制影视明星偷逃税

关于明星收入的管理，不妨先
来参考一下国外演艺明星的纳税
方式。比如法国规定演员最高收
入 标 准 ，日 本 给 明 星 每 月 发“ 工
资”。

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法国为
了防止明星要价过高，法国国家电
影中心规定了明星的最高收入标
准。如果明星报酬超过电影制作预
算的一定比例，该电影就无法获得

补贴和资助。而日本的许多大公
司，存在“工资制”，休假、退休或

“过气”的艺人，可以每月领取一笔
稳定收入。中小规模经纪公司多采
取提成制，但通常是艺人三成公司
七成，或艺人两成公司八成。另外，
日本税金较高，若收入超过 4000 万
日元（约合 246 万人民币），需缴纳
45%的税金。这同样在一定程度上
压低了明星收入。

对于这些国外的经验，从业多
年的影视人王雷认为，这些自下而
上的措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
解决明星纳税问题的根本，还是要
从完善税收制度入手。另外，除了
税务机关外，还要加强银行、工商、
审计等部门间的税收行政协作。

据新京报，从市场角度看，明星
获得高收入，是市场使然。不过在
市场角度之外，还有一个社会角度，
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必须要有
合理的税收制度向明星、富豪们征
税。税收制度不能令人感到公平，
便可能有撕裂社会的危险。

而从具体的整改措施上，中国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蒋震
建议，可以对名人的收入进行全口

径管理，除了出场费、代言费、广告
收入，股权转让也应该纳入管理口
径，未来推进个人所得税的综合与
分类改革时，可以考虑把高收入阶
层纳入综合计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自刘
晓庆偷逃税款事件爆发后，演艺圈
开始启用“税后合同”约束合作双
方，即影视明星们的缴税收入由合
作方承担，出品方和投资方提供完
税证明，明星们得到的劳务报酬收
入为税后的收入。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潘超认为，这
一方式有利于净化影视明星们偷逃
税款的不良风气，但仍应谨防诸如

“范冰冰们”采用“阴阳合同”等方式
千方百计偷逃税款。“从范冰冰税案
的处理上，还应当看到初犯免责条
款背后可能存在的税收执法力度偏
软、震慑力不足以及权力寻租等潜
在消极因素。由此，税收执法部门
的常态化执法、依法依规执法在打
击诸如以演艺圈为代表的潜藏的偷
税逃税行为中才能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公民自觉纳税意识的提高，才
是整个社会税收秩序良序运行的根
本之道。”

思考一：明星收入高，为何要逃税？

我国刑法规定，纳税人采取欺
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
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
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罚金 ;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
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刑法同时规定，经税务机关依
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
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
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
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
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
外。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
平说，刑法这样规定的目的，就是要

以刑罚为后盾，保障国家税收安
全。目的在于及时追缴税款，督促
纳税人依法纳税。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所研
究员张斌说，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
推进，税收制度不断完善，公民牢固
树立依法纳税意识尤为重要而紧
迫。范冰冰案对那些藐视税法、心
存侥幸的人来说是一个强烈警示，
对广大公民也是一次普法教育。

但范冰冰事件，也引发了不少
网友质疑“初罪免责条款”设置的初
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
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郭泽强分
析，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就“逃税
罪”增设初罪免责条款，本意是为逃
税行为人提供激励机制，令其主动
补缴税款、滞纳金及罚款，从而免于

刑事追责。但是从范冰
冰“税收门”事件中，公众

的 反 映 却 是 该
条 款 成 为 了 明

星、富人们偷税、逃税不负刑责的法
定理由，护身保航的利器，形成“有
钱人花钱免罪”、“逃成功就大赚、不
成功仅仅补缴加罚款”的普遍认知，
严重伤害公民的公平正义的法感认
知。“建议国家层面可考虑完善立
法，通过在逃税罪的刑事责任中增
加管制、单处罚金刑、资格刑等刑罚
手段，灵活运用从轻、减轻或者免除
处罚的量刑情节来排除初罪免责条
款的无条件适用，达到紧缩初罪免
责条款的适用空间、惩治恶意偷逃
税款的犯罪行为。”

对于为何要将偷税罪改为逃税
罪，中央政法委研究所所长、时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
的黄太云教授曾对该条文的立法背
景进行系统地解读。黄太云说，我
们习惯上把这类行为称为“偷税”，
主要是传统上认为：无论公司还是
个人，如逃避给国家缴税，就同小偷
到国库里偷东西一样。但实际并非
如此，纳税是从自己的合法收入里
拿出一部分交给国家，逃税与“偷”
毫不相干。相对于其他违法犯罪行
为，逃税在各国都比较常见。我国
对经济犯罪、财产犯罪要求达到一
定数额才构成犯罪，而外国则无具
体数额的要求，理论上都构成犯罪，
但即便如此，外国也不是一经查出
有逃税行为就定罪，而大多采取区
别于其他普通犯罪的特别处理方
式，即对逃税行为往往查得严，民事
罚款重，真正定罪的很少。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长江干线北斗卫星地基

增强系统工程已由交通运输部以交水
函〔2017〕1006 号文批准建设，项目业主
为长江海事局信息中心，建设资金来自
交通运输部专项资金，招标人为长江海
事局信息中心，招标代理机构为武汉千
代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工程中的传输线
路工程施工标段进行公开招标。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2.1 项目概况：建设以我国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为主、兼顾其他卫星导航系
统覆盖长江干线带状范围的地基增强系
统。在水富至长江口共建设 106 个基准
站、69 个监测站，利用公网网络和 56 个AIS基站进行播发；在长江海事局信息中
心建设数据处理中心和设备监控中心；
在长江航道局设置 1个用户服务终端；在
长江海事各分支局共设置 13个监控终端
等。

2.2 招标范围：
本工程建设上海至重庆北斗基站传输

系统的 13个中继段光缆线路，其建设长度186公里，配置光端机设备共计 13对端等。2.3 施工工期：8 个月；缺陷责任
期：24 个月。3．投标人资格要求3.1 资质条件：投标人必须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设立的，并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注册的、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企业；须具备通信工程施工
总承包一级资质；具有安全生产许可
证。 3.2 财 务 要 求 ：须 提 供 近 三 年
（2015～2017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财务报告，近三年不得有亏损。3.3 业绩要求：投标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日，至少有一项合
同为人民币 500 万元及以上金额的光缆
线路工程业绩。3.4 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4.1 具有注册通信与广电专业一
级建造师资格证书。3.4.2 提供至少一项合同为人民币500 万元及以上金额的光缆线路工程
的项目经理业绩，并提供相关证明文
件。3.5 信 誉 要 求 ：近 三 年（2015 年 ～2017 年）未被“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
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
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查询结
果。3.6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4．资格审查方式

本次招标采取资格后审方式。5. 投标人登记
本项目开评标工作在武汉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进行，投标人购买招标文件
前应取得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CA
钥匙，并登陆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http://www.jy.whzbtb.com/）进 行 报 名 ；同

时按《长江航务管理局系统建设项目进
入地方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管理暂行办
法》（长 航 规〔2013〕130 号）（http://xyxt.cjhy.gov.cn/）有关规定办理登记，并持相
关原件进行现场审核。6．招标文件的获取6.1 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在完成投
标人登记后，请持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资质证书副
本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
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以上资料均需加盖
投标人单位公章）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
至 2018 年 10 月 17 日（法定公休日、法定
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9:00 至 11:30（北
京时间，下同），下午 14:00 至 16:30，在湖
北省武汉市金银潭经济发展区宏图大
道 33 号金银潭现代企业城 B1 栋 12 楼
（武汉千代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有限公
司）购买招标文件。逾期停止出售招标
文件。6.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人民币 1000

元整，逾期不售，售后不退。如需邮购，
请汇款至如下账号，招标代理机构将在
收到 6.1 款规定相关资料和汇款凭证后1 日内以特快专递方式邮寄，免收邮寄
费，如有丢失或迟误，概不负责。

单位名称：武汉千代工程建设招标
代理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421861206018010070672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花桥支行7．投标文件的递交7.1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9:00 时整 (北京时间 )，
递交地点：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确
定的开标室（地址：武汉市民之家江岸
区金桥大道 117 号）。7.2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
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8.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
公共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om）、
中国水运报、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www.jy.whzbtb.com）、交通运输部长江航
务管理局政务网（www.cjhy.gov.cn）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长江海事局政府网 (www.cjmsa.gov.cn)上发布。9．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长江海事局信息中心
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合

作路 16 号
联 系 人：张 辉
电 话：027-82767917
传 真：027-82767917
招标代理机构：武汉千代工程建设

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经济发

展区宏图大道 33 号金银潭现代企业城B1 栋 12 楼
联 系 人：王 达
电 话：027-82863226
传 真：027-85563393
电子邮件：whnywy@vip.163.com2018 年 10 月 10 日

长江干线北斗卫星地基增强系统工程传输线路工程施工标段招标公告

思考二：

思考三：

明星逃税之所以能引发公众的
关注与愤慨，是在于逃税事关收入
分配调节和社会公平，是失信的表
现。

对于普通人来说，每个月收入
几千上万都要缴个税，而明星年入
千万、上亿，比很多企业营业收入还
要高，明星逃税让公众在感情上很
难接受。

但由于明星收入来源广、许多
收入隐性，而影视制作、宣传推广的
成本也很难核算，相对于民营企业
来说，有其特殊性，客观上也有利于
其偷逃税款。此外，各国在税收征
管和法律法规上存在诸多漏洞，为
明星逃税提供了可乘之机。

北京明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理
事会理事施志群认为，高净值个人
之所以相对普遍地追求避税，部分
原因在于现行个税税制过于简陋
不够完善。“中国关于个人所得税

的立法和制度设计比较早，一些规
定和制度在当时可能是没有问题
的，但随着经济发展程度和收入水
平提高，相关制度也期待进一步调
整。”

另一位法律行业从业人员认
为，当合理避税减少的税金不够多
时，逃税就有了动机，“在纳税额很
高时，明星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他
们偷漏税，但这是违法行为”。

上述法律从业人员也认为，除
了税收制度不健全给逃税提供了一
定机会，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操作性
不强、征收手段落后，监管上存在漏
洞，也在一定程度上给高净值人群
避税、逃税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这
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明星逃税的
违法成本并不高。”该人士表示。这
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存在合理避税
的方式下，并且逃税将会付出严重
后果时，依然有很多明星选择逃税
了。

据界面报道，“阴阳合同”最可
能违法的地方在于收入作假。例
如，1000 万元的收入仅在对公合同
中明确 100 万元，其余 900 万元通过
现金等个人渠道交易。但这种手段
属于恶意欺诈范畴，被查处应负法
律责任。

实际上，娱乐圈的偷漏税问题
早有处罚先例，1989 年，毛阿敏在
黑龙江演出 5 天，赚了 6 万元，偷
税漏税近 4 万元，最终被罚款达 60
多万。可是 5 年后，毛阿敏再次陷
入税案风波，因漏税补缴 27 万税
款。

刘晓庆的入狱案更是轰动一
时，据新华社此前报道，2002 年，刘
晓庆遭指控自 1996 年成立公司以
来，公司采取不列、少列收入、多列
支出、虚假申报、通知申报而拒不申
报等手段，偷逃税 1458.3 万元，加上
滞纳金，共欠税 2000 万，并招致 422
天的牢狱生活。

（本版文字综合财经杂志、法制日报、新华社、热点微评、每日经济新闻相关报道）

明星税收应如何规范？

为何对范冰冰处以
行政处罚而没有追究刑事责任?

国庆长假的第三天，范冰冰偷逃税问题有了结果：税务部门认定了范冰冰偷逃税款的
事实，并决定对范冰冰及其公司偷税追缴税款、滞纳金和罚款，总计 8.83 亿元。

消息一出，网上众声喧哗。8.83 亿元是什么概念？有网友总结：相当于《人民的名义》
赵德汉，贪污的一整面墙乘以四；相当于你每天中五百万彩票，要连续中半年；相当于一百
个年薪 30 万的白领，不吃不喝工作 30 年；就算你年薪 20 万，你得从大禹治水就开始工作，
到 2018 年才能勉强赚到 8 亿。

与此同时，公众也发出疑问的声音：范冰冰涉案数额高达数亿元，为何最终却免于刑罚
处罚？明星偷逃税事件为何屡有发生，应该如何规范？……

10 月 2 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
通知，部署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
收秩序工作。根据通知，自 10 月
10 日起，各地税务机关将通知本
地区影视制作公司、经纪公司、演
艺公司、明星工作室等影视行业
企业和高收入影视从业人员，根
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相关
规定，对 2016 年以来的申报纳税
情况进行自查自纠。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通知，对
在 2018 年 12 月底前认真自查自
纠、主动补缴税款的，免予行政处
罚，不予罚款。

从 2019 年 1 月至 2 月底，税务
机关根据纳税人自查自纠等情
况，有针对性地督促提醒相关纳
税人进一步自我纠正。对经提醒
自我纠正的纳税人，可依法从轻、
减轻行政处罚；对违法情节轻微

的，可免予行政处罚。
从 2019 年 3 月至 6 月底，税务

机关结合自查自纠、督促纠正等
情况，对个别拒不纠正的影视行
业企业及从业人员开展重点检
查，并依法严肃处理。2019年 7月
底前，对在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
序工作中发现的突出问题，要举
一反三，建立健全规范影视行业
税收管理长效机制。

国家税务总局部署开展
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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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税漏税、“阴阳合同”、税
务总局介入、巨额罚单、限薪
令，每个关键词都将影视圈推
向了风口浪尖。

影视板块曾是 A 股市场上
的明星板块，深受投资者的热
捧，2015 年那波牛市令人记忆
犹新，华谊兄弟的市值一度飙
升至 900 亿元，距离“千亿市
值”仅一步之遥。

同时，国内影视娱乐公司
纷纷筹划 IPO 上市或者登陆新
三板挂牌，还带动了资本运作
的活跃度，非影视公司跨界并
购中小型影视娱乐公司，将这
些影视公司装入上市公司，提
升公司估值，进行资本套利游
戏。

在最风光的时候，做水泥
的、挖煤的，各路公司选择跨
界，业内的业外的都想尽办法
和影视沾边，影视作品随便投
资都能获得收益，那时二级市
场对影视公司大肆追捧。

泡沫太大了总有破裂的一
天，去年赵薇欲以 6000 万元的
自有资金，用 50 倍的杠杆收购
万家文化失败，引起监管层的
重视，影视类的并购也大多被
喊停。

2017 年全年，只有横店影
视、金逸影视和中广天择 3 家
影视公司实现 IPO，这种困境
一直延续到 2018年。

Choice 数据显示，过去 120
天，除了仍在停牌的万达电
影，所有和影视相关的公司的
股价全部缩水，跌幅均在 10%
以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为当代
东方，如今 6.43 元的股价相比
120 天 前 的 18.34 元 下 跌
64.94%，中南文化、文投控股、
唐德影视、奥飞娱乐、慈文传
媒也均破了跌幅超 50%的大
关。

影视股股价的受挫便是
最直观可见的影响。崔永元
举报范冰冰“偷税漏税”的时

间发生在 5 月底，此后范冰冰
销声匿迹，挥一挥衣袖却大幅
带走了影视公司所剩不多的
市值。

Choice 数据显示，过去 120
天，除了仍在停牌的万达电
影，所有和影视相关的公司的
股价全部缩水，跌幅均在 10%
以上，受影响较低的为北京文
化、华策影视，跌幅为 12.38%
和 12.43%；损失最为惨重的为
当代东方，如今 6.62 元的股价
相比 120 天前下跌 60.62%；中
南文化、文投控股、唐德影视、
奥飞娱乐、慈文传媒也均破了
跌幅超 50%的大关。

如今，资本和演员的绑定
越来越密切，站在镁光灯下的
演员一旦有重大新闻出现，就
会引起上市公司的股价动荡。
而偷税漏税的查处、限薪令的
落实都将深切影响到影视公司
的业绩，最终又会影响到股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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