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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29 日上午，有部分影视

工作室陆续接到税务部门通知，补税工作

正式实施，共分为四个阶段：自查自纠、约

谈补税、税务上门辅导、检查以及重点检

查 （税务抽查）。 工作室需要按 2016 至

2018年三年总收入的 70%（最少） 按个人

劳务计算税款。最近三天内已经有 17名艺

人被约谈。

通知中表示， 例如总收入为 100 万元

的，100万×70%为个人补交劳务费用的计

算依据，同时扣除之前已经缴纳过的税款

金额，最终补缴税款为 192500元。 总体而

言，工作室补缴税款需要按工作室总收入

的 20%左右计算。

简单来说，在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

影视产业园区曾经为了发展影视产业，对

入驻当地的影视类公司、工作室给予了相

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如今国家税务部门

要求部分注册在当地的明星、编剧工作室

和影视公司补缴过去三年因为优惠政策

而一度被免除的税款。 这意味着这些影视

园区所设定的针对影视行业的税收优惠

政策不复存在。

税收优惠政策突然被作废，同时被要

求补缴原本被免除的税款，引起了影视从

业者的反弹。

导演王军在朋友圈称，影视公司补缴

税款的要害是国家税务总局此举为先。 国

税地税合并统一后，针对工作室税收的问

题，若有新规，应先广泛调研、定位试点，

然后提请全国人大审读，通过之后，确定

实施日期。 多位知名编剧及影视人也纷纷

发表意见表示不妥。

2018 年， 影视行业掀起了税收风

波。10 月 8 日，国家税务局曾下发过《国

家税务总局部署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

秩序工作》文件，在文件中国家税务总

局通知明确， 从 2018 年 10 月 10 日起，

各地税务机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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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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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 - 导演 - 编剧 - 影视公司老

板，目前是按照这个顺序通知补缴。 ”一位

影视公司创始人告诉记者，他创办的是一

家影视服务类的公司，但目前并没有收到

要求补缴税款的通知。

事实上对于如何自查并补缴税款多

数影视公司和从业者并没有接到一个明

确的通知，也有部分演员对和影视公司对

记者表示自己并没接到补缴税款的通知。

“现在都不知道具体怎么决定的。 ” 一位

影视行业从业者表示，大多数人都处于比

较茫然的状态。

针对 29 日各地工作室收到的补税通

知， 中国电视剧编辑委员会会长，《雍正

王朝》、《北平无战事》 编剧刘和平在 29

日下午发表微博称：29 日已经跟国家税

务总局领导沟通交流得很好，国家对影视

行业的扶持政策不变，只会更好，关于这

三年补缴应纳未纳税款对编剧行业已明

确答复，按 2002 年国税字 52 号文件缴纳

16%税款，未足 16%补足即可。 接下来还

会继续沟通。

税收地震再袭影视圈，17名艺人被约谈

产业税收优惠就此作废？

29 日传出了上海、浙江等多地影视公

司接到了补税通知，这意味着多年来运行

的影视产业园税收优惠政策基本处于失效

状态。 不过值得商榷的是，税收部门此番

直接越过前期地方所制定的优惠政策，要

求影视从业者补缴税款的行为是否合法？

近年来，国家为了大力扶持影视产业，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

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多部门在 2014

年共同发布了《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

济政策的通知》，以及《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支持文化企业

发展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与此同时，多

地开始针对影视产业推出落地优惠政策。

目前，根据各地的政策，针对影视公司

的税收优惠分为两种：

其一是直接的税收减免。 比如横店镇

所在的浙江省东阳市，对政府鼓励类的新

办的影视文化企业免征 3 年的企业所得

税，对区内影视集团符合规定的可给予合

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上海市则

对按国家规定认定为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

术企业的上海电影企业， 减按 15%税率征

收企业所得税。

最典型的是新疆的霍尔果斯市，按照

其政策规定，符合条件的影视企业，五年内

免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再免征企业五年

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2016 年营业税改增

值税试点在全国全面推行后，霍尔果斯开

发区新设立企业还可享受增值税及附加税

按比率奖励返还政策。

其二是税收奖励。 比如在江苏省无锡

市，电影产业园实行税收贡献度奖励，前 3

年，其征收的增值税、所得税按照市级留成

部分的 80%由专项资金进行奖励， 后两年

按 50%进行奖励。在东阳市，横店影视产业

实验区内影视文化企业，从入区之年起前

二年增值税留市部分按 100%， 后八年按

60%每年度给予一次性奖励； 从获利之年

起前二年企业所得税留市部分按 100%，后

八年按 60%每年度给予一次性奖励。

根据 29日税务部门发出的最新规定，

享受了第一种直接税减免的影视公司都需

要按要求补缴过去三年因为优惠政策而被

减免的税钱。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税收部门究竟是

否有权力对已经制定的政策直接进行修

改，或者跳过政策进行执法？

一位税法资深人士告诉记者，税务局

既是司法者又是执法者，而权力机关就是

上级管下级，因此根据上位法的原则，国家

的税务部门是有权力纠正地方政府针对产

业园区的税收优惠政策。 其中，税务部门

可以调整的主要是地方的税收减免政策。

而针对税收奖励补贴，税务部门是无法干

涉，因为这属于财政补贴，管理权归属财政

部门。

不过当中一个城市例外，即霍尔果斯。

目前几大影视产业集中的城市包括上海、

无锡、青岛、东阳、海口等，其税收优惠政策

都是当地政府所制定，而只有霍尔果斯市

的税收优惠是国务院制定的政策。

2010 年，霍尔果斯与喀什被批准设立

经济特区。 2011年，国务院出台“五免”税

收优惠政策。 2012年，新疆出台“五减半”

的税收再优惠政策。

这就意味着，当前霍尔果斯“五免”的

税收优惠政策税务部门是没有权力更改或

者跳过其执法，而此前媒体所称霍尔果斯

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停止并不属实。

上述资深人士告诉记者，因为霍尔果

斯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国务院制定的，如果

要变动需要提请全国人大方可行，否则如

果税务部门针对霍尔果斯的税收优惠而要

求影视公司补税则不合法。

“不过也要分清楚税收部分要求补缴

的税种，因为在霍尔果斯国家给予的政策

仅仅是免除企业所得税，其他税种并没有

优惠政策。 ”

此外，根据通知，征税方式由核定征收

改为查账征收， 如果按照 40%的最高劳务

税率，并以全部收入作为税基征收，在税法

上是有法可依的， 而通知中要求的 70%的

征税额度，以及“三年”的时间限度并没有

明确的法律依据。

“如果有影视公司或者影

视工作室希望通过司法渠道维

权，行政起诉税务部门，在司法

机关依法判决的前提下，税务部

门败诉的可能性较大。 ”一位资

深律师表示。

不过也有税法资深人士告

诉记者，影视公司在当前阶段如

果想要维权，相对而言不现实。

根据 29 日的通知， 对于各

工作室的补税政策并未处于强

制执行状态， 现阶段仍然是自

查自纠， 而税务局也给了一个

较为宽松的期限。 这就意味着

在税务部门没有因为强制追缴

税收而给出一个处理结果之

前， 原告并没有复议或者诉讼

的基础。

以范冰冰案为例，此案就属

于已经有了处理结果。范冰冰如

果不满， 可以根据这个处理结

果，先将滞纳金、税金和罚款补

上，然后进行行政复议，对复议

结果不满意进而进行司法诉讼。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影

视从业者， 尤其是明星工作室，

即便一直依法交税，但其运行方

式仍然存在法律风险。

最突出的一点是，如果明星

在霍尔果斯开设的工作室，实质

需要重于形式。 换句话说，明星

在霍尔果斯开设工作室后，人虽

然可以全世界跑，但核心的工作

内容也需要在霍尔果斯当地开

展，否则工作室就成了只有开发

票功能的空壳公司。

“明星、编剧们不能光在霍

尔果斯收钱， 但人却在外地服

务。”上述资深人士表示。以建筑

行业为例，如果在霍尔果斯开设

了公司， 然后在外地开展工作，

超过一段时间后就需要办理外

出经营许可证。 “影视行业为什

么不办呢？ “

上述人士告诉记者，按照演

员的工作性质，需要全国各地工

作合情合理， 但绝大多数演员、

编剧都不在霍尔果斯、 东阳、无

锡等工作室开设地工作，也没有

办理外出经营许可证，这就属于

非法的外地经营，钱流物流都不

合法，而霍尔果斯的工作室则属

于虚开增值税发票。

事实上，中国对于文化产业

的政策扶持与鼓励从未停歇过，

而纵观全球，影视行业都属于政

策扶持的优先行业之一。

政府在影视产业的发展过

程中必须有所作为，但也需要适

度相信市场。 影视产业关系到意

识形态，也具备大众舆论引导功

能，因此必须有鲜明正确的立场

和健康的生长机制与生态。 同

时，艺术创作不仅需要适度的鼓

励与空间，更需要一个稳定的政

策环境。 这就意味着政策在对影

视产业的监管与扶持上，应该以

更积极同时也更加稳健的态度

实现。

对于影视产业的从业人员

而言， 则更应该清醒意识到，当

前是一个社会变迁显性化，以及

中国影视产业变动最为强烈的

时期， 如果认识不到这样的趋

势，仍然以传统作坊式的生产方

式存续，不尊重市场、观众与资

本，沉醉于影视行业纸醉金迷的

奢侈中，甚至与国家政策与法律

法规相违背对抗，会错过发展的

良机，而中国的影视文化产业也

很难走远、很难走出国门。

税务部门的行为是否合法？

明星编剧工作室法律风险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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