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俱乐部总部函[2019]第 10 号 

新社保与高管个税统筹规划 

邀 请 函 

2019年 5 月 1 日起，社保费率普降，联动之前的个人所得税法修订，给我

们每个人带来裨益的同时，也给企业财务管理带来了一些新的风险问题。 

在国家大数据管税日益完善之时，企业数据的关联性风险是倍增的。两项

重要税费的改革背后连带的数据处理，是企业易出错的事项，也是个人所得税

稽查所关注的重点。本次交流大会，我们对当前企业社保风控的方法进行汇总

与分享，对税务集中开展的针对企业和高收入人群风险分析，运用税务内部信

息和第三方涉税信息，区分纳税人的风险等级等针对性差别化措施进行解析，

以防范企业出现不当的财务处理行为和遭受查处造成损失。 

为此，大成方略特定于 2019 年 6 月 21 至 26 日，在湖南·长沙举办“新

社保与高管个税统筹规划”大会。贵单位是本次大会的特邀嘉宾，收函后请安

排相关人员参加，大会预定 260 个席位，全国会员报名以先后顺序为准，额满

为止。 

    特此致函 

    另附：培训说明             

    

         

 

大成方略纳税人俱乐部有限公司 

    二 O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新社保与高管个税统筹规划 

培训说明 

一、 主办单位： 

北京大成方略纳税人俱乐部有限公司 

二、 大会地点 

湖南·长沙 

三、 大会时间 

2019年 6 月 21-26日（21日报到、22日培训， 23 日-25日考察，26日休会） 

四、主讲专家 

方宝文 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曾就职于中国铝业、浙江农资集团、大飞龙集

团、远大化工等国企业、全球 500 强外资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公司担任过财务经理、

财务总监、高级经理及董事等职务，为生产制造、进出口、股权控股投资、批发与零售、

纺织、房地产及建筑企业提供过 20多年的财务管理服务；深刻理解这些不同行业与体制下

的企业运作与管理模式。常年受聘于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大学、南京财经学院等大专院校 

EMBA 班、总裁班授课。 

方老师具有优秀的表达及沟通能力，培训课程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实用性强，互动

性突出，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又以其在该领域的丰富经验见长；他的课程经过精心设计，

深入浅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授出深奥理论，把各种财务知识的内在联系层层剥离给学

员，给学员带来巨大冲击，使大家可以迅速地将培训内容转化为工作技能。 

五、主讲内容 

专题一《新个税实操要点解析与规划运用》  

1、  “综合所得”――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区别及应用 

2、  “其他所得”在新个税法是否会“重出江湖”？ 

3、 税后工资测算与应对及签订包税条款风险点 

4、 纳税人同时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如何缴纳个税 

5、 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的个人所得税处理 

6、 个人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获取不当税收利益应该如何理解？ 

7、 税务部门会挖掘金融大数据中的涉税信息(CRS)，利用金融情报开展针对高收入、高

净值自然人的反逃税工作 

8、 “经营所得”应用主体及架构策略 

9、 经营所得与个税合规风险点及筹划 

10、 自然人有限合伙人（LP）股权转让优惠才 20%，不优惠 35%？ 

11、 法人合伙人（GP）分回的投资收益属于间接投资不能免税。 

12、 新三板个税政策及筹划 



 

专题二、《高管/董监事人群的薪酬及个税统筹》    

1、高管薪酬结构如何设计 

2、董事费的个税问题 

3、企业年金的个税问题 

4、 股票相关的个税问题 

5、 股权激励不享受优惠政策 

6、 分项所得等税务风险控制 

（1） 间接股权架构与直接股权架构互换技巧与税务风险控制 

（2） 现不合理增资再进行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控制 

（3） 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的个人所得税筹划技巧 

7、 其他收入的个税年终奖、薪金、绩效奖金如何发放？员工福利如何进行个税筹划？竞

业限制经济补偿金能否筹划？  

8、 穿透个人所得税筹划方法哪些失效了 

9、 哪些个人所得税筹划方法风险增大了 

10、 个人所得税筹划的思路安排 

11、 云账户、避税地与最新个人所得税筹划方法介绍与风险分析 

12、 社保强制征缴下分拆收入个人所得税筹划方法的风险与应对 

13、 如何把个税筹划与社保征缴风险结合应对——思路与方案 

专题三、《新个税与社保联动》 

1、 减税环境下社保统征国家目标、对企业要求和员工期望三者如何协调 

2、 2019 年起社保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操作办法及缴纳口径，企业如何应对税务部门统

征社保、降低企业成本 

3、 企业的社保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预警指标设置与比对注意事项 

4、 国地税合并下企业社保和个人所得税，业务、财务、人力资源各部如何有效分工与协

作 

5、 用工模式升级：非全日制工、临时用工、劳务派遣、退休返聘、农民工、残疾人、退

伍军人 

6、 企业出现社保和个税申报不一致事宜如何处理 

7、 企业对员工自愿放弃缴纳社保及补救应对 

8、 工资口径及缴纳社保基数口径 

9、 社保缴纳地点和工资发放不一致的协同管理 

（1） 为买房落户只交社保、代交社保，企业出现社保和个税申报不一致的处理 

（2） 母公司签合同缴社保在各公司工作或本单位发工资在外单位缴纳社保如何处

理 

（3） 新招聘员工社保缴纳的工资基数的确定 

（4） 建筑企业挂证中的社会保险与工资发放不一致的协同管理 

      10、有效降低社保费率的三大措施及实施要领 



 

专题四、《个税及社保稽查应对》 

1、 促销展业赠送礼品税收风险排查及稽查应对技巧 

2、 福利费中的个税项目税收风险排查及稽查应对技巧 

3、 集团公司及政府部门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发放奖励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 

4、 离职所得的个税问题(解除合同、离退休、退休再任职、提前退休、内部退养) 

5、 五险一金、补充养老及医疗保险涉税要点把控及税收规划 

6、 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及相关个税筹划？ 

7、 名目繁多的津贴、补助、加班工资和奖金涉税风险把控 

8、 私车公用个人所得税风险把控及处理技巧 

9、 通讯费、交通补个人所得税涉税要点把控 

10、 董事费、监事费应按哪个税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11、 上级委派人员个人所得税涉税要点把控 

12、 业务招待费隐藏的的个税风险 

13、 误餐补助涉税要点把控 

14、 差旅费中隐藏的个人所得税风险 

15、 食堂中存在涉税风险 

16、 股东及员工借款年底未还个人所得税风险把控及应对策略 

17、 雇主为雇员负担个税设施风险把控及应对策略 

18、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19、 探亲路费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20、 用工单位直接支付劳务派遣人员的报酬如何代扣个人所得税？ 

21、 支付明星肖像权费用代扣个人所得税？ 

22、 个人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加班取得 2 倍或 3 倍的加班工资，是否属于“按照国家统

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 

23、 个人因没有休带薪年假而从任职受雇单位取得补贴是否缴纳个人所得税？ 

24、 个人取得赔偿收入是否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 

25、 个人股权转让收入涉税风险把控 

26、 个人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及正当理由涉税要点把控 

27、 公司利润长期不分配是否缴纳个人所得税？ 

六、收费标准  

1、大成方略会员：4000元/次·人（含训练费、食宿费、资料费等）；食宿自理 3000元

/次·人（含训练费、资料费、午餐费等）；  

2、非会员：6800 元/次·人（含训练费、食宿费、资料费等）；食宿自理 4500元/次·人

（含训练费、资料费、午餐费等）。   

3、会后安排两条考察线路，由参会人员自行选择，选择 B 线考察需另加收费用 500元。 

七、注意事项 

1、 本次大会限定 260人，全国会员以报名先后顺序确定参会人员，额满为止； 

2、 已确定报名的会员请到行业会公共邮箱下载本次大会的报到通知（即酒店地址和乘车方

式）；用户名：hangyehui@126.com 密码：20190123。  



 

新社保与高管个税统筹规划 

参 会 回 执 表 

户    名：北京大成方略纳税人俱乐部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交通银行北京西三环支行 

账    号：1100 6130 7018 0100 11479 

行    号：301100001018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7号国际财经中心 D座 7 层 

邮    编：100089 

联 系 人：谷 娟   郭 滟   

联系电话：（010）68433844   68433944 

传    真：（010）68433944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座机电话  

姓   名 性别 职 务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参加考察需填写） 

     

     

     

参会单位 

身份选择 
□ 大成方略会员              □ 非会员 

考察线路选择 □ A线（韶山、凤凰古城）     □ B线（深度张家界）需另加 500 元    

住宿要求 
□ 统一安排（两人一标间）  

□ 需独立住（单间或标间/另加 800元/5晚） 

备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