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二百零一條對逃稅罪明確規
定：納稅人採取欺騙、隱瞞手

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或者不申報，逃避繳納稅款
數額較大並且佔應納稅額百分之十以上的，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數額巨大
並且佔應納稅額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處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其中規定，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

後，補繳應納稅款，繳納滯納金，已受行政處
罰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但是，五年內因逃
避繳納稅款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被稅務機關給予
二次以上行政處罰的除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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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冰冰涉逃稅？ 無錫地稅開查
崔永元踢爆「陰陽合同」引起國家稅總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內地

知名主持人崔永元近日

公開爆料演藝明星范冰

冰涉嫌簽訂「陰陽合

同」並偷稅漏稅，引發

軒然大波。國家稅務總

局昨日表示，已責成江

蘇等地稅務機關依法開

展調查核實，如發現違

反稅收法律法規的行

為，將嚴格依法處理。

蘇州出台措施助台企投身研發
「惠台31條」正逐項逐條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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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現禽流感 撲殺2505隻肉鴨

5月28日，崔永元通過微博公佈了范冰冰的一
份演藝合同，並配文稱「你不用表演，你

是真爛」，翌日進一步爆料范冰冰一齣戲竟簽訂兩
份合同，其中一份合同約定片酬為稅後1,000萬元
（人民幣，下同），另一份則約定片酬為5,000萬
元。也就是說，范冰冰通過這兩份「陰陽合同」實
際獲得的片酬為 6,000 萬元（約合港幣 7,333 萬
元），並且只在片場演出4天。
對此，范冰冰工作室發佈「嚴正聲明」，指責崔
永元公開發佈洩密合同並公然侮辱范冰冰的行為，
既破壞了商業原則，又涉嫌侵犯合法權益，並稱所
謂的「大小合同」，涉嫌構成針對范冰冰的誹謗。

已開展同業相關評估
隨即，崔永元回應稱，自己沒有保護合同秘密的
義務，范冰冰是公眾人物，如不服，可以「出來走
兩步」，對公眾「實話實說」。
若崔永元爆料的「陰陽合同」屬實，范冰冰及其
所在公司顯然涉嫌偷稅漏稅。對此，國稅總局昨日
公開表態稱，針對近日網上反映有關影視從業人員
簽訂「陰陽合同」中的涉稅問題，國稅總局高度重
視，已責成江蘇等地稅務機關依法開展調查核實。
如發現違反稅收法律法規的行為，將嚴格依法處
理。
國稅總局同時表示，將在已經部署開展對部分高
收入、高風險影視從業人員依法納稅情況進行評估
調查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風險防控分析，加大徵
管力度，依法查處違法違規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和
「天眼查」查詢得知，目前范冰冰擔任法人、股東
或高管的公司至少有13家，其中由其擔任法人的有5

家。這5家當中又有3家位於江蘇無錫，分別是無錫
唐德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無錫愛美神影視文化有限
公司、無錫美濤佳藝影視文化工作室，註冊資本依
次為3,000萬元、1,500萬元、50萬元，另外2家則是
位於北京的北京美麗宮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以及位
於上海的美濤佳藝（上海）影視文化工作室。
位於無錫的三家公司中，前兩家為有限責任公

司，董事長均為范冰冰；後一家則為個人獨資企
業，范冰冰是唯一投資人。

崔永元：願意配合調查
國家稅務總局表態後，江蘇省地稅局和無錫市地

稅局也先後公開表態，且口徑高度一致。江蘇省地
稅局通過官方網站表示，按照國家稅務總局要求，
對網上反映的有關影視從業人員簽訂「陰陽合同」
中的涉稅問題，江蘇省地稅局已組織主管稅務機關
等依法開展調查核實。如發現違反稅收法律法規的
行為，將嚴格依法處理。
無錫市地稅局則通過官方微博回應指出，對於大

家關注的問題，已經按照國家稅務總局和江蘇省地

方稅務局的要求依法開展調查核實。如發現違反稅
收法律法規的行為，將嚴格依法處理。
昨日下午，崔永元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願意配

合稅務部門展開調查，同時他回覆媒體，可以將他
本人的聯繫方式直接提供給相關部門。媒體記者就
此事致電范冰冰經紀人，對方表示暫時還不清楚相
關情況。

2002 年
內地知名
女星劉曉

慶涉稅案曾經轟動一時。
經北京、上海和深圳市等地

稅務機關調查發現，查實北京
曉慶文化藝術有限責任公司
1996年以來採取不列或少列
收入、多列成本、進行虛假納
稅申報等手段進行偷稅，偷稅
的稅種涉及營業稅、城市維護
建設稅、企業所得稅和應代扣
代繳的個人所得稅等。稅務機
關在檢查中還發現，劉曉慶除
從其所辦公司取得工資薪金收
入外，還通過參加營業性演
出、拍攝廣告、提供肖像權以
及出租個人房產等途徑取得收

入，對這些收入，劉曉慶都應
依法申報納稅，但她卻採取了
一些與支付方簽定虛假收入合
同的手段隱瞞收入。同時，對
於未依法納稅的收入，在稅務
機關通知申報的情況下仍拒不
申報納稅。稅務機關認定劉曉
慶及其公司偷逃稅1,458.3萬
元人民幣。
2002年6月20日劉曉慶被

北京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
留，7月24日經北京市人民
檢察院第二分院批准，被依
法逮捕。2002年6月20日至
2003年8月16日，劉曉慶因
為涉嫌偷稅入獄422天。
■資料來源：綜合中國

網、人民網及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賀鵬飛 南京報
道）崔永元爆料范冰
冰「陰陽合同」事件

迅速引發輿論廣泛關注，包
括很多網絡「大V」在內的網
友也就此展開激烈討論。
人民網發表署名評論，質

疑相關部委和協會的限定，
並沒有遏制明星片酬畸高，
反而出現「大小合同」這樣
的應對措施，而畸形的影視
劇生態是造成明星高片酬最
重要的原因。評論認為，明
星高片酬，折射的是影視行
業的虛火。只要這樣的評價
機制沒有改變、這樣的業態
沒有改變，儘管有各種「限
令」，明星的高片酬還可能
以五花八門的「大小合同」
等形式出現。
《北京日報》旗下新媒體

則連發三篇文章聲援崔永
元，其中一篇文章指出，倘
若崔永元曝光的「大小合
同」確有其事，那麼這件事
就不僅是明星天價片酬的行
業亂象，更是涉及巨額稅款
偷漏的重大違法行為。而牽
涉其中的納稅人和扣繳義務
人，面臨的不僅是罰款，還
可能是牢獄之災。
文章怒斥，處於財富金字

塔頂端的明星卻巨額偷稅漏
稅，這無疑是對國家分配制
度的公然侵蝕，對社會公平
正義的極大傷害，必然激起
社會公憤。
《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

在微博上提到劉曉慶因偷稅
漏稅坐牢的往事，表示十幾
年過去了，如果真有明星還
大規模逃稅，以幾千萬的級
別逃，那的確太不應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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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態若不變
「限令」恐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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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星劉曉慶 曾因偷稅入獄

蘇州曾摘得台灣「電電公會」評選的最推
薦投資大陸城市「八連冠」。現在蘇州

的台資企業超過一萬家，佔江蘇省的45%。
據楊軍介紹，自「31條惠台措施」公佈

後，蘇州市台辦組成4個走訪小組，逐一走
訪「31條惠台措施」涉及的該市32個相關
部門和單位，對照31條內容逐條對號入
座，摸清蘇州現有惠及台胞的政策家底，協
商推進落實辦法。
楊軍說，蘇州將台企、台胞作為政策規定
的覆蓋對象，享受同等待遇，近年先後出台
30多項政策文件，內容涵蓋產業、金融、就
業、教育等多個方面。

以獎代補 優惠減稅
據介紹，蘇州市級財政統籌各相關專項資

金，採取以獎代補的形式，自2017年至
2021年實行五年，支持台商來大陸投資設立
高端製造等企業、區域總部和研發中心。
例如，台企龍騰光電去年12月入選了

「首批蘇州市自主品牌大企業和領軍企業先
進技術研究院建設企業名單」，財政將按研
發投入的20%（最高2,000萬元（人民幣，
下同））給予補助；蘇州台資騰輝電子、捷
安特等8家企業共享受減稅809萬元等。
蘇州市還幫助和支持符合條件的台資企業依

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稅率徵收企業所
得稅，研發費加計扣除，設在大陸的研發中心
採購大陸設備全額退還增值稅等稅收優惠政策。

專才計劃 獎勵豐厚
另外，台灣專業人才可申請參與國家「千

人計劃」。蘇州賽伍應用技術有限公司唐
超、超綠光電有限公司劉鴻達等6人已入選
國家「千人計劃」。另有89名台籍人士入
選「蘇州海鷗計劃」，8名台胞入選「姑蘇
人才計劃」，並獲獎勵。
目前，蘇州明基醫院有56位、昆山宗仁卿

紀念醫院有9位台灣醫師通過蘇州衛計委認定
後，在蘇州地區執業行醫。蘇州大學和蘇州科
技大學均有台灣教師任教，他們在台灣取得的

學術成果均被兩校接受，並納入職稱評價體系。
楊軍表示，蘇州鼓勵台胞加入大陸經濟、科技、
文化、藝術類專業性社團組織、行業協會。2016
年，蘇州市及昆山市在全國率先成立蘇（昆）
台工商協進會，聯絡聚合在蘇台企台商與本地
民營企業和企業家融合發展。已達成台企東曜
藥業和民企開拓藥業合作的新藥成為江蘇省首
個MAH試點品種、蘇州紫光存儲5,500萬美
元入股台企蘇州光建存儲等一批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旻 南京報道）據悉，「31
條惠台措施」在蘇州還得
到延伸創新。如蘇州市區
居住的台灣同胞持「居留
許可證」半年以上，可等
同蘇州市區居民辦理園林
年卡，持卡可遊覽蘇州市
區 16個園林景區 100 次。
台胞可以參加蘇州的社保
基金和住房公積金的繳存
和使用。
該市有超過420名台胞繳
存公積金，有2,300多名台
胞繳存社保基金，並按照蘇
州本地市民待遇享受住房公
積金政策。
此外，目前蘇州各級公辦

小學和初中，有就讀的台籍
學生1,220名左右，實行有
蘇州學籍的台生報名參加蘇

州市中考執行加10分政策。政策自
2004年執行以來，超過2,000名台灣
青少年享受到加分政策。
楊軍說，針對「31條惠台措施」
中尚待推進的內容，蘇州已主動提前
研究。「上級有政策的，順勢作為，
上級沒有政策的，先行先試；有政策
但不全面的，通過修訂完善、補
充」，使「31條惠台措施」在蘇州
「條條有配套、面面有覆蓋」，力求
至今年年底前，將向廣大台商台胞適
時發佈蘇州最新出台的配套政策和現
有政策紅利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彰化縣芳苑鄉一處肉鴨場
監測採樣發現H5N2亞型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彰化縣動物
防疫所昨天入場撲殺2,505隻肉鴨及清場消毒。
彰化縣動物防疫所長董孟治表示，芳苑鄉一處肉鴨場5月

29日經彰化動防所主動監測採樣，被台灣農業委員會家畜衛
生試驗所今天確診為H5N2亞型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防疫
人員今天到養鴨場撲殺2,505隻肉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江蘇省蘇州市台辦主任楊軍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披露，在大陸台資企業最密集、

吸納台資最多、台資經濟最發達的城市蘇州，先試先行，現

已實施「惠台措施」17條、 42個方面，其

中的13條34方面吻合了。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媒報道，台灣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等多個團體昨
日遊行，要求台灣地區消防有關規定
的修改要納入基層意見，並開放消防
員組織工會。
繼2015年1月發生的桃園市保齡球館

大火造成6名消防人員殉職後，桃園敬鵬
工廠今年4月28日晚間發生的大火，造
成6名消防員和2名外籍勞工死亡，火勢
直到4月30日下午才被撲滅。
事隔一個多月，台灣消防員工作權

益促進會、台灣移工聯盟等多個團

體，於昨日舉行聯合遊行。

促開放消防員組織工會
遊行團體從台灣勞動事務主管部門

前出發，一路遊行至台灣內部事務主
管部門，抗議當局迄今未提出符合基

層需求的有關規定修正。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表示，日前當局

宣佈要修改有關規定後，迄今未見修改草
案，也未見召開公聽會或是邀基層共同討
論。此外，過去當局常以消防員並非勞工
為藉口，來搪塞消防員組成工會的需求，
但是近幾年消防員工作殉職案件層出不窮，
消防員的工作安全權益應受到保障。當局
也應修改有關規定，開放消防員組織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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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工廠大火奪8命 消防員遊行爭權益

■■蘇州出台措施助台企投身研蘇州出台措施助台企投身研
發發。。圖為台資昆山龍騰光電公司圖為台資昆山龍騰光電公司
的展區的展區。。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攝

■■內地知名主持人崔永元近內地知名主持人崔永元近
日公開爆料演藝明星范冰冰日公開爆料演藝明星范冰冰
（（左左））涉嫌簽訂涉嫌簽訂「「陰陽合陰陽合
同同」」並偷稅漏稅並偷稅漏稅，，引發軒然引發軒然
大波大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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