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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 

 
1. 没法进行事后检查的现金账让财政局有了合法理由进行估算 
 
2. 公司用车征税: 就是没有私人使用也要应用1% 规则 
 
3. 中国加入<<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 

 
 

1. 没法进行事后检查的现金账让财政局有了合法理由进行估算 
 
一个小卖部业主根据有关规定通过收支盈余法来计算他的赢利。他并不需要履行正规

的财务簿账义务。他只需根据开放的小卖部现金记录对每天的现金收入做现金帐。 
 
在一次财政局的查账中稽查员发现一些金额被重复记入现金账，而且上面有的地方还

有涂抹修改。因此稽查员没法核定具体的现金收入，就只有采取完全估算的办法。小

卖部业主提出异议，一直上告到联邦财政院也没有成功。 
 
即使一个业主不需履行正规的财务簿账义务，他的企业收入也必须全面正确地反应出

来以至可以进行事后检查。现金报告的文档若反应在现金账上，就不允许经常性地涂

抹修改并且还自相矛盾。企业收支必须要与收集起来的凭证记录相符或按照规整的凭

证归档核算出来。如果一天的收入用总数反应出来，则需要相应地有单据为证，例如

现金账。财政局必须能看到这些单据整理记录的全面性和正确性。 
 
根据对财务记账的法律规定，原则上凭据文件都是规范性的。据此在管理上必须保证: 
 
 �  每一个业务发生都有一张凭据;  
 �  凭据要适时记录在日记账上并且; 
 �  所有业务都系统地收集记录在总账上。 
 
现金账的规范管理: 
 
a. 建立现金帐 
 
一本现金账对每一笔业务往来进行以下记录: 
 
 �  该笔业务日期; 
 �  在清晰次序中的接续号码（账单号码）; 
 �  该项记账的内容提要; 
 �  该项收入或支出的金额以及货币（例如，欧元或人民币）; 
 �  该项业务已有的税率; 
 �  根据这个税率算出来的销售税和预缴销售税; 
 �  对每一笔业务已经进行记账后的最新现金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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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现金收入记账 
 
对符合规定的现金簿账适用以下原则（德国赋税管理条例第146条第1款第2句）: 
 
记账必须要 
 
 �  全面, 
 �  适时, 
 �  规整, 
 �  明了。 
 
若簿账和记录需更改，则必须清晰可读。 
 
发生业务的适时簿账以及规范的现金记账，在那些有大量现金收入和支出的企业中，

对其财务账目管理的基础而言都是至为关键的。因此每天的现金收入和支出都需要记

账（德国赋税管理条例第146条第1款第2句）。 
 
其它对规范的现金记账要求是: 
 
 �  没有凭据就没有记账（强行出具凭证）; 
 �  账单必须编号; 
 �  现金记录必须是该有的和实际的现金状况每时每刻都能对得上; 
 �  定时进行现金审核（通过事后点数）; 
 �  现金结存不能出现负数; 
 �  在银行和现金库之间的现金取存（现金移动）必须固定; 
 �  个人的现金提取和存入必须每天都有记录; 
         �  已经记入现金账的记录不能事后随意更改或涂毁以至完全不能辨认。   若记 

    录错误需要涂改，则原来的记录必须还能可读。随后做正确的记录; 
 �  日期顺序不能随意颠倒; 
 �  使用铅笔的记账都不符合规定; 
 �  现金记账需使用账本形式。涣散的帐页收集是不够的。即使是Excel表格作为 
      现金帐也是不够的，因为必须排除事后随意更改的可能。 
 
c. 没有收款机的现金记账 
 
倘若您没有收款机，可以借助现金报告把每天的现金收支累总起来。现金报告必须至

少包括: 
 
 �  日期; 
 �  每一笔存入和提取; 
 �  作为企业费用支出要注明收款人和用途; 
 �  每天结束后的现金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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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必须注意，账本和现金单据的保存期为10年。 
 
d. 总结 
 
对发生业务的现金记账首先要注意的是其事务的真实性，也就是说，现金交易必须全

面地并按其真实发生的那样进行记录。这是除了以上提及的正规要求外，还是簿账符

合规定的最基本前提。 
 
*   *   * 
 
为符合规定，现金记账要么使用官方认可的现金记账软件（提供相应的认证书），要

么使用手写记录。 
 
各地的文具用品店都有出售类似的现金账本。 
 
用Excel表格也就是说用没有认证书的软件作为现金簿账，只能作为计算参考使用，但

从来不能代替真正的现金簿账本身。 
 
 

2. 公司用车征税: 就是没有私人使用也要应用1% 规则 
 
公司给员工无偿配置一辆车，或私人低价用车，就雇员来讲都会有税收实惠，即使他

真的没有用公司车来办私人事。 
 
这是联邦财政院的最新裁决，并且修正了以往的相关裁决。在这种状况下，一直到目

前为止都是对私人用车进行估算。纳税人在严格条件下可以针对估算提出反驳。 
 
现在这种可能性没有了: 
 
▪   由雇主保证公车也能私用的可能性，给雇员带来了税收实惠，这份优势必须作为 
     工资来征税。 
 
▪ 雇员是否利用了公车私用的可能性，无关重要，因为在构成具体的公车私用的可性

中，在雇主交付雇员公司车使用的时候就形成了。 
 
如果没有符合规定的行车记录本，则必须使用行车记录本方法，或者根据1% 规 
则对上述实惠进行评估。 
 
 

3. 中国加入<<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 
 
8月27日中国政府在法国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总部签署了《多边税收征管

互助公约》，中国成为该公约第56个签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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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国集团成员已经全部签署了这份公约，按照税收情报交换的国际标准，对公约进行

了修订，并向全球所有国家开放。目标在于世界范围内的税务机构从双边的合作到多

边合作的转换，同时情报的交换从按需交换到自动交换。所谓自动交换，是指各国税

务部门之间根据约定，以批量的形式自动提供有关纳税人取得专项收入的税收情报。 
 
公约提供了一个多边机构合作的平台和框架，比如在税收情报交换上，由OECD和所有

G20国成员共同推动。另外，公约还提供了在税收核查和税收征收方面的多边合作。对

于各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有力打击离岸避税的工具，这样，既确保了对于本国税收

法律的遵循，也通过信息交流保证了纳税人的利益。 
 
总起来说，这是中国签署的第一份多边税收协议，标志着中国税收领域的开放程度进

一步加大，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Für weitere Informationen kontaktieren Sie gerne direkt unser EGSZ China Desk: 
您若想更详尽的资料，请跟我们联系: 

潘女士                                                 王先生 

(国语，粤语，德语 )                                     （国语，英语，德语） 
电话:  0049─211─17 257 62                           电话：0049-211-17 257 38 
手机:  0049─177─9733 090                            手机：0049-176-3071 9460 
电邮:  s.pan@egsz.de                                         电邮：c.wang@egsz.de 
http://www.egsz.de/china                           http://www.egsz.d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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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z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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