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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金税四期以数治税背景下 

建筑业税务风险安全管控与人力成本规划之道 

培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21 年 9 月 15 日，王军在金砖国家税务局长会议上的发

言指出，我们正在以发票全领域、全环节、全要素电子化改革

为突破口，启动实施金税工程四期建设，持续拓展税收大数据

资源，深入推进内外部涉税数据汇聚联通、线上线下数据有机

贯通。 

随着金税四期的上线，税务监管的 “AI，算法，大数据，

金税天网时代”到来了，2021 年建筑业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

严监管环境，税收贯穿生产经营全流程，纳税风险与税收相伴

而生！业务决定税务，税务影响业务。智能化时代无法逃避，

企业只能走升级观念，迭代技术之路！ 

另外在 2019 年个人所得税改革、2020 年 11 月国家全面

推行社保入税、金税四期上线等政策背景下，政府全方位的监

管体系已经建立，建筑企业用工政策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社保



入税，以降低社保基数为主的人力成本筹划必将翻盘，未来社

保合规化，乃至建安企业全面合规化为大势所趋，如何在社保

合规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人力成本筹划，也是建安企业的头

等要事。在减税降费和全面合规双重背景下，建安企业如何在

新挑战面前打好组合拳？社保、人工成本、组织变革将何去何

从？建安企业是否需要新的用工模式来支撑？如何降低用工

风险，减少企业隐性成本的支出？ 也是建安企业同样面临的

问题。 

您需要的,不再是星星点灯式的、治标不治本的“术”、

“器”之策,应当是天罗地网式、多税种联动的 “道”、“法”

谋略。 

本课程系统介绍税务监管系统的底层逻辑和企业内控方

法，用大量建筑业案例来阐述税务监管的重点内容，优化的建

筑业顶层架构，引导建筑企业管理者将公司的业务置于安全的

环境中。运用各种工具方法，来实现建筑企业的降本增效，防

范和规避建筑企业各类财税风险。我会特定于 11 月和 12 月分

别在杭州市和成都市举办“金税四期以数治税背景下建筑业税

务风险安全管控与人力成本规划之道”课程培训，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收益】 

1. 精准把控金税四期对建筑企业的影响 

2. 掌握建筑企业人力规划方法方法 

3. 学会多种化解财税难题的工具落地方案 



二、【培训内容】 

第一天内容 

模块一 中国财税环境变化对建筑行业的冲击 

1.1 深度解读 9月 15 日金砖国家税务局长会议传达的信号 

1.2 总局端指挥台——金税四期 

1.3 智能稽查——智慧案件办理系统 

1.4 发票穿透——反洗票系统 

1.5 票款合一——区块链管理系统 

模块二 建筑业风险梳理及安全应对 

2.1 收入侧风险梳理及安全应对 

收入确认与完工进度不匹配存在晚纳税的风险 

税率选择与税务认定存在偏差 

2.2 成本侧风险梳理及安全应对 

设备租赁无票处理 

辅料无票处理 

农民工工资社保的处理 

资质共享项目利润的处理 

2.3 股权架构与财富传承 

股东借款的风险 

不同持股人不同分红税 

信托的应用与财富管理 

模块三 金税四期预警规则与预警指标 

3.1 增值税预警规则与预警指标 

3.2 企业所得税预警规则与预警指标 

3.3 个人所得税预警规则与预警指标 

模块四 案例分享 

4.1 案例讲解顶层架构设计与税收安全 



4.2 案例讲解业务流程设计与税收安全 

第二天内容 

模块一 企业人工成本 

1.1  什么是人工成本？ 

1.2  人工成本的构成和分类 

模块二 建安企业面临的用工风险 

2.1 建安企业面临的用工风险分析 

2.1.1 建安企业普遍采用降本的方法 

2.1.2 公司制度不合法，将面临哪些风险 

2.1.3 多元化用工，建安企业面临的风险 

2.1.4 劳务分包、资质挂靠，建安企业面临的风险 

2.2 社保“改嫁”税务给企业带来的影响 

2.2.1“社保入税”政策及其背景 

2.2.2 社保统一征管代表社保改革的方向 

2.2.3 税务征收社保与人社征收口径是否有差异？ 

2.2.4 社保由税务局统征对企业的影响及趋势分析 

2.3 社保“改嫁”税务给企业带来的挑战 

2.3.1 社保基数大起底，您的企业是否足额缴纳社保？ 

2.3.2 现阶段，企业社保缴纳现状 

2.3.3 未合规缴纳社保，对员工切身利益的影响 

2.3.4 如何避免企业被列为社保稽查重点企业？ 

2.3.5 未依法缴纳社保，企业需要承担哪些风险？ 

模块三 新业态下，人工成本筹划思路 

3.1 多元化用工的用工风险防范与案例解析 

3.1.1  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 

3.1.2  非全日制用工管理合规性与劳动关系判定 

3.1.3  临时工、季节工、实习生、离退休返聘人员的用工

管理合规性 

3.1.4  劳务派遣、外包用工模式与劳动关系判定 

3.1.5  合伙平台的搭建 

3.2“工资薪酬”向“福利费用”转化 

3.2.1  不列入缴费基数的项目包含哪些？ 



3.2.2  福利费用转化的操作要点与实际应用 

3.3“工资薪酬”向“合作模式”转化 

3.3.1  人员外包在用工管理合规性分析及劳动关系判定 

3.3.2  项目外包在人员管理上的优劣势分析 

3.4 “工资薪酬”向“经营所得”转化操作要点与实际应用 

3.4.1 公司注册有哪些类型、区别及各自优势 

3.4.2 企业经营模式设计思路 

3.5“工资薪酬”向“股权模式”转化 

3.5.1 利用股权激励员工，实现员工自我驱动效应 

3.5.2 员工持股的企业股权架构设计 

3.5.3 不同持股架构下的股权分红税收政策 

3.6 降低用工成本，中央和地方的支持政策 

模块四 规范用工管理，防范用工风险 

4.1 了解国家相关政策，制定合法合理的规章制度及案例分享 

4.2 民法典对企业用工的影响 

4.3 企业如何规避“社保纠纷” 

4.3.1 劳动者通过仲裁或者诉讼途径主张社保权利，裁判

机关如何处理？ 

4.3.2 社会保险争议是否具有时效性？ 

4.3.3 企业未缴社保，员工能否要求经济补偿？ 

4.3.4 企业如何正确用工，规避“社保纠纷” 

模块五 社保重点问题解析 

1. 农民工有新农保、新农合还需要缴纳社保吗？ 

2.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

时，个人账户及缴费年限如何计算？ 

3. 同一时间在异地（包括省里和市里）都缴纳社保如何计

算？ 

4. 个人在户口所在地缴纳社保企业报销，个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如何扣除？ 

5. 母公司签合同缴纳社保在其他或分/子公司工作，或在母

公司发工资在其他单位缴纳社保怎样处理？ 

6. 员工社保跨地区缴费及转移如何办理？异地缴纳的养

老、医疗保险年限是否可以累计？ 



7. 养老保险未缴够 15 年，退休时是否可以领取养老金？ 

8. 现阶段医疗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包含哪些地区？ 

9.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有哪些？ 

三、【时间地点】 

2021 年 11 月 25 日-11 月 28 日（25 日为报到日） 杭州市 

2021 年 12 月 17 日-12 月 20 日（17 日为报到日） 成都市 

四、【授课师资】 

郑老师：营改增节税工程落地专家；高级会计师、税务咨询师、

ACCA 会员；教育部财税考试专家委员会特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

会计专业本科、北航 MBA；20 余年财税管理工作实战经验，兼任

多家企业的常年财务顾问，为多家企业做建筑业营改增培训和咨

询服务。 

财税类著作：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会计 出纳 做账 纳税岗

位实战宝典》、中国铁路出版社出版《企业纳税实操从新手到高

手》、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出版《会计思维》 

孟老师：现为中华会计网校、北京软件协会人力资源特聘讲师，

近 20 年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经验。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就职于

上市公司、外企、建安企业人力资源总监，致力于建立、完善企

业薪酬体系、绩效管理、股权激励，搭建企业股权架构，并对企

业如何合理规划用工成本、如何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有着深刻的

理解及实际运用。多次主导建安行业的薪酬体系搭建、股权激励

等项目，同时为各类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咨询服务。 

五、【参会对象】 

1.各建设行业主管部门领导和行业协会负责人； 

2.各建筑业企业总经理、经营副总、总经济师、总会计师、工

程副总等高管层领导； 

3.各建筑业企业财务部、市场部、经营部、工程部、项目管理

部、合同造价部、法务部、人力资源部等部门经理及核心骨干人员； 



4.各建筑业企业

事务所相关人员等。 

六、【收费标准】 

A.3600 元/人（含培训费

间午餐），住宿统一安排

七、【报名办法】 

联系人：张国恒                 

传真：010-57385319             

手机：18611175931

 

附件：报名表 

 

 

 

                            

                              

 

 

 

 

 

 

 

 

 

 

 

项目经理、施工队长及会计师事务所

 

含培训费、资料费、电子课件、

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电话：010-

57385319             邮箱：2851902106@qq.com

18611175931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

                              2021 年 10 月

施工队长及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

、场地、培训期

-57385319 

2851902106@qq.com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 

月 22 日 



金税四期以数治税背景下建筑业税务风险安全管控与人力成本规

划之道培训回执表 

备注： 1、请尽早报名，额满为止。参会报名表复制有效 

联系人：张国恒                 电话：010-57385319 

传真：010-57385319             邮箱：2851902106@qq.com 

手机：18611175931 

单位名称  邮编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职位/岗位  

办公电话  手    机  

传   真  电子信箱  

参加培训人员 性别 职务 电话 手机 邮箱 

      

      

      

      

      

      

是否住宿 □是     □否 住宿标准 □单住(需另补床位费)  □合住 

参会地点  

付款方式 □通过银行    □通过网银 金额  

指定收款帐户 

单位名称：北京中建科信管理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行  

账    号： 0200247009200068235 

备注 

请将参会回执回传或 E-mail 至会务组，在报名 3

日内将培训费通过银行或邮局等方式付款，会务

组确认到款后即发《参会凭证》，其中将详细注

明报到时间、地点、等具体安排事项。各参会代

表凭证入场。 

单位印章 

二〇二一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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