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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财经网 www.ahcaijing.com

网络主播薇娅偷逃税被罚 13.41 亿
如何发现的？是否会被追究刑责？税务部门回应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税务
局稽查局查明，网络主播黄薇（网
名：薇娅）在 2019 年至 2020 年期间，
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
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 6.43 亿元，其他
少缴税款 0.6 亿元，依法对黄薇作出税务行政
处理处罚决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
款共计 13.41 亿元。
薇娅偷逃税是如何被发现的？她偷逃税
的手段有哪些？除了被罚款，她会被追
究刑事责任吗？
■ 综合新华社 中新社

如何发现的？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就黄薇偷逃税案

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部分，较隐匿收入不申报行
为，违法情节和危害程度相对较轻，处 1 倍罚款。

关部门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决心和力度。

件答记者问时称，我们分析发现部分网络主播存在一
定涉税风险，及时开展了风险核查，提示辅导相关网络

多名财税和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本案涉案人员
社会关注度高、涉案金额大，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彰显有

将对平台经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本案中，税务部

主播依法纳税。经税收大数据分析评估发现，黄薇存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称，平台经济是经

门对当事人不同的偷逃税手段处以不同倍数罚款，既

在涉嫌重大偷逃税问题，且经税务机关多次提醒督促

济发展的新业态，在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促进新旧动

体现了依法查处的法律权威，又充分考虑了当事人主

仍整改不彻底，遂依法依规对其进行立案并开展了全

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节，反映税务部门宽严

面深入的税务检查。

在平台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网络主播的税收违法

相济，坚持执法力度和温度相统一。

行为，扰乱了税收征管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国家支持新经济新业态发展不应成为新业态从

境。税务部门依法依规对有关网络主播税收违法行为

业人员逃避纳税义务的护身符。”西南财经大学教授、

进行查处，有利于平台经济长期规范健康发展。同时，

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说，网络直播行业不是“法

2020 年期间，黄薇通过隐匿其从直播平台取得的佣金

税务部门将认真落实好各项税费优惠政策，持续优化税

外之地”，不只是头部主播，每个取得收入、符合纳税标

收入虚假申报偷逃税款；通过设立上海蔚贺企业管理

费服务，
为平台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

准的网络主播都应自觉依法纳税。

薇娅致歉：愿意为自己的错误承担一切后果

惊之余更需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张斌

薇娅如何偷逃税的？
杭 州 市 税 务 局 稽 查 局 有 关 负 责 人 称 ，2019 年 至

“知名头部网络主播相继因偷逃税被处罚，让人震

咨询中心、上海独苏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等多家个
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虚构业务，将其个人从事直播带
货取得的佣金、坑位费等劳务报酬所得转换为企业经

当日下午，薇娅通过微博发布致歉信称，在自查和

营所得进行虚假申报偷逃税款；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

调查过程中，发现自己确实在税务上有违反税收法律

动取得收入，未依法申报纳税。

法规的行为，对此深感愧疚，在此向公众道歉，并表示，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规定，
依法
确认其偷逃税款 6.43 亿元，
其他少缴税款 0.6 亿元。

愿意为自己的错误承担一切后果。
记者注意到，薇娅原定于当晚 7 点的淘宝直播预告
消失。此前，其直播间显示，薇娅原计划当晚 7 点进行
“ 薇 娅 彩 妆 节 ”直 播 ，明 星 化 妆 师 杨 单 空 降 薇 娅 直 播

是否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称，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纳税人有逃避缴纳税款

间。此外，淘宝 APP 已经找不到薇娅直播间。对此，淘
宝客服表示，因违反相关规定，该主播账号已被冻结

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
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此案是近期税务部门查处曝光的又一重大案件。
国家税务总局坚决支持杭州市税务部门依法严肃处理

规定期限内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则依法不予追究

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求认真落实好各项税费优惠

刑事责任；若其在规定期限内未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

政策，持续优化税费服务，促进新经济新业态在发展中

款，税务机关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交补税申请，能够配合调查主动补缴税款 5 亿元，占查
实偷逃税款的 78%，并主动报告税务机关尚未掌握的
涉税违法行为，具有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等情
节。给予从轻处罚，对黄薇隐匿收入偷税但主动补缴
和报告的少缴税款处 0.6 倍罚款。
另一方面，对其未能纠错的违法行为视危害程度
依法严肃处理。黄薇隐匿收入偷税且未主动补缴部
分，性质恶劣，严重危害国家税收安全，扰乱税收征管
秩序，对其予以从重处罚，处 4 倍罚款；黄薇虚构业务转

行业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网络主播的行为不能仅靠
个人自律，
行业协会应发挥相应激励和约束作用，
督促引
导网络直播从业人员自觉遵纪守法，
传播正能量。可通过

提供明确的监管依据，
也为经营者划定法律红线。

逃税行为，坚持依法严查严处，坚决维护国家税法权

对其隐匿个人收入偷税行为进行自查并到税务机关提

施正文认为，
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
网络主播等直播

直播行业规范发展仍需多部门协同发力

罚且此前未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若其能在

娅主动纠错的偷逃税等违法行为依法从轻处理。黄薇

直播行业发展迅速，
但与其相匹配的标准化、成熟的
行业规范尚未形成。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

不同主体、不同行为的法律属性和责任义务，
为监管部门

黄薇偷逃税案件。同时，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对各种偷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称，一方面，对薇

观带来不良影响。

立法或制定行政法规等方式，
进一步明确直播带货过程中

本案中，黄薇首次被税务机关按偷税予以行政处

13.41 亿元，是如何确定的？

了国家税收安全，更对社会风气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

了。但店铺没有被封。

行为的，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
款，缴纳滞纳金，已受到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

说，这些拥有“超高流量”的公众人物偷逃税，不仅危害

加了监管的难度。网络主播网上从业，无实际经营地
址、流动性强，一定程度上存在各地监管责任不清晰的
难题，需要各部门各方面协同发力，共同促进直播行业
健康长远发展。
安徽省民政厅关于2021年度四级养老机构

关于清退电力客户销户后账户余额的公告
尊敬的电力客户：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淮南
市潘集区供电公司预开展辖区所有
已销户用户电费余额清退工作，为使
清退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清退工作中
的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
一、用电客户如是个人用户，办理
清退时需到供电营业大厅填写退费申
请并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退费收
款银行卡号，最后一次交费单据；用电
客户如是企业用户，办理清退时需提
供加盖公章的退费申请、法人身份证
复印件，最后一次交费单据、营业执照
（三合一）复印件、收款账户信息；如非
法定代表人本人办理则还需提供加盖
公章的退费业务办理授权委托书、经
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请已销户的用电客户于公告
之日起 7 日内前来我公司营业厅办理
电费余额退费手续，逾期未办理视为
自动放弃。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许生表示，多元化平
台、多群体入场给网络直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也增

三、
部分已销户用户名单见附表。
四、
咨询电话：
潘集公司：
2195217
特此公告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淮南
市潘集区供电公司
2021 年 12 月 15 日
集南洗煤厂
怀远县唐集太彬石料厂
古沟回族乡农民工创业园
孙庆雪
代连军
职工活动中心
无名
戴庙村部(2)
孔令亮
淮南市龙德新型墙材有限公司
北门面房南 6#(王冠山)
淮南市第二毛巾厂
杨同芝
戴广田

等级评定结果的公告

根据《安徽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管理办法》，省
民政厅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度四级养老机构等级评
定工作。经养老机构自评申报、市级民政部门初
评、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资格审查、
专家组实地考察评分、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委员
会审核确定评定等级、公示等程序，确定以下 17 家
机构为四级养老机构，现予公告。
1.合肥九久夕阳红新海护理院有限公司
2.合肥市包河区振亚颐养长者照护中心
3.淮北静安养亲苑
4.蒙城县鸿福老年公寓有限公司
5.宿州市健康老年公寓
6.蚌埠市龙子湖区祥和老年公寓
7.阜阳市老年公寓
8.滁州市社会福利院
9.六安银和老年公寓有限公司
10.霍山徽衡老年公寓
11.马鞍山雨山依瑞佳老年康养中心
12.马鞍山江东颐养有限责任公司
13.芜湖市弋江区蕾娜范海螺颐养院
14.宣城市社会福利中心
15.东至县中医院老年养护中心
16.安庆市迎江区怡人堂养老中心
17.黄山圣天地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上养老机构评定等级有效期为 3 年。

注销公告
合肥科创教育书
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401001005090） 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
清算组已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成
立，
清算组成员由胡正
中、汪硕组成，清算组
负责人胡正中。请债
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