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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公司简介 

北京易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前身为北京易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公

司注册资本 100万元，成立于 2010年 11月。 

公司泰秉承“互联网+税务”的服务理念，按照“O2O”商业运营模式，线上

通过易瑾财税公众订阅号，线下依托易瑾服务团队，能够为纳税人高效快捷的提

供税收顾问、税收规划、税务代理、金融融资顾问等服务。 

易瑾财税公众订阅号(yijincaishui)是易瑾基于互联网创新思维建立的线

上综合服务平台，可以为纳税人提供法规速递、法规解读、在线财税咨询、财税

培训课堂等服务，实现纳税服务的精准聚焦和信息的高效传递。 

公司设有专业技术研究部门及按行业设置的专业服务部门，有效对接大型客

户的各类税务高端服务。公司战略层面设置有咨询审核委员会、战略管理委员会、

专业技术委员会和执业标准委员会；业务层面设置有金融保险事业部、集团客户

事业部、资本市场事业部、税务管理信息化部等。 

公司有关专家还参与了国家税务总局企业所得税鉴证标准、工作底稿范本以

及涉税鉴证业务基本准则的起草制定工作。 

一、我们的优势 

1、良好的财税资源背景 

✓ 与财税系统有良好的沟通渠道； 

✓ 在业务基础上的良性互动； 

✓ 部分专家成员多次参与国家税收政策的研究和草拟； 

✓ 定期与财政研究所、税收科学研究所联合进行税务经济调研。 

2、长期为大型集团客户提供服务 

✓ 具备为大型客户提供税务服务的综合能力； 

✓ 具有为大型客户提供税务服务的丰富经验。 

3、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 

易瑾的主要合伙人、高级经理大部分具有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评

估师等多种执业资格，从事大型企业税收服务经验均在十年以上，具有丰富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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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服务经验。 

4、全面专业的税收政策研究与实践 

易瑾数据库具有 200万数据信息，我们的研究团队涵盖高校、政府部门、业

内专家等多层研究力量，能为客户服务提供强大专业支持。 

5、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 

执业标准严格遵守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出台的

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规定； 

✓ 规范的执业质量体系； 

✓ 规范的执业流程； 

✓ 规范的工作底稿、报告； 

✓ 严格的三级质量审核制度； 

✓ 严格的客户信息保密制度。 

6、一体化的综合服务平台 

专业创新，价值合作，共赢发展，基于税超越税的服务理念，一体化的服务

平台。 

二、服务产品及服务团队 

（一）常规服务 

1．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审核 

（1）服务内容 

对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信息实施审核，将经审核的数据进行计算，填报

纳税申报表、出具鉴证报告并协助完成申报。 

指导客户准备境外抵免的相关资料，并完成备案。 

结合审核过程中了解的情况，对客户的会计核算、税务处理、内部控制等提

出管理建议。 

（2）服务方式 

现场审核客户内部控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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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审核相关数据和资料。 

与相关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访谈深入了解。 

出具正式鉴证报告书，出具书面管理建议书。 

（3）专业团队 

高级合伙人 1人，合伙人 1人，项目经理 1人、助理 2-3人 

（4）服务质量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税务师行业管理要求，取得税务机关的认可。 

备案资料符合条件，得到税务机关认可。 

管理建议书有建设性，可操作性。 

（5）服务效果 

指导客户进行正确申报； 

对客户税务管理内控提供有针对性、建设性的管理服务建议书，完善内控制

度和执行。 

2．日常咨询 

（1）服务内容 

对各税种操作较为复杂或现行税收制度界定较为模糊的应税事项提供实时

咨询，提供专业的财税处理意见和全面的涉税事项处理方案 

（2）服务方式 

书面答复、电子邮件答复、电话答复、传真答复、涉税预警函等 

（3）专业团队 

合伙人 1人，项目经理 1人，助理 1人 

姓名 级别 资质 专长 

孙彦民  高级合伙人  
注册税务师、注册会

计师、注册评估师  

资本市场、跨境业务、金融创新涉税

业务、境外抵免、税务信息化管理  

谢明华  合伙人  注册税务师  
市场运营筹划，擅长市场战略；税企

争议协调  

高丽霞  合伙人 
注册税务师、注册会

计师 

制造业、资本市场、金融保险、地产

等涉税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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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红宇  高级经理  
注册会计师、注册评

估师  
质量控制，20年税务服务经验  

王宝珠  项目经理   
制造业、资本市场、金融保险、地产

等涉税业务 

（4）服务质量 

提供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揭示每种方案可能面临的税收风险。单一税种问

题的解决方案答复时间不超过半个工作日；涉及税收政策界定比较模糊的涉税问

题的解决方案答复时间一般不超过 2个工作日。 

（5）服务效果 

协助客户涉税人员最快、最正确地理解相关规定，提高相关人员准确处理涉

税业务的能力和技巧，合理规避税收风险  

3．税务培训 

（1）服务内容 

定制化税务培训，结合客户的特点和需求。 

从涉税基础人员至企业高层分层次、分业务的税务培训。 

税收政策、实务操作、高层研讨等。 

（2）服务方式 

现场培训、视频培训、网络培训 

（3）专业团队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化，由专业人员进行税务培训 。 

（4）服务质量 

对最新的财税变化进行及时、准确的讲解与培训； 

对日常涉税工作难点等进行充分、到位的辅导； 

针对客户所在行业指派专业讲师进行指导和培训。 

（5）服务效果 

在公司内倡导“税收管理”的重要性和全员性。 

指导客户涉税人员最快、最准确的掌握最新财税法规动态。 

指导客户各层次人员理解税收动态对客户业务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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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税务风险排查 

（1）服务内容 

对客户的纳税状况进行全面税务健康检查，对企业现状及税务健康检查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出具税务健康检查报告，揭示企业已经存在或潜在的税务风险及错

误涉税处理，提出改进建议及解决方案。 

（2）服务方式 

对客户提供的相关数据、资料进行现场审核、复核，与相关人员访谈深入了

解、落实情况，对客户纳税状况进行评估，出具税务健康检查报告。 

（3）专业团队 

项目经理 1人、高级助理 2人、中级助理 1人、初级助理 1人。 

（4）服务质量 

达到涉税风险排查的预期目的，全面评估涉税风险，纠正现有错误，为今后

的涉税业务处理及内控管理提供建设性参考意见。 

（5）服务效果 

全面、系统地优化涉税风险管理内控，规避涉税风险 。 

（二）高端服务 

1．税务筹划 

（1）服务内容 

根据与客户进行详细交谈，了解客户的需求，对客户的涉税特殊事项，如跨

境业务、并购、重组、特殊资产处置等，进行全面的税务筹划，出具筹划方案并

跟踪落地实施。 

（2）服务方式 

现场调研，了解客户的情况和需求，对项目进行评估、论证。 

出具书面筹划方案。 

若涉及，根据客户的需求协助与税务机关进行沟通。 

保障筹划方案的实施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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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团队 

高级合伙人 1人、合伙人 1人、高级经理 1人、项目经理 2人、中级助理 1

人 。 

团队角色 姓名 级别 资质 专长 

总负责人  孙彦民  高级合伙人  
注册税务师、注册会

计师、注册评估师  

资本市场、跨境业务、境

外抵免  

协 调 实 施

负责人  
谢明华  高级合伙人  注册税务师  

市场运营筹划，擅长市场

战略；税企争议协调  

现 场 调 研

负责人  
高丽霞  合伙人 

注册税务师、注册会

计师  

制造业、资本市场、金融

保险、地产等涉税业务 

质 量 审 核

负责人  
马红宇  高级经理 

注册会计师、注册评

估师 

质量控制，20年税务服务

经验  

（4）服务质量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客户所在行业管理要求，不越红线。 

结合客户的商业模式，正确纳税。 

结合客户的产业链架构，完善商业模式，合理纳税。 

（5）服务效果 

按规纳税，不越红线、不打擦边球。 

合理纳税，该享受的税收优惠享受到。 

商业模式更完善，基于税收超越税收。 

2．专项税务服务 

（1）服务内容 

协助客户向相关税务机关提出专项税收优惠等专项申请，并负责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等审批机构进行沟通。 

（2）服务方式 

对客户可能存在相关的涉税突破点情况进行专项研究、分析，并协助提出申

请，与有关审批机构进行沟通。 

（3）专业团队 

高级合伙人 2人、部门经理 1人、高级经理 1人、项目经理 2人、中级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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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 

（4）服务质量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客户所在行业管理要求，争取实效性的优惠政策，

切实节省税收成本。 

（5）服务效果 

有效控制涉税成本，提高涉税管理能力。 

3．税企沟通协调 

（1）服务内容 

协助客户就遇到的税收难题或其他事项与税务机关进行沟通。 

（2）服务方式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沟通解决方案和沟通要点，并协助客户与税务机关

进行切实、有效的沟通。 

（3）专业团队 

高级合伙人 2人、部门经理 1人、高级经理 1人、项目经理 2人、中级助理

1人。 

（4）服务质量 

取得的沟通结果既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又满足客户的沟通要求。 

（5）服务效果 

与相关主管税务机关和国家税务总局建立业务交流渠道，全面优化客户外部

税收环境。  

4．税务管理信息系统设计 

目的及效果：掌握集团各级企业税收管理现状，并实时形成各种税务管理报

告。实现事 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新型税务管理一体化模式。 

5．税务风险内控制度设计 

（1）设计税务内控的必要性 

多层次组织结构、多元化经营模式、成员企业间频繁复杂的关联。 

交易，决定了税务风险内控设计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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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税务内控设计目标 

结合现有组织架构、融入公司治理机制、防范税务风险。 

税务内控设计达到的效果：统一、标准、规范、低风险。 

6．资本运作安排 

（1）并购重组 

为客户整体并购战略出具税务分析报告，对并购面临的税收环境、并购前后

税负变化、税务风险化解、涉税事宜处理提供全面分析和评估；帮助客户筛选收

购目标，对收购目标进行税务尽职调查；设计收购交易结构和交易模式；对收购

目标存在的税务风险提出处理方案并加以落实；代表委托方与相关税务机关进行

沟通协调，化解风险，争取优惠政策；参与收购谈判，就税务问题发表专业意见；

为收购成功后的业务整合，价值提升提供税务安排方案并加以落实。 

（2）融资 

为公司上市前股改、重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规范整顿提供咨询、筹划和

方案设计论证等服务；与投行等机构共同为公司在 PRE-IPO阶段引进战略投资等

私募行为提供尽职调查、筹划、协助谈判等税务服务；为公司发行债券及可转债、

股票增发提供分析、筹划、论证服务，就再融资税后收益率向投资者提供分析报

告；与投行等机构共同设计各类结构融资方案并负责落实。  

（3）内部资本结构设计 

就成立控股公司提供选址地税务环境评价、资本结构设计、机构层次和架构

设计服务；对股权和资产在成员企业内部的分拆、转让、合并等重组行为提供咨

询、筹划服务并负责落实；结合客户发展战略，对企业资本结构和架构层次的重

整提供咨询、筹划服务并负责落实。 

（4）股权投资税法服务 

结合投资机构注册地、组织形式、目标行业出具税收指南，对整体税收环境

进行分析和评价；结合客户发展及投资战略，对其资本结构和管理架构的设计和

重整提供咨询、筹划服务并负责落实；设计税务风险管理机制，结合公司治理机

制对税务风险的识别、处理作出明确规定；设计投资流程，将税务风险控制、税

收筹划嵌入并贯穿于整个投资流程；设计完善、全面、科学的股权投资业务税务

处理指导规程，将投资过程涉及的税务处理都置于规程调整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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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核质量控制 

1、质量保证标准 

我公司职业标准将严格遵守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企

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鉴证业务准则（试行）》及指南、、企业所得税法等

相关法规、文件的规定； 

2、内部质量规范 

我公司内部建立有纳税审核鉴证业务操作规程，严格执行三级复核质量控制

制度，确保服务质量。 

3、内部质量控制机构 

我公司建立了咨询审核委员会、专业技术委员会、执业标准委员会，主要负

责编制执业技术规范、税务服务质量控制管理、提供专业技术指导；建立了执业

总审制度。我们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三级复核程序基

础上，在总负责人复核签发前增加咨询审核委员会复核、执业标准委员会复核。 

4、员工技能保证 

在外勤审核前，作好人员专项培训，统一工作底稿要求、统一汇总资料要求、

统一报告内容与格式。 

5、组织专业队伍 

我们将委派经验丰富的项目主审、注册会计师及相关助理人员参与本项目工

作。同时，为了保障审核时间和质量的要求，将根据现场审核的实际情况在与贵

公司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增减和调配参与审核的人员。 

6、制定计划 

制订严谨可行的审核计划及实施方案，明确审核目标、审核范围，细化审核

内容，突出审核重点，合理安排审核时间。 

7、真实记录审核信息 

按照准则要求，填制审核工作底稿，做到审核工作底稿的内容完整，记录真

实，所附有关的证据和证明材料要充分、准确，全面。 

8、严格执行审核程序 

严格遵守审核准则，切实履行和实施项目质量控制复核程序，贯彻审核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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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制度，对每一个审核项目从审核工作底稿到审核报告，都要严格复核程序、

复核权限，进行全面复核和检查。 

9、编制好审核报告。 

四、近期服务过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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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咨询顾问简介及从业履历 

一、项目组总负责人 孙彦民 

北京易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伙人。 

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中

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西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 

曾担任中国资产评估师协会理事、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特聘

讲师。 

从事财税顾问、税务咨询、税收筹划工作 20 多年，先后在河南省税务代理

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中税税务代理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裁、高级合伙人。 

先后服务过的客户包括：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联想控股、中国建筑、中国

中铁、中国铁建、中国电建、中国能建、中国铝业、中国化工、雅戈尔、红星美

凯龙、大唐集团、中材集团、中国国药、松下电器、万科地产、金地地产、招商

地产、中建地产、华侨城、金辉地产、鑫苑地产、金科地产、中航地产、银河证

券、海通证券、中植投资、国投资产、中原信托、百瑞信托、君联资本、拙朴投

资、逢时资本等。 

擅长资本市场、地产、建筑、金融保险、私募基金、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财

税、并购重组、商业模式规划等业务。 

曾参与中国注册税务师基本准则的起草和修订工作，参与财政部审计风险课

题研究一项。出版专著《房地产开发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在《环球财经》、《中

国注册税务师》等杂志发表多篇文章。 

中国会计视野会说栏目撰稿人。 

二、项目负责人 高丽霞 

北京易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西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 



 17 

从事审计、财税顾问、财税咨询工作 10 多年，先后在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中税税务代理有限公司担任审计经理、部门经理。 

先后服务过的客户包括：中铝资产、北京文投、沈飞集团、中国文化传媒集

团、中国数字文化集团、金辉集团、中国人保再保险、中华联合、中国人寿、中

国中再、泰康保险、阳光保险、北京银行、银河证券、长城证券、中植投资、百

瑞信托、拙朴投资、逢时资本、康正租赁等； 

擅长资本市场、地产、建筑、金融保险、私募基金、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财

税、并购重组、商业模式规划等业务。 

先后在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国财税法前言问题高端论坛，发表《税制设计中

性原则对企业集团税务管理的重要性》、《对资管产品征收增值税的政策分析及

建议》等论文。出版专著《房地产开发企业税务风险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