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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330549.htm 第六节 危害税收征

管罪 第二百零一条 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

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

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

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

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

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并且偷

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

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占应缴税额的

百分之十以上并且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对多次犯有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

算。 第二百零二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拒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拒

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第二百零三条 纳税人欠缴应

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致使税务机关无法

追缴欠缴的税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欠缴税款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罚金；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欠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第二百零四



条 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

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骗取税款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

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

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前款规定的

欺骗方法，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的，依照本法第二百零一条的

规定定罪处罚；骗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部分，依照前款

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零五条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

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

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 有前款行为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

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并处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

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

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

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

、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第二百零



六条 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数量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巨大或者

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伪造并

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量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

，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

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数量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第二百零七条 非法

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较大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金；数量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二百零八条 

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又虚开或者出售的，分别依照本法第二百

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

二百零九条 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可以

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伪

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

他发票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

单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非

法出售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依

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非法出售第三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

的，依照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一十条 盗窃增值税专用

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

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使用欺骗手段骗

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

其他发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

二百一十一条 单位犯本节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三条、第

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零九条

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一十

二条 犯本节第二百零一条至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之罪，被判处

罚金、没收财产的，在执行前，应当先由税务机关追缴税款

和所骗取的出口退税款。 第七节 侵犯知识产权罪 第二百一十

三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

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一十四条 销售明知是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一十五条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

的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一十六条 假冒他人

专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第二百一十七条 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

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

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

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

及其他作品的； （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 

（三）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

像的； （四）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 第二

百一十八条 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本法第二百一十七条

规定的侵权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百一十九条 有下列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

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 （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

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

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三）违反约定或者

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



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 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

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

密论。 本条所称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

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

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本条所称权利人，是指商业秘密的所有

人和经商业秘密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人。 第二百二十

条 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之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第八节 扰乱市场秩

序罪 第二百二十一条 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

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

二百二十二条 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

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处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百二

十三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

人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 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

、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二十四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

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

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

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



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

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

，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

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第二百二十五条 

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

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

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

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

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

非法经营行为。 第二百二十六条 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

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

二百二十七条 伪造或者倒卖伪造的车票、船票、邮票或者其

他有价票证，数额较大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

巨大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票证价额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倒卖车票、船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第二百二十八条 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

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转让、倒卖

土地使用权价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特



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非法转让、

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 第

二百二十九条 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

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

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前款

规定的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犯前款

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一款规

定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

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 第二百三十条 违反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的规定，逃避

商品检验，将必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进口商品未报经检验而

擅自销售、使用，或者将必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出口商品未

报经检验合格而擅自出口，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百三十一条 单位犯本

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

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