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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心里话

多年以来，一方面在不断地回顾案例、学习，带领团队

奋战，同时也在不断地创新，深度地研究，有时陷入了

一种理论的虚拟空间，难以实现应用的同步突破，在拓

展共创、共享平台的过程中，几经思考，终于找到了一

种可能，全新的方向。

当下，我们面临的是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牵一发而动

全身，单一的角度来为企业家提供税务事项，已无法平

衡全局，无法统筹利益，比如我们为企业家所做的税务

筹划，可以在复杂的税收政策中找到解决方案，但是如

果我们无法了解外汇的管制，未评估是否存在洗钱的风

险，未评估是否存在非法倒卖土地的风险；又或者我们

在应对偷逃税款的涉税争议中，未评估移交公安机关的

风险，或者虚开发票的风险；还有的时候，在家族财产

管理与配置的时候，我们只是提议或建议进行信托、海

外投资、移民或保险等的操作，但是如果我们无法同步

进行专业支持，并且提供落地操作，往往是纸上谈兵。

之前一些机构以会员或者战略合作的方式进行协作，或

因利益问题，或因信息与技术保密问题、效率问题，终

究难以化解紧密方案的规划与实施。于是在 2016 年起，

自大力税手互联网平台搭建之时，在持续的探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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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郝龙航，一位从业二十余年的财税人士，经历了民营企业、多家跨国

企业的管理会计负责人、成本会计主管、税务主管、审计负责人职务，从 2007

年始开启从事税务服务职业生涯，传统税务复核服务、税务筹划服务与涉税争

议解决服务，其间，经历了众多的服务案例，有快乐的、有遗憾的，还有无可

奈何的！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有时虽然与己的利益得失不尽相关，但是对于受

托之责的看重，珍惜与责任担负，一直在努力地争取做到更好。

服务过程当中，我有幸遇到了近十位志同道合的伙伴，

他们是在各自行业有着许多年的从业积累，具有海外学

习工作的国际背景，更是具有良好品格的律师、保险专

家、持有信托牌照的专家、资金服务专家，还可以服务

于移民、婚姻、关务争议问题、涉及虚开发票的风险应

对与解决，也可以直接提供复议或诉讼代理服务，这一

切，当我们共同锁定一个目标时，它就是产生奇迹的时

候。此时，大力税手法税服务团队成立了，润吉研究院

成立了，告别单打独斗，我相信团队的力量、集体的力量。

在紧密型的工作协作中，我们快速、有效地发现与创新

解决方案，协同式作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满意服务

成果，为企业家解决痛点，创造价值，从此让服务有趣

起来、放心起来。

今天，我们的这本手册，旨在向您提供了解我们、关注

我们的信息，我们能做什么，能做好什么，让您在需要

之时，可以联系到我们，让认识成为一种可能，或许就

是让奇迹发生的开始。

大力税手创始人



专业为本 以品质“服”人

以团队共创的深度案例与专业理解为承载力，大力税手出版物，

深受广大财税法工作者及税务机关伙伴的喜欢与认同，感谢你

们持续的支持与助力。

经得起考验的，有合规保障的空间，有关联性的风险防控措施，

我们相信，这是当下稀缺的，更是所需要的，我们在与合作伙伴、

客户的交往中，经历磨练与经验积累，收到了极佳的效果期待

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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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的大时代 Ⅱ 》  主编 郝龙航

《企业所得税政策与实践深度分析 2016》  主编 郝龙航

《营改增终极口径》 

  主编 郝龙航

《增值税会计处理案例与政策深度解析》  主编 郝龙航

《老板与税》  主编 郝龙航 王骏 张研

《增值税 100 个涉税高难问题精解》

主编 郝龙航 王骏 

《资本个税》

主编 郝龙航 王骏 陈正 王蓓



直营团队聚力精彩 直营团队聚力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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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龙航先生

( 第三只眼 )

税务筹划

税务检查问题应对

王  骏先生

( 中国财税浪子 )

财税界顶级专家

姜瀚钧先生 
涉税争议解决

涉税刑事辩护

胡晓锋先生 
税务争议解决

田小皖先生 
企业法律服务

跨境执行

家族信托服务

张晓暄女士 
刑事辩护

刑事案件财产处置

涉外刑事案件处理

张  研女士 
国际税、税务关务争端应对

家族企业服务

海关贸易

大力税手法税服务

北京总部

一起创造价值，更要一起分享价值

大力税手

不忘初心专业为本



核心团队简介 核心团队简介

郝龙航 先生 ( 别号第三只眼）

大力税手创始人

中翰税务集团联合创始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20 余年财税领域工作与服务经历，多家跨国公司、民营企业财税与内审负责人。2007

年联合创立中翰税务师事务所，2016 年创立大力税手，2017 年发起成立法税团队，

合规、完美地完成了企业家们所委托的涉税争议案例、架构与价值链条筹划重整、海

内外资产配置与交易规划，处理了较多具有挑战性的疑难涉税问题，不负所托之任。

致力专业之本；以诚待人，心存感恩之心；致力共享合作，努力先让伙伴受益；受人之托，

靠谱为本。著书近 20 本，受同行伙伴认同甚是欣慰；召集法税团队，开启知识力量的

新篇章、新可能。

张 研（Stella） 女士

大力税手联合创始人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

润吉研究院财税研究员

ACCA、STEP Affiliate

十年以上税务相关工作经验，她于欧洲获得税务咨询硕士学位，先后就职于欧洲知名

律师事务所的 Cuatrecasas 的国际税务部，德国税务咨询公司 WTS，也曾担任某知

名跨国公司的中国区税务负责人、中翰税务集团合伙人，负责国际税收、家族财富规

划与税收争议业务。

张研女士的擅长的领域有：跨境交易结构税务规划、国际税收与转让定价、私人客户

涉税服务以及税收争议解决。

服务过的客户既包括了央企、跨国公司，也包括家族企业主、合伙企业投资人等私人

客户，行业涵盖了金融与投资、能源行业、通信业、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目前她也

为多家银行、保险公司和家族办公室的私人客户提供涉税培训、规划、咨询等服务。

工作语言：中文、英语和西班牙语

王骏 先生  ( 别号中国财税浪子）

中翰税务集团合伙人

大力税手联合创始人

20 余年财税工作经验，中国税法超级网红型专家，拥有广泛的知识体系与业务沟通、

研究渠道，擅长资本、金融、投资、通信、能源、建筑等行业的税务合规研究，同时

有着丰富的筹划与争议应对经验。“中国财税浪子”名号在业界广为认同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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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小皖 先生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润吉研究院家族法律研究员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

STEP Affiliate

具有中国及美国法学教育背景及实践经验，在资本并购、经济法领域争议解决，在

家族财富传承与配置、跨境资产配置、离岸信托、移民与税务居民身份规划、CRS/

FATCA 合规方面从业多年，客户及落地资源丰富。

能够创造价值的顾问服务，才具有价值！

小投入，大产出！

传统的顾问咨询，更多是信息的传递交付，没有目标，没有责任，“旱涝保收”的服务，

但目标不明确，能够创造财税价值，减少财税损失的服务，兼顾整体风险评估，当属有价

值的顾问产品。

法税团队的顾问服务，发掘、协助实施财税价值创造，发现实施筹划新空间与问题预防措施，

让彼此看得到、体会得到，有价值的体现，是服务的本质与服务收费的前提。

筹划得有保护自己的边界，远离野蛮操作，远离虚开发票与洗钱风险。

传统的税务筹划着眼于税务领域，除了税务筹划以外，大力税手法税团队擅长于利用现有

的金融、投资政策与产业、区域性（跨境）政策，结合企业的现状和目标，从优化交易安

排和结构的维度，充分利用法律政策和税收政策完美融合进行规划，从而达到不产生“麻烦”

的筹划目的。

在原有的架构中创新财税价值，带来实实在在的政策导向利益；在难以突破的领域，找到

可行的前行之路与办法；在自己的利益与家庭利益上，谋划未来，长远布局，保护财富的

长效规划，这三个方面，有必要统筹考虑。

姜瀚钧 先生  

德衡律师集团  合伙人律师

北京市律师协会财税法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主要执业领域：涉税刑事辩护、税企争议解决。

姜瀚钧律师一直工作在争议解决第一线，为客户提供全流程的涉税争议解决法律服务。

姜律师特别注重实体与程序相结合的争议解决方式，本着竭尽全力保证客户人身和财

产合法权益的职业精神，帮助众多客户取得满意的案件结果。

核心团队简介 我们的服务产品

01

02

价值顾问年度服务

税收价值筹划服务

服务产品

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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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被动应付还是主动应对，是“讲理”还是“讲法”，结果大不同！

协助企业、自然人应对评估自查、税务检查、稽查等；陪护企业、自然人和税务机关进行沟通，

对涉税争议事项陈述意见，提出可以沟通的可行建议，充分表达观点，享受纳税人的权利。

同时协助企业、自然人申请行政复议、诉讼等救济措施。

稽查应对不是矛盾式的解决，法税团队充分利用自己的深度研究经历与案例经验，政策探

讨渠道，从事实入手与政策对接，锁定核心点与突破点，对应不同阶段不同的解决方案，

战略性与战术性并重，风险与利益平衡并重。法税团队着力长远考虑，全流程风险解决路径，

以有利、有节、有理地来快速有效地解决争议问题。

当前，虚开发票大案频发，税务与公安部门“打虚打骗”，入刑入狱者频显。纳税人的

被动风险亦很大，抵扣、税前扣除，利益损失不可预测。

企业和企业家个人在复杂的商业行为中更加应该注重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相关风险，积极

防范，有效化解。但是对于偷税的认定、虚开发票案的移交与涉刑权利的理解与维护，

说法不同，结果可能就会有影响。

法税团队，以事实为基础，以政策为核心，结合当前国家政策的导向，就涉票虚开争议，

维护企业家的正当权益，重回事业发展之路。

03 05

04 06

税务稽查争议解决服务 涉嫌虚开发票应对服务

服务产品 服务产品

服务产品 服务产品

我们的服务产品 我们的服务产品

协助企业进行海关价格审核的应对、特许权使用费应对；企业进出口商品编码分类咨询，

争议案件的协调和争端解决等服务。

顶级海关领域专家律师团队，为重大疑难问题创新解决之策。

在财富传承与全球财富配置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模糊点、风险点，行业当中培训讲师多，

落地实施少。我们依托于国内外家族办公室、家族治理领域的丰富资源和实践团队，为家

族企业构建自己的单一家族办公室，为家族提供事务性的服务，并协助家族构建治理体系、

股权结构完善和财富规划等外延性服务。

法税团队，二位全球信托与遗产执业者协会会员，在创新与实施方案上，全方位的统筹，

创新路径，让财富得到安全规划与安全传承。

海关关务服务
家族办公室和家族合规
治理体系构建、财富规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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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证券期货资质，国内事务所排名前十，可从事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银行及非银行金

融机构各项审计业务，包括上市公司 ipo 审计、各类型企业的常规年度报表审计及各项专

项审计和检查，如，经济责任审计、尽职调查审计、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审定、所得税

汇算清缴审计、土地增值税专项审计、财政专项资金审计、内部控制审计、司法审计、清

算审计、社会组织审计等。

资产评估团队：

国内排名前 30 的评估所，具有证券期货资格、司法鉴定资格、可进行资产评估、房地产评估、

企业整体改制评估、企业价值评估等。

* 某民营企业功能与架构调整规划案例

* 某 BVI 企业香港居民企业身份调整

* 某上市民营企业家举报企业所得税与个税偷税案

* 某技术成果出资所涉补缴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税款案

* 某运输企业剥离分公司、不动产规划案例

* 某房地产企业置换土地规划案例

* 某 VIE 拆除境外架构补缴个税案例

* 某核定征收企业不予认可应对

* 某个人股东转让股权转让价合理性操作案例

* 某 VIE 境内运营企业个人股东代持股权变更案例

* 某合伙企业份额代持回归确认案例

* 某医药公司涉嫌取得虚开发票税务处理案例

* 深圳某客户的离婚财产分割家族信托的设立

* 某独角兽科技传媒企业创始人 VIE 搭建、境外股权信

  托设立（已美股上市）

* 某独角兽医疗企业创始人婚内财产规划、境外股权信

  托设立

* 北京某客户境外扶养信托设立

* 某银行北京分行高净值客户保险金信托设立

法税团队的律师在刑事辩护、刑事案件财产处置，婚姻相关服务方面，有着专业的从业经验，

为您解惑解忧。

审计审核服务

其他服务事项

我们的服务产品 近期相关服务案例

1312

服务
案例

08

07

服务产品

服务产品

* 四川某客户新加坡保险金信托服务

* 某大型人寿公司收购亚洲开发银行持有的某股份银行股份

  案例

* 某 BVI 公司法律结构及税务重整

* 某以色列籍客户境外金融机构调查应对

* 某香港上市公司大股东境外投资 CRS/FATCA 应对

* 山西某高净值客户税收居民身份筹划 / 落地

* 北京某客户赴印度投资（网上借贷业务）的身份规划、结 

  构安排

* 某跨国公司境内资产交易案例

* 某级政府引进外商投资谈判

* 某房地产企业并购重组项目

* 某大型企业涉及失控发票案件

* 某高科技企业涉嫌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

* 某大型互联网企业纳税评估案件

* 某农产品收购企业涉嫌虚开农产品发票案

* 某集团公司享受纳税优惠备案规划实施项目

* 内蒙古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 辽宁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 某涉嫌“走私”案应对案例



受之托  任必达 
北京大力税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润吉研究院

大力税手 第三只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