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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税改取得关键突破，众议院税改法案通过
背景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2017 年 11 月 16 日，美国众议院以 227 票赞成，205 票反对通过了其
• 《减税与就业法案》（H.R.

《减税与就业法案》。该法案的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是 1986 年以来

1，以下简称“众议院税改

美国税收制度最为重大的一次变化，将彻底重塑美国现行税收制度。当

法案”），美国众议院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表决
通过
•

然，该法案的通过并不意味着税改进程的结束。接下来，美国参议院还
将通过参议院版税改法案。此后，参众两院的法案将不断协调以形成并
通过一个相同版本的法案，最终递交总统签署，将法案上升为法律。虽

《修订版参议院税改法

然这条税改立法道路充满挑战，但特朗普政府仍希望在 2017 年圣诞节

案》，由参议院财政委员

前完成这一过程。

会主席制定，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公布
• 《毕马威对众议院税改法
案的分析》，2017 年 11
月 16 日公布

对中国来说，美国税改与中国最相关之处在于美国公司税中跨境条款的
变化，这些变化将深刻影响赴美投资的中国投资者，以及中国跨国企业
相比美国跨国企业的竞争力。美国公司税改革作为全球正在广泛讨论的
未来国际税收规则的一部分，也将间接影响中国的税收政策选择。本文
接下来主要讨论本次税改法案中国际税收规则的变化要点。

您可以点击此处阅读完整
报告。

众议院税改法案要点
美国众议院税改法案可以分为个人税改革、商业税改革和国际税改革三
部分，我们主要关注那些对中国有潜在影响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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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税及商业税改革要点
•

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从 35%降至 20%，低于经合组织（OECD）国
家的平均水平。20%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将自 2018 年 1 月起生效。

•

引入新的复杂的“穿透”企业（即：个体经营者、S 型公司、有限
责任公司及合伙企业）税收规则。根据该规则，“穿透”企业“合
格经营所得”的适用税率将从现行最高达 39.6%的个人所得税税
率降至极具竞争力的 25%。

•

对 2017-2022 这五年内发生的资产投资成本 100％费用化，但不包
括房地产。

•

利息费用的限额为利息、税项、折旧和摊销前利润（EBITDA）的
30%。此规则源自 OECD 税基侵蚀及利润转移（BEPS）第 4 项行动
计划。目前的收益剥离规则被废除，但房地产和小型企业可免于
适用。

•

每年的净经营亏损结转限额为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 90%，并可向
后无限期结转，基本废除向前结转。

•

对附带权益的优惠待遇引入一个三年持有期的要求。

•

修改个人所得税税率及档次，废除了许多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
特殊扣除/抵免项目，个人替代最低税和遗产税也被废除。

国际税收规则改革要点
美国跨国公司海外业务以及外国公司在美活动的征税规则都发生了变化。
•

美国公司取得的来自其境外子公司的股息可享受 100%的所得税豁
免（有 10%的持股比例要求）。境外子公司的历史累积境外收益将
被视同汇回一次性进行征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适用 14%的税率，
非流动资产适用 7%的税率。

•

扩大受控外国公司（CFC）规则至美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囤积的
利润（所谓的“境外高额回报”）按当年税率 10%进行征税，子公
司利润缴纳的外国税收的 80%可抵免该美国税款。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外国有效税率达到 12.5%，就无需再缴纳美国税。

•

税改法案提出了一项非常新颖的规定：美国国内公司向境外关联方
支付的款项需要缴纳 20％的特别消费税。该规定适用于编制合并财
务报表、年度向境外关联方支付超过 1 亿美元的集团，且向境外关
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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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款项需为可计入货物销售成本或者资产折旧或摊销基础的款
项，按成本（无加成）支付的集团内部服务费、利息以及需全额缴
纳 30%预提税的款项不适用特别消费税。然而，外国公司可以选择
在美国认定常设机构来避免缴纳特别消费税。在这种情况下，纳税
额将根据集团合并财务报表中相关产品线的利润率来确定。境外已
缴纳税款的 80%可适用境外税收抵免。
•

借鉴 BEPS 第 4 项行动计划，引入了全球范围债务上限利息限制
规则。当美国公司占跨国集团全球净利息支出的份额超过美国公司
在集团 EBITDA 中所占份额的 110%时，超过部分的净利息支出的
扣除将会被限制。

毕马威观察
众议院税改法案包含许多突破以往美国税收实践的创新之处。股息参股
豁免规则的引入使美国转向属地税制，而对“境外高额回报”征税又使
美国转向“实质上”的全球税制。对外支付规则引入了“以目的地为基
础”的征税权，这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影响 OECD 的数字经济税收工作。
利息规则将和上述规则一起，对中国企业在美业务产生影响，并引发税
收协定的兼容性问题。中国税收政策制定者也将密切关注美国税改动向，
并可能考虑调整相关政策以保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而参议院税改法案
在很多方面又与众议院通过的税改法案有所不同，如税基侵蚀规则和特
殊的知识产权所得规则等，因此密切关注参众两院税改法案如何协调更
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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