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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税改法案通过，美国税改前景显现 

继美国众议院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通过众议院版税改法案之后，2017

年 12月 2日，美国参议院也通过了参议院版税改法案。参院版法案的通

过是美国税改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一步，至此，专家认为美国税改最终

发生的可能性显著提高。随后，众议院和参议院必须经过协调形成所谓

的“会议报告”，以通过一份相同版本的法案，才能最终递交给总统签

署，将该法案上升为法律。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在 2017 年圣诞节前通

过最终法案。 

参院版法案在一些关键跨境规则上与众院版法案不同，这些也是中国企

业、投资者和税收政策制定者最关心的部分。两院协调过程中需要对双

方法案中的不同之处做出选择，以确定在最终法案中保留哪些条款。本

文从中国视角出发，着重分析两院法案中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不

同之处。有关众院版法案的更多内容，请点击查看我们此前出版的《中

国税务快讯：美国税改取得关键突破，众议院税改法案通过》（第三十

期，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参院版法案与众院版法案的主要不同点 

参议院法案主要在以下方面不同于众议院法案： 

- 降税生效时点：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从 35％降至 20％，参议院法

案规定于 2019 年 1 月生效，而众议院法案规定生效日期为 2018

年 1 月。参院版法案保留了替代性最低税（AMT），但众院版法

案将其取消。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H.R. 1，《减税与就业法

案》（参议院版，以下简

称“参院版税改法案”)，

于 2017 年 12 月 2 日由美

国参议院表决通过 

•  H.R. 1，《减税与就业法

案》（众议院版，以下简

称“众院版税改法案”)，

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由

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 

•  《毕马威美国关于参议院

通过税改法案的相关分

析》，2017 年 12月 4 日

发布 

     请点击此处阅读报告全

文。 

 

 

 

中国税务快讯 

第三十二期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11/china-tax-alert-3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11/china-tax-alert-3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11/china-tax-alert-30.html
https://home.kpmg.com/content/dam/kpmg/us/pdf/2017/12/tnf-senate-passed-bill-dec4-2017.pdf


© 2017 — — (“ ) © 2017 ( ) — 

— (“ )  

 

 

 

- 境外股息免税政策：两院法案均规定股息 100%免税（通过 100%

扣除的方式达成），但参院版法案附加了反混合规则（即：若股

息支付在境外税前扣除，则不可适用股息免税政策）。 

- 历史境外利润：对于视同汇回税，参院版法案规定现金和现金等价

物适用 14.5%的税率，非流动资产适用 7.5%的税率。而根据众院

版法案，相应税率分别为 14%和 7%。 

- 受控外国公司规则范围扩大：与众院版法案相比，参院版法案扩大

了受控外国公司规则的范围，对美国境外子公司的超额利润按照

10%的税率征税。然而，该税率将从 2026 年起升至 12.5％。参议

院的规定似乎将对更多的境外所得征税。 

- 知识产权所得：参院版法案对美国公司从境外供应方获得的销售/

服务所得中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部分，适用 12.5%的税率征税（自

2026 年起为 15.625%）。此规定在众院版法案中并未提及。 

- 税基侵蚀：针对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内的向境外关联企业的付款，两

院法案均提出应对税基侵蚀的相关规定： 

o 众院版法案规定美国公司向境外关联方的付款应当缴纳 20％的

“特别消费税”。但是，法案允许境外公司可选择核定一个美国

的虚拟常设机构来纳税。在这种情况下，纳税额度将根据全球财

务报表中的相关产品线的利润率来确定。相关所得缴纳的境外税

收的 80%可适用税收抵免。 

o 参院版法案使用 10%的最低税限制某些向境外关联方的付款。该

规则的目的是允许“税基侵蚀性付款”减半其应纳税所得额（相

关扣除前），此后，超过部分的扣除将适用 10%的最低税。由于

税率自 2026 年起为 12.5%，因此相关扣除不能将有效税率降至

12.5%以下。 

众议院和参议院法案的适用门槛不同。众院版提案对编制合并财务

报表的集团有所影响，即那些年度关联付款超过 1 亿美元的美国集

团；而参院版法案适用于向境外支付达到 5 亿美元，并且超过 4％

的税前扣除是“税基侵蚀”扣除的企业。双方规则所试用的对外付

款类型也不同。众议院的规则包括购买货物的成本支付，但不包括

按成本支付的集团内服务费、利息和商品付款，以及全额缴纳 30％

预提所得税的支付。相比之下，参院版法案还包括支付给倒置实体

的商品销售成本。参院版法案并不排除利息。 

- 众院版法案和参院版法案在其他一些措施上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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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二者都将利息扣除额限制在年所得的一定比例范围内，并且在美

国实体杠杆高于全球集团整体的情况下限制利息的扣除，但两者

的具体计算方法不同。 

o 二者都规定了 5年的资产一次性费用化，但参院的规定更宽泛。 

o 二者都对“穿透”实体减税，但方式不同。参议院法案中的个税

减免措施将于 2026年到期。 

o 参议院法案对境外付款规定了反混合规则，而众院版法案未涉及。 

至 12 月中旬的最近两周内，将会密集地开展关于这些问题的磋商。 

 

毕马威观察 

两项法案都包含许多突破美国历史上税收做法的创新之处： 

- 参权豁免推动美国向属地税收制度发展。   

- 相反地，受控外国公司规则的扩展也推动美国向“真正的”全球税

制体系发展。境外税收 80%的抵免意味着当境外有效税率低于

12.5%时即需要在美国缴税。 

- 众院版法案中的境外支付规则引入了“以目的地为基础”的征税权，

也可能影响全球范围内OECD数字经济的税收工作。众议院和参议

院的税基侵蚀规则可能会引发协定和 WTO 问题。 

- 参院版法案对知识产权所得的税收优惠与全球税收标准中关于专利

盒的要求并不一致，且可能会引发 WTO 问题。 

税基侵蚀和利息规则可能影响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业务，而其他中国投资

者可能将从其美国投资中获得更多的税后利润。企业税税率下调以及知

识产权税收优惠对中国跨国公司相较其美国竞争对手的竞争力提出了新

的挑战。中国税收政策制定者也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可能考虑调整

政策以维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接下来的两周需要密切关注法案的协商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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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ne.lee@kpmg.com

梁爱丽
电话：+852 2143 8711
alice.leung@kpmg.com

莫偉生 (Ivor Morris)
电话：+852 2847 5092
ivor.morris@kpmg.com

庞建邦
电话：+852 2143 8525
benjamin.pong@kpmg.com

潘懋康 (Malcolm Prebble)
电话：+852 2684 7472
malcolm.j.prebble@kpmg.com

蕭維強
电话：+852 2143 8785
david.siew@kpmg.com

施礼信 (Murray Sarelius)
电话：+852 3927 5671
murray.sarelius@kpmg.com

谭培立 (John Timpany)
电话：+852 2143 8790
john.timpany@kpmg.com

王磊 (Lachlan Wolfers)
电话：+852 2685 7791
lachlan.wolfers@kpmg.com

许昭淳
电话：+852 2685 7815
daniel.hui@kpmg.com

杨嘉燕
电话：+852 2143 8753
karmen.yeung@kpmg.com

叶盛欣
电话：+852 3927 5572
erica.chan@kpmg.com

钟国华
电话：+852 2685 7559
adam.zhong@kpmg.com

周敏晶
电话：+852 2685 7454
eva.chow@kpmg.com

Alexander ZEGERS
电话：+852 2143 8796
zegers.alexander@kpmg.com

请将您的任何疑问，发送至我们的公共邮箱：taxenquiry@kpmg.com 或者直接联系中国各个办事处的合伙人

kpmg.com/cn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
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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