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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税改法案亟待总统签署——2018 年 1 月起生效 
 
 

2017 年 12 月 20 日，美国参众两院最终投票通过了其税改法案（众所

周知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并预计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于 2018 年 1

月 3 日正式签署使其成为法律。签署的些微延迟是为了避免触发所谓的

“PAYGO”制度下的自动削减开支的规定。 

本次税改是美国自 1986 年以来对其税收制度做出的最重大改革。这项

改革将对美国的商业活动，以及其他国家的商业和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

响，也会对当前由 G20/OECD 主导的全球税制变革方向以及包括中国在

内的单个国家的税制发展产生影响。 

重要规定 

法案对美国现行国内规则做出了许多改变 ，但我们主要关注其中与跨境

相关和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内容，包括： 

- 税率：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从 35％降至 21％，自 2018 年 1 月生

效。废除联邦企业所得税替代性最低税（AMT）。新的税率低于

OECD 的平均水平（24%），而中国的税率为 25%。 

- 境外股息免税： 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利润汇回美国时按免税

处理（通过 100%扣除的方式达成）。这解决了美国跨国公司约 2.6

万亿美元利润滞留海外的问题，并允许企业更灵活地将其现金投资

到美国和海外。自此，美国与其他大多数主要经济体一样采取这种

参股免税制度，而只有中国和印度等少数主要经济体仍然对境外股

息征税。美国的豁免政策需遵循反混合规则（即若股息支付在境外

税前扣除，则不可适用免税）。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Act to provide for 

reconciliation pursuant 

to titles II and V of the 

concurrent resolution 

on the budget for fiscal 

year 2018”（众所周知的

《减税与就业法案》），

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通

过，并将于 2018 年 1 月

3 日由总统签署  

• 《<减税与就业法案>会

议报告——初步观察》，

毕马威美国 2017 年 12

月 18 日发布 

您可以点击此处阅读完整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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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控外国公司规则范围扩大： 与此同时，法案规定将对美国海外子

公司的利润适用全球最低税规则。这改变了美国对境外子公司利润

递延到实际汇回时征税的传统。在新制度下，虽然股息汇回美国是

免税的，但在实际取得利润时，这些利润早已经在境外或美国被征

税了。  

这是通过扩大后的受控外国公司规则对美国境外子公司的超额利润

（超过企业资产的 10%）征收 10.5％的税收（从 2026 年起升至

13.125％）来实现的。可抵免 80％的境外税收的规定意味着当境外

有效税率低于 13.125％（2026 年起升至 16.4％）时，会产生额外

的美国税。 

- 知识产权所得：法案规定对美国公司从境外供应方取得的销售或服

务所得中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部分，适用 13.125%的税率征税（自

2026 年起为 16.4%）。此规定鼓励了美国的出口，并激励将供应链

带回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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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案引入了税基侵蚀规则，这被称为反税基侵蚀税（base erosion 

anti-avoidance tax, (BEAT)）。BEAT 适用 10%（仅在 2018 年适

用 5%的税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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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可将应纳税所得额（相关扣除前）

减少 52%（不考虑任何税收抵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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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T 适用于向境外关联方支付利息、服务费和特许权使用费，并包

含反避税规则阻止纳税人通过非关联的第三方来违规操作。BEAT 一

般不适用于商品采购，除非是倒置美国集团内发生的商品交易。 

- 历史境外利润：对于视同汇回税，法案规定现金适用 15.5%的税率，

非流动资产适用 8%的税率。 

- 其他措施：其他重要的措施包括将可扣除的利息费用通过一定的方

式限制为企业所得的 30％、亏损抵扣限制、对外支付的反混合规则、

截至 2022 年（逐步淘汰）的 5 年资产一次性扣除，及通过穿透实体

获得的所得减少 20％的个人所得税。本次改革个人税的减税范围较

广，但均截止到 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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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法案对全球的商业活动都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在全球和个别国家的税

收层面都有较大影响。我们从中国的角度的分析如下： 

- 许多中国投资者认为美国投资的税后回报会增加。对于在美国投资

的中国企业，联邦有效税率从 41.5％降至 28.9％，其中包括中美税

收协定下股息的预提税 10%。  

- 法案对美国企业的税负及全球竞争力的影响取决于其所在的行业及

其历史商业和税收策略。企业所得税的减少、资产费用化和知识产

权出口优惠将提高部分企业的竞争力。其他企业可能将受到利息扣

除限制以及 BEAT 扣除限制对其外包业务的负面影响。对于海外运营

享受非常低的实际税率的那些跨国集团来说，全球最低税可能会促

使其进行重组。 

- BEAT 可能降低美国跨国企业（或其他有美国业务的跨国集团）将其

集团服务活动外包给中国关联方的积极性。全球经营的中国跨国公

司（包括在美国经营的）收到的其美国子公司支付的利息、特许权

使用费和服务费可能会减少，从而将促使其进行重组。 

- BEAT 和知识产权出口优惠引起了税收协定和 WTO 规则的兼容性问

题，以及是否符合 BEPS 标准的问题。欧洲各国政府已经就此向美国

政府直接提出抗议，部分政府可能会采取反美措施。 

-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考虑调整其税收政策，以维持

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和整体投资吸引力。这种政策调整可能包括降低

税率和实施新的优惠措施。此外，法案可能会影响目前 G20/OECD

关于未来的国际税收制度的工作，其中包括新的数字化经济税收制

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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