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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應全球化的經濟發展，台商多向海外進行有計畫

地投資布局，以提升經營實力，而中國大陸與東協
各國是目前台商投資最熱絡的區域。隨著台商投資
亞太地區活動增多，頻繁的跨國商業活動，更須注
意其高度整合性為企業帶來的複雜地區性問題與潛
在風險，並做好投資架構規劃，積極管理稅務風險
和成本；同時，由於亞太區各國稅務的複雜性、一
致性和可預測性存在差異，企業亦應考慮視業務情
況適當調配內部和外部資源，以及選擇哪些地區負
擔部分區域性商業功能，進一步強化企業本身的供
應鏈能力和營運架構規劃。
KPMG安侯建業為協助企業在難以預測的世界經濟
局勢中，找出有利契機維持市場優勢，爰推出《亞
太稅務投資月刊》，配合台商布局亞太市場，放眼
全球之策略，由熟稔亞太事務且具相關服務經驗的
團隊，提供企業最及時專業的前瞻性觀點，一同掌
握亞太市場最新稅務趨勢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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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96號法令：關於企業所得稅之新施行細則
根據越南財政部於2015年6月22日就2015年2月
12 日 發 布 的 12/2015/ND-CP 號 決 議 頒 布 第
96/2015/TT-BTC號施行細則(簡稱為“96號法
令”)。96號法令將自2015年8月6日起實施生
效。另外，國家稅務局也發布第2512 TCT-CS
號函文，彙整96號法令的新內容。以下是96號
法令的重要內容：

1.境外投資項目企業所得納稅申報
 境外投資項目之所得應在匯回越南的當年

度申報企業所得稅。依據原先規定，相關
所得需在境外投資所得發生的次一會計年
度或境外投資發生所得的當會計年度進行
申報。

 稅額扣抵的支持文件與適用避免雙重租稅

協定所需之文件包括：

 境外所得申報影本（需有納稅義務人
的確認）；
 經納稅義務人確認之納稅憑證影本或
由外國稅務機關發出的納稅憑證正本
或與納稅義務人憑證具同等效力之文
件。
在計算企業所得稅時，境外投資項目盈利
（虧損）不可與國內的虧損（盈利）互相抵
銷。

2.收入認列時點
提供勞務之收入認列時點係指完成勞務或部
分完成勞務之時。依據原先規定，若在勞務
完成之前先行開立發票，應依發票開立時點
為收入認列時點。因此，在新規定實施後，
證明完成全部勞務或部分勞務之文件變得相
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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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境外投資項目企業所得納稅申報
 廣告與行銷費用的扣抵已由先前規定總費用

15%之限額改爲可全額扣抵。
 簡化證明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貨物損失所需

之文件及手續(包含物品自然產生變質或未
受有損失賠償之即期品等)。企業不需向稅
務機關提交因不可抗力因素所造成損失的書
面證明或取得主管機關之認可。

 補充可扣抵折舊費用之固定資產清單，包

括：用於員工與職業訓練的固定資產，如：
圖書館、幼兒園、運動場地與相關的機器設
備等。

 取消企業自行建立原物料耗用標準的規定。

企業的原物料耗用標準如超過政府規定之標
準時（如有），於稅務申報時將不可作為費
用扣抵。

 補充向個人租賃之財產，如缺乏相關認列費

用支憑證，不得作為費用扣抵。

 為員工購買人壽保險之費用，由每人每月越

南盾100萬元之限額改爲可全額扣抵。

 如與外國企業簽訂契約時，明確規定由越南

公司支付外籍人士到越南工作之住房費用，
則可認列該費用。

 制服費用，由每人每年越南盾5百萬元之限

額改爲可全額扣抵。

 取消差旅費以財政部標準的兩倍金額為限之

規定。每日出差補助如係按照企業之財務或
內部政策規定，則在計算企業所得稅時，可
作為費用扣抵。

 採礦權費用如超過該年度實際發生之金額

時，超過部分則不予以扣抵。

 企業借款投資其他企業的利息費用可作企業

的費用扣抵，但以該企業已完成額定資本的
注資義務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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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96號法令：關於企業所得稅之新施行細則(續1)
 為員工購買非強制性保險，如意外保險、

健康保險及其他自願保險等，將被視為福
利費用，可作費用扣抵，但限額為當年度
實際支付的1個月平均薪資。

 與企業主要營業活動無關的實現匯兌損失

或未實現匯兌損失被認爲是企業的財務支
出，而非作為企業主要營業活動的營業費
用。

 當企業增加新股東，而該新股東之投資金

額大於股本面額時：

 如該溢價的金額是屬於公司資本，則

不需列入為企業應稅所得。

 如溢價的金額係分配予其他原股東，

則該筆溢價金額應作為原股東的所得
（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

4.免稅收入
在經濟社會條件困難地區投資農產品和水產
加工之企業所得，免徵企業所得稅。

5.公司分割後的損失結轉
依據規定，公司分割前的損失可按公司分割
後的權益比率，結轉分配予分割後的存續公
司。

6.租稅優惠的適用條件
(i) 新投資項目(NIP)
在2014年1月1日以前已領有投資許可證
或投資執照，但尚未進入投資階段，亦尚
未取得收入者，可以享受新投資項目的租
稅優惠。依據原先規定，如要享有企業所
得稅租稅優惠，必須自2014年1月1日起
取得更新之投資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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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高科技企業的租稅優惠
高科技企業、應用高科技的農產業，其從事
高科技活動及應用高科技所產生的所得，可
享有企業所得稅的優惠。
(iii)於2009-2013年對於擴展投資項目(EIP)的租
稅優惠
 於2009~2013年間領有投資執照並且開始

生產之工業區投資項目、擴展投資項目，
若符合32/2013/QH13號及 71/2014/QH13
號之法律規定者，可從2015年起算享受剩
餘期間的租稅優惠。

 擴大投資項目如於2009年以前仍在建廠階

段，而自2010年度以後開始投入生產者，
對於額外增加的所得可按下列兩種規定申
請租稅優惠的適用：
符合開 始擴 展投 資時 所適用 的法律要
件；或
符 合 32/2013/QH13 號 法 律 及
71/2014/QH13號法律規定之要件。

 符合享有租稅優惠的工業區投資項目，並

於 2009-2013 年 間 開 始 生 産 者 ， 如 適 用
32/2013/QH13 號 及 71/2014/QH13 號 之 法
律規定者，可從2015年起算享受剩餘期間
的租稅優惠。

(iv)如享受租稅優惠的適用地區有變化
企業於2015稅務年度享有高稅率之優惠剩餘
期間，自2015年1月1日起，即使其投資項目
所在地不在租稅優惠地區範圍内，也可享有
租稅優惠。
(v)大規模生産項目的租稅優惠

釐清可享受稅率15年10%優惠稅率，4年免
稅與9年減半的優惠的三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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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96號法令：關於企業所得稅之新施行細則(續2)
 投資項目在生產領域登記的註冊資本達到

越南盾6兆元的金額，並需要於第一次投資
執照核准後三年內注資完畢。依原先的規
定，注資期限為投資執照核准後三年內起
算。
 投資項目在大規模生產領域，其投資金額

為越南盾12兆以上，並使用先進技術，且
註冊資本需要於五年內完成注資者，自收

到投資執照時起算。
 生產產品的投 資項目 若屬於越南首相於
2011年8月26日發布的1483/QD-TT號決議
所列示的支持工業產品之項目者，則可享
有優惠的稅率。
(vi) 源自租稅優惠地區外來源所得之租稅優惠
如企業的投資項目因所在地區而享有租稅優
惠，在其他地區產生的所得只能依據該所得
產生的地區享有租稅優惠(若有)。

(vii)低於12個月擴展投資項目之租稅優惠選擇
低於12個月的擴展投資項目，該企業可選擇
以下租稅優惠：
 首個稅務年度之租稅優惠；或
 向稅務機關登記於次一稅務年度開始享
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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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6號法令的生效時間
 96號法令適用於2015稅務年度；
 如果企業不採曆年制的會計年度，則96號

法令的適用如下：

 企業所得稅優惠自2015稅務年度起算。
 其他內容自2015年1月1日起生效。 K
資料來源：越南KPMG –New corporate income tax
guidance for 2015 (2015.07.02)

08 稅務新知

印尼-雲端運算之稅務處理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是一種透過網際網
路的運算方式來共享網絡資源、分享軟體和資

成本、集中化處理、改善績效和軟體更新。

訊給電腦和其它裝置，也提供計算、軟體應用
程式、數據存取、數據管理和資源儲存。雲端
數據是儲存在遠端位置的伺服器上，因此雲端
服務使用者(cloud service users, CSU)無須知
道運算基礎裝置的位置。這種服務可節省

在印尼目前並無針對網路商業的稅務法規，因
此對於雲端運算之處理，需要用現行的稅法再
加以解釋。以下我們將對印尼境内、外雲端服
務提供者(cloud services provider, CSP)之相
關稅務處理作簡單説明：

扣繳稅額

境内雲端服務提供者

境外雲端服務提供者

 印尼當地CSU支付給境内CSP時之所得需扣

 除了有與印尼簽屬租稅協定的國家外，

繳。
 給付給境内CSP的支出涉及以下之雲端服務
內容將被視爲權利金支付：
1. 文學、 藝術、科學研究 、專利、設計或模
型、程式或秘密製造過程、商標或智慧財產

根據印尼稅法規定，境外CSP提供雲端
運 算 服 務 給 境 内 CSU 之 所 得 需 扣 繳
20%，並由境内CSU支付該金額。
 若由非印尼居民或境外CSP之印尼常設
機構提供服務，則不適用此規定。

權或工業產權或其它類似權利的使用或著作
權; 或
2. 工業、商業或科學設備或工具的使用或使用
權；或
3. 全部或部分放棄涉及智慧財產權/工業產權或
其他權利的使用或賦予的權利。
 權利金的扣繳稅稅率為15%;若爲一般服務支
出而非權利金，則扣繳稅稅率為2%。

增值稅

 除收入總額低於印尼盾6億元者，境内CSP

 由於非居民企業無法辦理印尼當地增值

必須辦理增值稅註冊登記，並且對境内、外

稅註冊登記。因此，當地CSU使用境外

CSU收取之費用課徵10%增值稅。

服務需自行申報10%增值稅。

 有辦理增值稅登記的境內CSU可以對前述所
提及之增值稅項目申請進銷項稅額扣抵。

 除了CSU未辦理增值稅註冊登記的情況
外，10%增值稅可抵免CSU的增值稅進
銷項稅額。

常設機構

無

下列情況可能使非居民CSP被認定為在印
尼有常設機構:
 12個月內派員於印尼境內提供服務超過
60天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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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雲端運算之稅務處理(續)
目前根據印尼現行法規，CSP不允許在印尼設
立分公司。當常設機構支付權利金或其它服務
費用予總部或其它境外分公司時，該費用在申
報印尼當地企業所得稅時不得扣抵，然而，當
該筆費用被視為是股利匯回時，可能需繳納股
利扣繳稅，稅率為20%。若該國與印尼所簽之
租稅協定中，對股利之扣繳稅率有特別規定則

不在此限。

租稅協定
申請降低扣繳稅率及構成常設機構之適用將取
決於租稅協定中的内容，以及申請者是否符合
資格。如果租稅協定可適用，扣繳稅率可依其
規定從20%降低至10%或15%。
為了申請租稅協定之適用，必須提供由印尼稅
務機關出具標準格式的住所或居住地之有效證

書(certificate of domicile/residency, COD)，
稱為DGT-1表格。COD必須由有境外收入者完
成申請，並經當地主管機關確認後，提交給居
民扣繳稅代理人，通常是CSU。如果沒有這些
表 格 ， 則 需 適 用 扣 繳 20% 的 標 準 稅 率 ， 而 且
CSU有代扣繳並支付這項應付扣繳稅的義務。
若該交易安排並無經濟實質的，在租稅協定濫
用的情況下，不得享有租稅協定之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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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訂價
印尼的移轉訂價環境正在迅速改變，而最新的移
轉訂價條例與OECD準則大致相同。這些條例也
規定了除非CSP和CSU適用不同稅率，否則國内
交易（例如境内CSP）不需準備移轉訂價文據。
然而，即使不需準備文據，印尼稅務局
(Indonesian Tax Office, ITO)仍然可以質問國内
關係人之交易，而且稅務局的調整不會導致交易
相對方產生相對的調整，特別是當納稅人係為不
同稅務機關的管轄時。
只有在與 CSP之交易金額超過印尼盾 100億 元
（約100萬元美金）的情況下才需要準備移轉訂
價文據。
ITO對涉及關係人間相互提供勞務之交易極爲謹

慎，並且經常在稅務審查時詳細檢查這些交易。
納稅人須證明服務已經被提供，且該服務係當地
CSU所從中受益的。在某些情況下，仍需要提供
成本基礎的相關證明文件。納稅人在面對ITO的
挑戰時，應保持完整的移轉訂價文據將是最好的
預防。 K
資 料 來 源 ： 印 尼 KPMG – Taxation of “cloud
computing” (2015.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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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國別報告更新
擬議國別報告措施以提高大型跨國企業
之遵循責任和透明度

 一份重點描述跨國集團商業營運之全球檔案；

澳洲政府於8月6日發布另外兩項有關跨國企業

 一份描述澳洲企業營運和關係企業跨境交易之

稅務健全措施的草案。在2015年的財政預算案
中，澳洲政府公布一系列解決跨國企業避稅之
措施。作為這項措施的一部分，政府發布了兩
個新的草案，如：

對境内和境外跨國企業之影響

以及

當地國檔案。

必須提供的文據包括：
國別報告

全球檔案

當地國
檔案

跨國企業的
澳洲總部

v

v

v

海外跨國企業的
澳洲子公司

x1

v

v

 採用OECD新國別報告規定；
 採用新OECD移轉訂價文據標準（例如全球

檔案或當地國檔案）；以及
 跨國企業如被發現構成避稅或移轉利潤之行

為，予以雙重行政處罰。
以上措施適用於全球年營收10億澳幣或以上之
跨國集團（統稱「受影響納稅人」），無論他
們是這種規模的澳洲總部或澳洲子公司。

提高跨國企業之遵循義務
自2016年1月1日起，受影響納稅人每年需向國
稅局提供“聲明”。該聲明必須在會計年度結束
後12個月内（截止日）提供，例如12月31日為
結算日的企業須於2016年1月1日開始收集並於
2017年12月31日提交第一份聲明。企業的聲明
需包含至少下列一個内容：
 一份載明跨國集團從事經濟活動所在地之國

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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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預期透過自動資訊交換取得資料

基本上納稅人有提交相關文據之義務，除非國稅
局給予豁免申請或事後異議（例如納稅人有極少
部分的跨境交易）。該項措施對申請豁免之過程

不含有時間限制，然而在沒有授予豁免的情況下，
在提交報告截止日前直到完成提交的期間將可累
積行政處罰。如果企業不遵循，最終可能面臨刑
事責任。
另外，澳洲子公司之海外母公司如未準備國別報
告時，目前仍不清楚是否適用於任何豁免條款。

11 稅務新知

澳洲-國別報告更新(續)
澳洲文據與全球檔案和當地國檔案
當準備 全球 檔案 和當 地國檔 案是 必要 的文 件
時，納稅人也應考慮對現有移轉訂價文據流程
之影響。

隨著稅務透明度提高之趨勢，這意味著跨國企業
應積極主動的考慮稅務資訊如何可能被公開，以
及是否自願增加稅務資訊之公開揭露。

罰則

OECD全球檔案和當地國檔案文據要求與澳洲稅

除了上述提及延遲提交報告的行政處罰外，修正

法第284-E節新移轉訂價文據條例之内容大部分
相同。然而，這些文據也有時間、目的和涵蓋
範圍之差異。

草案將加倍處罰大型企業若構成避稅或移轉利潤
的行為。這項新增的處罰只適用於全球年營收超
過10億澳幣之企業，且不按照稅法第284-E節之
規定者。

這些差異將導致準備相關文據的管理問題和不
確定性。此外，國別報告如何影響澳洲納稅人
與 現 有 的 預 先 訂 價 協 議 (Advance Pricing
Arrangements)或採用簡易移轉訂價文據措施
的海外母公司之澳洲子公司，目前仍不清楚。

透明度之趨勢
雖然相關當局尚未公開國別報告，但在未來將
持續朝向稅務透明度的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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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增加了準備澳洲符合標準的移轉訂價文
據之重要性。此外，提交全球檔案和當地國檔案
之要求，也影響了納稅人額外的遵循義務。 K
資料來源：澳洲KPMG – 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
update (2015.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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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防止境外避稅之三份文據
OECD於2015年8月7日發布了與金融帳戶稅務

 第一節為概述政府機關提供有關實施CRS的

資訊自動交換之全球實施標準相關的三份文據
（稱為共同申報準則或CRS）。

步驟以及過程中應考量的主要概念。
 第 二 節 針 對 CRS 概 念 架 構 提 供 更 詳 細 的 探
討，包括主要定義和程序。此章節對於信托
處理（包括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之議題
提供了更深入的指引。

 第一份是CRS實施手冊（手冊），以協助政

府機關實施CRS。該手冊也包含了能夠讓金
融機構更能理解CRS以及如何有效執行之相
關指引。
 第二份是自願性揭露方案之更新(Update on
Voluntary Disclosure Programs)，建議國
家積極投入、改善或公布自願性揭露方案以

協助納稅人在實施CRS之前執行遵循義務。
該方案詳述了一些設計的考量以及探討47個
國家的實際經驗。
 最後一份是在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之下允許自
動和自發性資訊交換協議(Model Protocol
for the Purpose of Allowing the
Automatic and Spontaneous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Under a TIEA)，這與政府機關
在考 慮 更 新 其資訊交 換的現行法律架 構相
關，以允許跨國企業在CRS或國別報告規範
下進行自動交換。

手冊細節
該手冊提供政府在實施CRS時相關立法、技術
和操作 方面 的概 述 。 此外， 也提 供了 包含 在
CRS内的主要定義和程序之詳細内容。該手冊
的用意是在一段時間後更新其内容。該手冊分
為三個章節和附錄的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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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把CRS和FATCA跨政府協議第一模式

(Model I IGA)進行比較，並且説明其差異的
原因。此章節也探討各國政府如何嘗試解決
其中不一的情況。
 常見問題部分包含企業和政府所提出的一些
問題，旨在提升解釋的一致性。更新的常見
問 題 將 定 期 的 在 OECD 資 料 自 動 交 換
(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入口
網站發表。

這份手冊在司法管轄區如何實施CRS的情況下可
能成為具有影響力的指導手冊，因此金融機構應
理解其提供的指導内容。 K
資 料 來 源 ： KPMG International – OECD: Three
documents aim at ending offshore tax evasion
(2015.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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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國
寮國的經濟環境正在持續改善中。隨著1986年
開始實施的新經濟改革機制(New Economic
Mechanism, NEM)，寮國經濟已從中央集權

寮 國 是 東 協 自 由 貿 易 區 (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的成員之一。AFTA旨在消除東協國
家之間的關稅堡壘，其關鍵是共同降低有效優惠

轉向一個開放的、自由市場導向的經濟制度。
趨 向 全 球 市 場 的 「 對 外 開 放 」 政 策 (Open-

關 稅 (Common Effective Preferential Tariff,
CEPT)方案，根據該關稅，並於至2015年將逐漸
降低至0~5%的關稅。

door) 得以落實，以促進和吸引外國投資。這
些變化已經為寮國的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條
件。
儘管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寮國的經濟表現相
對較好。在2009年國内生産總值在7%以上穩
定成長，並預計在未來幾年將持續的增長。其
成長大部分源自於更多的外國投資流入工業和
農業，包括水力發電、採礦業以及工業性林業
(industrial forestry) 、 農 產 品 種 植 業

(agricultural crop plantation)和旅遊業。另
一方面，寮國的經濟嚴重依賴於資本密集型的
天然資源產品出口。農業方面，以水稻種植
（在低窪地區）為主，約佔GDP的50%和總就
業率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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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亞太稅務月刊，我們將介紹寮國的投資架
構及稅務總覽。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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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架構與經商形式
投資機會／外國直接投資環境
寮國政府亟欲脫離開發中國家的稱號，所以基
本上非常歡迎國內與國外的投資，該國在外國
投資的比例上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對於採礦業
與水力發電業的投資就佔了外國直接投資金額
的八成。在2010年投資促進法生效後，使外資
企業公司設立程序將與寮國當地企業相同，這

將簡化外資企業在寮國的設立程序。同時，除
了特定產業只保留給寮國企業經營，像是批
發、貿易以及零售業。其他像是承攬運送業，
外資持股上限為49%外，只要外資企業的投資
不會對寮國政府、環境與傳統造成負面影響的
話，將被允許投資任何產業。
在製造業方面的外國投資金額也有顯著成長，
這都要歸功於10個經濟特區的設立，政府未來
十年內還會設立超過25個經濟特區。

外國投資者之要求
外商企業可以在寮國設立新的當地公司或分公
司。外商企業的分公司或辦事處應有公司章程
且應與寮國法律規定一致，也需得到寮國外國
投 資 管 理 委 員 會 (Foreign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mittee)的批准。
外資若在寮國從事一般商業活動必須向工商部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MOIC)

企業登記處註冊成為法人企業，並根據所投資
的行業核發企業登記證(enterprise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每個外國投資者需至少
投資寮國基普10億元（約台幣4百萬元）。企業登

記證應在提交完整申請書後10個工作日内核發。
對於政府限制企業投資的事業，其核發期限可能
會較長。這些事業包括但不限於種植業、某些製
造業、運輸業、租賃、法律和會計服務。向MOIC
申請這些限制事業之前，需先額外獲得相關政府
部門之核准。
根據投資促進法(Investment Promotion Law)，
在特別情況下，還需要獲得特定投資許可，例如
在經濟特區的投資事業 。此需向計畫與投資部

(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Investment, IPD)申
請 特 許 經 營 登 記 證 (concession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以便在向MOIC登記之前獲得特定投
資許可。
在2013年，寮國政府開始允許企業在成立時辦理
稅務登記，以簡化企業登記程序。另外，政府已
經透過“一站式“(one-stop shop之企業登記模
式，以提高一般商業活動的申請效率。

常見臺灣投資者之投資架構
大部分臺灣投資者最常在寮國境内設立公司和/或
分支機構。
公司

分支機構

最低資本額(外資) 10億基普

不適用

需當地註冊地址

是

是

最高外資控股百
分比

100%

不適用

最低股東人數

2位

不適用

最低董事人數

1位

不適用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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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總覽
企業

個人
企業所得稅

課稅基礎

屬地原則

標準公司稅率

24%

間接稅標準稅率(如：消
費稅)

10%

非居民扣繳稅率
股利/利息/權利金

10% / 10% / 5%

與台灣是否有租稅協定

無

當地稅務居民
課稅所得

所得稅

1—1,000,000基普

0%

1,000,001—3,000,000基普

課稅所得*5%

3,000,001—6,000,000基普

課稅所得*10%

6,000,001—12,000,000基普

課稅所得*12%

12,000,001—24,000,000基普

課稅所得*15%

24,000,001—40,000,000基普

課稅所得*20%

40,000,000基普以上

課稅所得*24%

註1:基普:台幣 (254.13:1)
註2:寮國稅務居民是指在寮國居留超過180天者

非當地
僅就寮國來源所得課稅，其稅率同寮國國民稅
率。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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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優惠/獎勵
寮國現有的租稅優惠包括：
1. 投資促進獎勵 (Investment Promotion Incentives)
根據寮國投資促進法，特定產業可享有利潤稅的免稅期，這些產業包括農業、工業、手工業和
服務業。促進投資產業的細節是由政府決定，並基於政府的優先活動(prioritized activities)，與
降低貧困及改善生活條件、基礎設施、人力資源開發、就業機會等等相關的活動而分為三個級
別。這三個促進級別如下：
- 級別1: 具有較高促進程度之活動；
- 級別2: 具有中等促進程度之活動；
- 級別3: 具有較低促進程度之活動。
促進投資之產業

區域

級別

免稅期限

1

1

10

山區、平原和高原地區沒有經濟基

2

6

3

4

2

1

8

山區、平原和高原地區具有中等程

2

4

度的經濟基礎設施可促進投資。

3

2

3

1

4

高原地區具有良好的經濟基礎設施

2

2

3

1

礎設施可促進投資。

農業、工業、手工業、服務業

可供投資

2. 特定投資促進獎勵 (Specific Promotion Incentives)
對於醫院、幼兒園、學校、大學、研究中心和一些公共設施之建造可獲得租金減免或土地使用
權之獎勵。另外還有額外5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的優惠。
促進投資之產業
教育、醫療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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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免稅期限

1

15

2

10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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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優惠/獎勵(續)
3. 其它促進獎勵
投資者也可享有關稅和租稅優惠：
a) 如果從事經營活動所產生的淨利用於企業擴展，免徵下一年度的利潤稅。
b) 直接用於生産的原物料、設備及運輸工具免徵進口關稅。然而，免徵進口稅須符合特定法規。

c) 對一般商品之出口免徵關稅。天然資源和相關產品之出口須符合法規規定。而進口所有種類
的燃料不在免徵關稅和其它稅種之範圍。
d) 企業可享有3年的虧損扣抵。

4. 經濟特區 (Special Economic Zones)
在寮國目前有10個不同的經濟特區：
 沙灣-瑟諾(Savan-Seno)經濟特區
 金三角(Golden Triangle)經濟特區
 磨丁(Boten)經濟特區
 永珍(Vientiane)工業和貿易區
 賽色特(Saysettha)發展特區
 普喬(Phoukyou)經濟特區
 塔鑾(Thatluang)經濟特區
 隆城-永珍(Longthanh -Vientiane)經濟特區
 東坡西(Dongphosy)經濟特區
 他曲(Thakhek)經濟特區

在這些經濟特區的企業可享有寮國政府所提供的投資獎勵，例如：
 廠房/設備和原物料免徵關稅
 免徵營業稅(business turnover tax)
 免徵消費稅(excise duties)
 最高10年免徵利潤稅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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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投資稅務相關問題，請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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