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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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到近來台商對投資印度的

興趣日益提高，將新闢「聚焦印度」專欄，一

同與您掌握亞太與印度市場最新稅務趨勢及發

展。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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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商品稅(Special Commodity Tax)

自 2016 年 4 月 1 日 起 ， 將 對 原 商 業 稅

(commercial tax)規範下的下列特殊商品，依

不同課稅級距課徵特殊商品稅。

特殊商品稅之課徵將會以進口時之落地成本

(land cost)作為課徵基礎，或是以銷售收入及

緬甸國稅局估計的售價，兩則取高者作為課徵

基礎，相關課稅項目及稅率如下:

緬甸 – 2016年聯邦稅法

05   稅務新知 April 2016

2016年緬甸國會提前通過2016年聯邦稅法，該

法案將於2016年4月1日正式生效，以下摘錄此

次法案的重大變革:

所得稅(Income Tax)

– 納稅義務人在2016-17財政年度收入低於480

萬緬元(約13萬新台幣)者免納所得稅，超過

480萬緬元者適用原2015-16年之課稅級距。

– 個人與企業所得稅率同2015-16年度。

– 父母、配偶與子女免稅額同2015-16年度。

– 個人財產收益維持課徵10%。

– 對於無需申報之所得，卻用於採購、建設、

設立新事業或是拓展業務者，將適用下列新

稅率:

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s Tax)

一般資本利得稅稅率維持10%，對於經營石油

及天然氣之企業，資本利得稅稅率為40%到

50%。

K

未申報所得額(緬元) 稅率

1 – 30,000,000 15%

30,000,001 –100,000,000 20%

100,000,001 以上 30%

特殊商品 稅率

香菸
從每支3緬元到售價
的120%

菸草、維吉尼亞菸草、方
頭雪茄、雪茄、煙斗、嚼
菸葉

60%

酒精
從每公升56緬元到售
價的60%

啤酒 60%

酒
從每公升50緬元到售
價的50%

柚木、硬木板材 25%

翡翠、藍寶石、祖母綠、
鑽石和其他寶石

20%

由翡翠、藍寶石、祖母
綠、鑽石和其他寶石製成
之飾品

5%

1800cc以上車輛 25%

煤油、汽油、柴油及航空
燃油

5%

天然瓦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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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稅

除了上述已轉課徵特殊商品稅的品項外，免商

業稅商品清單增列以下項目：

– 各類型魚乾、蝦乾

– 各類型醃製魚、醃製蝦

– 蝦粉、魚粉

– 海鮮如魚蝦加工品

– 購買由當地或國際援助、基金組織捐獻之商

品

– 用於國際(outbound)航班之航空燃油

– 飛機或直升機的機件、設備、零組件及相關

備件

– 係各州所需，而由國會免除課徵商業稅之商

品

K

免商業稅服務清單更新如下：

– 金融服務

– 國防相關之出版服務

– 大使館所需之服務(需以互惠原則為前提)

– 當地或國際組織提供給各州之救助服務

– 國家機關間相互提供的服務(但不含由國營企

業提供，或提供給國營企業之服務)

除了以上更新，國內(inbound)航班之服務將

課徵3%商業稅。

資料來源：緬甸 KPMG –Union Tax law 2016 (20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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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業所適用的增值稅稅率

各行業所適用的增值稅稅率如下：

全國範圍同時實施

在增值稅改革實施初期，營改增最先在上海試

行，隨後擴展到北京以及其他省市。營改增後

期已不再採用上述分地域性階段實施的方法，

取而代之的是全國同時實施模式，將營改增在

全國所有相關試點行業同時推行。短期來看，

對於在全國各地都有業務的大型企業集團而

言，此推行模式可能帶來更多過渡性準備工

作。但從長期來看，這種模式克服了先前相同

行業在某些地區繳納增值稅、在另一些地區繳

納營業稅而造成的困難，關於營改增具體的實

施細則將在近期發佈。

中國 - 增值稅全面取代營業稅

07   稅務新知 April 2016

2016年3月5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第12屆

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開幕式上宣佈自今年5月1日

起，將房地產及建築業、金融服務及保險業和

生活服務相關產業（包括醫療業，飯店業、餐

飲業和娛樂業等）同時納入營改增試點範圍。

營改增是國家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政府工作報告相關內容的發佈與實施將徹底完

成十二五計畫中以增值稅取代營業稅的目標，

意味著增值稅將適用於銷售及進口貨物及提供

或進口服務等所有環節，而營業稅從此將退出

歷史舞臺。

增值稅全面實施後，在全世界160多個實施增值

稅或相似稅種的國家中，中國將成為增值稅稅

基範圍最廣的國家。與國際通行增值稅稅制相

比，中國的增值稅體系將獨樹一幟。就金融業

而言，增值稅將適用於所有金融服務（包括利

息收入）；而在房地產業，增值稅不僅將適用

於B2B（企業對企業）或B2C（企業對個人）

的交易，同時也將適用於C2C（個人對個人）

的交易，這些處理方式在其他適用增值稅國家

中都未有先例。如果中國營改增進展順利，其

他國家有可能仿效中國從而擴大其增值稅的課

稅範圍。

實施日期

自2016年5月1日起，所有尚未實施增值稅的行

業，都將納入營改增的試點範圍。

行業 新增值稅稅率
現行營業稅

稅率

建築業 11% 3%

房地產業 11% 5%

金融和保險業 6% 5%

生活服務相關產
業（包括餐飲、
飯店和其他服務
業）

6%

一般為5%，
但特定行業
（包括娛樂
業 ） 適 用
3%-20% 的
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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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性政策或豁免政策

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將控制營改增

這一政策變化對企業的稅負影響。其中特別值

得關注的是，實施細則中是否可能對某些行業

實行過渡性政策或豁免政策，尤其是在長期專

案及合同普遍存在的房地產及建築業。

資料來源：中國 KPMG – China’s value added tax expanded

to fully replace business tax in major new announcement

(2016.3.8)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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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或建築物的「應評稅淨值」以標準稅率

計算。一般來說，「應評稅淨值」是指該土

地或建築物擁有人應收的租金，減去該擁有

人已繳付的差餉，再扣除20%作為修葺及支

出方面免稅額後的金額。

– 此外，還有數個豁免徵收物業稅項目，其中

一項是特別為在香港經營業務的公司而設

的。

差餉

全港物業的差餉徵收率將維持在應課差餉租值

的5%，但2016-17年度中四個季度的差餉將獲

得減免，以每戶每季1,000元為上限。

印花稅

– 財政預算案沒有建議對物業買賣印花稅稅率

及級距作出調整。

– 法人團體或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購入住宅物業

須額外繳納15%的買家印花稅。

– 香港股票轉讓，係以股票的實際價格或股票

於轉讓日的價值，兩者較高者計算從價印花

稅，總稅率維持在0.2%。自2015年2月13日

起，香港全面豁免交易所買賣基金（ETF）

的交易印花稅。

香港 – 2016-17年度財政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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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政司司長於2016年2月24日宣佈2016-17

年度財政預算案。這份預算案大致上「一如既

往」，嶄新或長遠的政策著墨不多，針對財政

預算案值得關注的項目摘要如下：

企業利得稅

– 任何人士在香港經營業務而賺取或獲得源自

香港的利潤，均需繳納利得稅。

– 2016-17年度的利得稅稅率和免稅額維持不

變。2016-17年度的公司利得稅稅率將維持在

16.5%，而非法團業務利得稅稅率則將維持

在15%。

– 政府建議一次性寬減2015-16年度75%的利得

稅稅款，上限為2萬港幣，有關扣減將反映在

納稅義務人2015-16年度最終應納稅額。

– 使用知識產權所賺取的版權費用，視作應稅

利潤的比率維持在30%或100%，視情況而

定。因此，在2016-17年度，有關費用的有效

稅率將維持在4.95%或16.5%。

物業稅

– 2016-17年度的物業稅標準稅率將維持在

15% 。

– 除物業稅外，土地或建築物所有人亦需繳納

差餉及地租。物業稅是向擁有位於香港的土

地或建築物的人士所徵收的稅項。稅款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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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扶植措施

財政司司長建議推出以下措施，以應付中小企

業的資金周轉需要，並加強其長遠競爭力︰

– 延長「中小企業融資擔保計劃」下「特別優

惠措施」的申請期限至2017年2月28日；

– 把該措施的擔保費年率降低10%；

– 取消該措施的最低擔保費；

– 豁免2016-17年度的商業登記費，讓130萬名

經營業務者受惠；

– 在「創新及科技基金」下推出「科技券先導

計劃」，資助中小企業使用科技服務和方

案，提高生產力和升級轉型。先導計劃為期

三年，以配對形式，為每個合資格的中小企

業提供最多20萬港幣資助。

旅遊業扶植措施

財政司司長建議推出多項措施，以支持現正面

臨各種挑戰的旅遊業。短期方面的措施包括：

– 豁免1,800間旅行社一年的牌照費用；

– 豁免2,000間酒店和旅館一年的牌照費用；

– 豁免食肆和小販，以及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

證一年，將有27,000間食肆和商戶受惠。

為了在中期給予旅遊業支持，政府將會撥款2.4

億港幣，聯同業界推出各項措施。長遠而言，

政府將會提升旅遊基建。此外，美食車的先導

計劃將在今年推出。

培育創新能力措施

財政司司長建議推出各項措施，以促進研發投

資，並推動研究成果商品化。這些措施包括：
K

– 注資 20 億港幣成立「院校中游研發計

劃」，資助大學在重點科技領域進行研究；

– 預留5億港幣成立「創科生活基金」；

– 設立專用平台，與業界保持溝通，推動本港

金融科技的發展和應用。

政府將繼續全面支援初創企業和創意産業，有

關措施包括：

– 成立20億港幣的「創科創投基金」，以配對

形式與私人風險投資基金，共同投資本地的

科技初創企業；

– 預留2億港幣供數碼港投資於其初創企業；

– 向「創意智優計劃」注資4億港幣，優先支援

新成立公司和培育人才；

– 成立專責小組，舉辦國際活動，協助初創企

業落戶香港。

開拓市場相關措施

在「新經濟秩序」之下，新興市場在環球經濟

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財政司司長建議推出多項

措施，以擴大本港與這些市場的商貿聯繫，這

些措施包括：

– 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建設項

目，金管局將設立一個辦公室，以促進基礎

建設融資和其他全面的服務；

– 為推動香港成為區內的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政府將擴大可扣稅範圍至涵蓋購買集成電路

的布圖設計、植物品種和表演中的權利；

– 為了抓住日益成長的航空業商務機會，政府

將研究透過稅務優惠，推動飛機租賃業務，

發掘航空融資的商機。

資料來源：香港KPMG –Hong Kong Budget Summary 2016-

2017 (201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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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s; SPFS)的企業，或原先無須準備

或申報財務報表的企業，現在於申報納稅時需

要準備一般目的財務報表，不僅將影響跨國企

業在澳洲的子公司，更將影響所有澳洲企業。

預計此項修正將於2016年7月1日或以後開始適

用。企業申報財務年度若截止於2015年12月31

或2016年6月30日者，尚無需由特別目的財務

報表改為一般目的財務報表，然而企業可考慮

提早進行轉換。

企業可按下列流程圖判斷是否須準備一般目的

財務報表：

澳洲–稅法修正案將要求提交一般目
的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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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政府於2015年12月頒佈“2015年稅法修正

（打擊跨國企業避稅）草案”，草案中規範特

定企業需在納稅申報期間準備一般目的財務報

表 (general purpose financial statements,

GPFS) ，並提交給澳洲稅務局 (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 ATO)。ATO並將向澳洲證券

投 資 委 員 會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 ASIC)提交這些一

般目的財務報表。

此稅法修正草案可能會導致原先僅需準備特別

目的財務報表(Special Purpose Financial

是否為應納企業所得稅企業(corporate tax entity)？

是否屬於“顯著重大性全球企業(significant global entity)”？：
• 如為單一企業，該單一企業具有澳幣10億元或以上之年度全球所得

(global income)。
• 如為集團間之企業，該集團具有澳幣10億元或以上之合併年度全球

所得。

在財務年度結束前，該企業是否係: 
• 澳洲居民企業；或
• 在澳洲具有常設機構之非居民企業

該企業是否未於2011公司法規定期限内，向澳洲證券投資委員會提交
相關財務年度之一般目的財務報表？

企業必須向澳洲稅務局提交相關財務年度之一般目的財務報表

不
需
提
交
一
般
目
的
財
務
報
表( G

P
F

S
)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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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income)”加以定義。根據財務會計準

則 ， 所 謂 “ 所 得 (income)” 較 “ 收 入

(revenue)”涵蓋更為廣泛，包括其他所得，例

如出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淨(毛)所得，且可

能包含其他綜合收益。

是否符合遵循門檻之各集團企業，均需準備一

般目的財務報表？

如“應納企業所得稅企業”為母公司或依照財

務會計準則合併之集團關係企業之一，則GPFS

可以為:

– 個別應納企業所得稅企業之財務報表；或

– 集團合併財務報表。

舉例來說，一家澳洲上市公司可提供集團合併

財務報表，而無需提交個別財務報表，但該報

表須包含所有符合遵循要求的“應納企業所得

稅企業”。

資料來源：澳洲KPMG - Tax laws amendment requires

general purpose financial statements (201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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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應納企業所得稅企業”？

根據1997年所得稅評估法，所謂“應納企業所

得稅企業”係指下列之一：公司、有限合夥企

業、公司信託基金(corporate unit trust)或公

開交易之信託(public trading trust)。

何謂“全球所得”？

全球所得(global income)係指全球集團企業之

合併所得。舉例來說，目前所得達澳幣6千萬元

之澳洲子公司X，僅需準備特殊目的財務報

表，然而由於澳洲子公司X，係合併所得達澳

幣15億元海外母公司Y的關係企業，因此自

2016年7月1日起，需準備並提交一般目的財務

報表給ATO。

值得注意的是參議院雖建議要以財務會計準則

定義下的合併收入(consolidated revenue)為

基礎進行判斷，然而草案中所引用的“全球所

得(global income)”，在稅法上並沒有針對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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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公司係為與印度簽有租稅協定國之稅務

居民，且於印度未構成常設機構者。

– 外國公司係另一國之稅務居民，且該國未與

印度簽有租稅協定，亦無需依據印度法規註

冊登記者。

均等稅

– 開始向於印度境內從事電子商務交易之非居

住者課徵均等稅 (Equalisation Levy)。

– 凡提供下列“特定服務”之非居者，需就所

獲得之報酬課徵6%均等稅。所稱特定服務係

指：

• 提供網路廣告；

•提供任何數位廣告空間，或以提供網路廣

告為目的所提供之任何其他設施或服務；

或

• 其他由政府通知需課徵均等稅之服務。

均等稅係由印度居住者或在印度具有常設機構

之非居住者，於所支付給非居住者之報酬中扣

除。此外，下列情況非屬均等稅之課稅範圍：

– 非居民受款人在印度具有常設機構，且所提

供的服務與該常設機構具關聯性；或

– 年度累計報酬不超過盧比10萬元。

2016年財政預算

14 聚焦印度 April 2016

印度財政部長於2016年2月29日發布2016年財

政預算，針對此次預算重點摘要如下：

公司稅

除以下情形外，企業所得稅率仍維持適用

30%。

– 針對未申請任何減免、免稅額、折舊之合格

製造企業，其企業所得稅率降至25%

– 針對及營業額或總收入不超過盧比5千萬元之

企業，其企業所得稅率降至29%。

由印度居民所取得源自於印度研發及註冊之專

利權之收入，需就該筆權利金收入總額，課徵

10%稅賦及其他附加稅，且該收入無須課徵最

低賦稅(minimum alternative tax, MAT)。

實質管理處所

“ 實 質 管 理 處 所 ” (place of effective

management)之居民測試延至2016-17財政年

度開始實施。政府將通知符合在印度擁有實質

管理處所之外國公司，有關所得計算之方式。

替代性最低賦稅制

從2001年4月1日起，凡符合以下情況之外國公

司 將 不 受 替 代 性 最 低 賦 稅 制 (minimum

alternative tax, MAT)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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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服務中心

– 設立於國際金融服務中心之企業，且收入來

源以外幣換匯為主者，其MAT稅率由原先之

18.5%降低至9%。此外，於2017年4月1日或

之後所宣告、分配或支付的股利，免徵股利

分配稅(dividend distribution tax)。

– 於2016年6月1日起，凡於國際金融服務中心

設立認可的證券交易所，從事證券和商品之

交易，免徵證券交易稅和商品交易稅。

2016所得申報計劃

印度政府在這次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2016所

得 申 報 計 劃 (income declaration scheme

2016)，於2016年6月1日開始，針對自願揭露未

申報之所得課徵45%應納稅賦，其中包含利息

及罰款。

K

移轉訂價

為了符合OECD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EPS)第

13項行動計劃之建議，印度政府將採用以下3類

型之移轉訂價文據，包含全球檔案 (master

file) 、當地國檔案 (local file) 及國別報告

(country by country report)於特定公司。

資料來源：印度KPMG –Union Budget 2016 (20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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