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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亞洲

價值鏈管理

印度：2019 年稅法修正條例

捷克：最新移轉訂價規定 – D-34 號準則

印度政府於2019年9月20日發布稅法修正條例(Taxation

捷克財政部(General Financial Directorate,GFD)日前在

Laws(Amendment)Ordinance 2019)，將一般國內公司

其5/2019號公告中公布最新D-34號準則，並公告官方翻

所得稅率由30%降至22%，為鼓勵印度製造(Make in

譯版本OECD於2017年7月公告的跨國企業及稅務當局移

India)，製造業公司於10月1日後設立且在2023年3月31

轉訂價指導原則。

日或前開始量產之所得稅率則降至15%，有限責任合夥
則維持原先30%的稅率。 計畫前進印度投資進行銷售或
是提供服務的台商建議可考慮設立有限責任合夥，而現
已在印度設廠量產的台商則可以評估考慮適用舊税率
30%享受已申請投資獎勵或免稅，或是選擇新稅率。

歐洲
義大利：遠端銷售通報規定
義大利稅局於2019年7月31日公布第660061/2019施行細
則(以下簡稱本施行細則)，為遠端銷售之通報責任相關細
部規定提供較詳盡的指示。非義大利稅務居民人士，不
論是直接登記或指定營業稅代理人 ，若要履行通報義
務，務必要進行義大利營業稅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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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2019 年稅法修正條例

印度GDP在2019年第一季為5%，為過去6年最低，為了

新修正條例一般公司及從事製造業公司稅率，彙總如下：

刺激經濟成長，鼓勵外人投資，印度財政部長於2019年9
月20日發布稅法修正條例(Taxation Laws (Amendment)

一般公司

製造業公司

Ordinance 2019)，從財政年度2019-2020開始調降公司
所得稅率，自2019年4月1日開始生效，對有限責任合夥

符合條件之公司所得稅率

適用之稅率則仍維持為30%。

降為22%

•

於 2019 年 10 月 1 日
成立或之後成立從
事製造業公司，且

(有效稅率25.17%)

於 2023 年 3 月 31 日
之前開始生產，所
得稅率為15%(有效
稅率17.16%)
•

不得享受租稅優惠

進一步以台商現有在印度常見設立印度國內公司所得稅率、於新制公司所得稅率及有限責任合夥(LLP)匯出盈餘之有效
稅率及最低稅負比較：
修正條例

舊法

有限責任合夥(LLP)
一般公司

一般公司

製造業公司

所得稅率

30%

22%

15%

30%

附加稅

12%

10%

10%

12%

教育捐

4%

4%

4%

4%

有效稅率

34.94%

25.17%

17.16%

34.94%

匯出

-

-

-

-

加計印度子公司
之股利分配稅

46.04%

37.93%

31.29%

34.94%

適用最低稅負

V

X

X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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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印度何種公司型態較為有利：
-

一般公司：若台商前往印度是為進行銷售或是提供服
務活動的公司，有限責任合夥之有效稅率仍小於一般
公司稅率 ，且公司治理要求較寬鬆，股利匯出不需課
徵股利分配稅，建議仍可以考慮設立有限責任合夥。

-

製造業：為享受較低稅率，建議考慮申請設立公司型
態。

現有在印度營運之台商如何因應：
-

若之前已申請設立有限責任合夥從事製造，在修正條
例稅法下，則可以考慮將有限責任合夥申請轉換成公
司型態，以享受較低稅率。

-

若已申請投資優惠或免稅，則可就適用現行30%的稅
率直到優惠或免稅結束到期後，再選擇採用22%的優
惠稅率進行試算評估權衡，並可考慮與當地州政府官
員會議討論。

KPMG觀察
印度總理莫迪連任成功，但國內公司及消費率成長率屢
創新低，為了提振經濟，促進消費，將公司所得稅稅率
大幅降低，有許多因中美貿易戰避免美國高額關稅的廠
商或是印度內需市場，而考慮前往印度新成立的製造公
司可選擇適用新制的公司所得稅率15%，不啻是個好消
息，但新修正條例下亦賦予印度稅捐機關若查核稅務申
報時發現，公司和關係人交易的所得的利潤分配非常規
交易時，可以重新計算，故建議台商應遵循當地稅法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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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遠端銷售通報規定

義大利稅局於2019年7月31日公布第660061/2019施行細

•

所有賣家的姓名(或其他個人資訊)、住居所地址、e-

則(以下簡稱本施行細則)，為遠端銷售之通報責任相關細

mail 帳號，及賣家在該網路電子平台的帳號及財務資

部規定提供較詳盡的指示。

訊(如可取得)。

本施行細則中所規範義大利遠端銷售通報責任適用於所

•

在該季度期間內在義大利銷售之貨物總數

•

在義大利境內銷售貨物之歐元價格(或平均銷售價格)

有應課稅人(義大利稅務或非稅務居民)，所謂應課稅人藉
由網路市集、平台或其他相似工具「促進(facilitate)」遠
端銷售至義大利者。根據施行細則定義，所謂「促進」

非義大利稅務居民人士(在義大利沒有固定營業場所)

即使用網路介面媒合消費者和供應商 ，讓雙方達成交

若要履行通報義務，務必要進行義大利營業稅登記，

易，使商品透過網路介面提供給消費者 ，包含以下活

不論是直接登記或指定營業稅代理人。

動，例如：

若應課稅人未於期限內傳輸上述資料，或所傳輸之資料

1. 決定銷售商品之一般性條款

錯誤或不完整，則將視為是應課稅人自行銷售該商品而
需補納相關稅款。但若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則不須補納：

2. 代收客戶所付款項
•

賣家已支付相關營業稅

•

若為資料不完整，通報義務人得證明其無法確認該資

3. 訂購或運送商品
然而，若網路電子平台僅執行以下業務，則不視為「促

料之正確性

進」銷售：
1. 處理與貨物提供相關款項
2. 廣告或陳列貨物
3. 轉介顧客至其他實際參與買賣的網路電子平台，且不
參與買賣。

KPMG觀察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貨物的銷售越來越不受國界的限
制，有鑑於此，OECD也在其BEPS計畫中將數位經濟列
為第一項行動計畫。而對網路電子平台課稅已經成為各
國稅務機關關注的重要議題，2019年7月，G7會議也針
對該如何針對網路電子平台課稅有了激烈的討論。

應課稅人應按季通報，通報截止日為每季結束後的一個
月內。例如：若某交易發生於2020年第4季，則最晚應於

台商若有遠端銷售至義大利，就算原先並非義大利稅務

2021年1月31日前通報，首次通報截止期限為2019年10

居民，只要符合本施行細則中所謂應課稅人的規範，就

月 31 日 。 從 2021 年 開 始 ， 通 報 義 務 相 關 規 定 將 適 用
2017/2455號歐盟指令(Council Directive)修正的歐洲聯
盟增值稅指令14a 條，並取代現有的規範。

應進行義大利營業稅登記及通報。台商在銷售貨物時應
注意是否滿足遠端銷售相關規定，須特別注意須通報之
資料，避免錯誤通報。即便在義未構成遠端銷售，應時
刻注意各國相關電商課稅議題，以及早因應。

網路平台或市集須強制傳輸以下資訊，傳輸可透過網路
平台或市集或委外通報(例如委託KPMG)。

© 2019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05 價值鏈管理

September 2019

捷克：最新移轉訂價規
定 – D-34 號準則

捷克財政部(General Financial Directorate, GFD)日前
在其5/2019號公告中公布最新D-34號準則，取代現有的
D-332號行政規則。同時，捷克亦針對OECD於2017年7
月公告的跨國企業及稅務當局移轉訂價指導原則(OECD
Transfer Pricing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ax Administrations)公布捷克語版本的官方翻譯版。
值得關注的是該準則針對基準分析做出多項建議，包含
基準分析更新的頻率。根據準則建議，基準分析應每3年
重新執行一次，且每年須定期針對已選入之可比較公
司，檢視其獨立性及獲利程度。一般而言，應使用多年
度資料(3-5年)來形成常規交易區間。
關於D-34準則的法令內容(目前僅提供捷克語)，可參考
以下連結:
https://www.financnisprava.cz/assets/cs/prilohy/dzakony/Pokyn-GFR-D-34.pdf

KPMG觀察
此次D-34準則針對基準分析提供更細部的建議及參考，
針對捷克有營運據點的台商，須留意捷克移轉訂價相關
法規，檢視自身是否已達須備置或提交相關移轉訂價文
據的門檻，如針對相關法令之適用有疑問，建議應適時
尋求專業意見，以確保符合相關稅務遵循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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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9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稅目
娱樂稅

9月1日

9月10日

9月1日

9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9月1日

9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9月1日

9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9月1日

9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9月1日

9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9月1日

9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
額。

營業稅

9月1日

9月23日

地價稅特別稅率之申請(截止日108年9/22適逢假日順延至9/23
日)

地價稅

9月1日

9月30日

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所得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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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稅目
娱樂稅

10月1日

10月10日

10月1日

10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
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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