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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印度：2020印度財政預算案

2020年2月1日印度財政部長提出預算案，重點包含取消

原本由印度子公司付出之股利分配稅20.55%，外國公司

收取印度公司股利、利息、權利金與技術服務費如已在

印度扣繳則免申報企業所得稅；此案已提出於印度上下

議院審議，若順利通過，則將在2020年4月1日（即

2020-2021財政年度)實施。

歐盟：受益所有人資訊揭露

根據歐盟「第五版洗錢防制指令」 (the Fifth Anti-

Money Laundering Directive)，未來歐盟國家將逐步揭

露受益所有人資訊。

February 2020

歐洲

美國：稅務申報截止日與延長期限修正法案生效

美國財政部和國稅局於聯邦公報公布T.D. 9892最終法

案，該法案內容係採2017提案之草案，主要規範特定稅

務申報和資訊揭露之截止日期和延長期限，並停用過渡

性條例。

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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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2020印度財政預算案

印度在2019年經濟成長率約為5%，相較往年的7%以上

增幅，為過去幾年之最低經濟成長，加上美中貿易戰及

各界對於印度是否能夠提供更多租稅優惠與提升經商便

利度以吸引外資投資，對於預算案有更大的期待。預算

案對臺商投資印度影響如下：

營利事業所得稅

1. 鼓勵印度製造：於2019年10月1日後新設立且於

2023年3月31日前量產之公司享受15%營利事業所得

稅。

2. 廢除公司股利分配稅：原股利分配稅20.56%取消，

改由印度公司就源扣繳20%，依臺灣與印度之租稅

協定可適用12.5%優惠扣繳稅率，且可自其全部營利

事業所得結算應納稅額中扣抵，降低雙重課稅。

印度來源所得申報免除

在印度無常設機構的外國公司取得印度之股利、利息、

權利金與技術服務費，若已被扣繳納稅，則得以免除需

在印度申報所得稅。若符合臺灣與印度租稅協定規定，

臺商為當地利息、權利金與技術服務費之受益所有人，

且為臺灣稅務居住者，則上限扣繳稅率皆為10%。

移轉訂價申報

移轉訂價申報(Form 3CEB)至少須在稅報提交的截止日

期前一個月(即10月31日)前提供。

租稅赦免計畫（Vivad Se Vishwas）

為消除久懸未決的稅務稅訴訟案件，納稅義務人只要在

於2020年3月31日內繳納應補稅額，即可豁免相關罰鍰

及應加計之利息。此計畫適用至2020年6月30日為止，

且適用於任何級別未決的上訴案件。

關稅

為鼓勵印度製造，提高汽車、電子產品、手機以及玩具

等特定商品的基本關稅稅率（Basic Customs Duty,

BCD）至5~15%，針對特殊產品甚至可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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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觀察

2020年財政預算案方向著重於簡化稅政與提供稅務優

惠，其目的為吸引海外投資人赴印度投資。在關稅修訂

方面可看出印度當局以此預算案呼應其早年「印度製

造」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此預算案除增修不少稅務優

惠外，亦包括遵循事項修改，在印臺商應注意相關變動

及對企業營運作業的影響，並因應法規變動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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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觀察

近年來國際間吹起稅務資訊透明化風潮，各國紛紛祭出

相關法令，如歐盟強制揭露法規（EU Disclosure Rules

DAC6）。各國逐步加強稅務資訊透明度，並採取眾多措

施打擊資恐及洗錢，其中包含受益所有人之資訊

揭露及申報要求。建議台商應特別留意相關規範，適時

尋求專家協助，釐清受益所有人之公開和個人資訊之範

疇，以適時評估相關稅務風險。

歐盟：受益所有人資訊揭露

背景與資訊揭露

歐盟實施第四版洗錢防制指令後，責令所有歐盟會員國

必須在2017年導入UBO登記制度。然而，當時並未要求

歐盟會員國向大眾揭露受益所有人登記資訊，僅有利害

關係人可取得相關資訊。

歐盟第五版洗錢防制指令於2018年7月生效，從2020年

初，歐盟成員國之UBO登記資訊將向一般大眾揭露。但

若是信託和其他類似法律協議之受益所有人登記資訊則

仍需利害關係人方可請求閱覽。

在有些國家（例如：英國），已可直接進入受益所有人

登記網站取得相關資訊，有些國家則尚未開放，且各國

對資訊揭露之程度都不相同。然而，以下資訊屬於必須

揭露資訊：姓名、出生年月、國籍、居住地、實質受益

範圍，在部分國家，受益所有人之住址亦須揭露。

對於公司而言，須將持股超過25%或具有控制權者登記

為公司之實質受益人。若沒有任何人持股超過25%，則

須揭露高階管理人員。

其他國家受益所有權人登記制度

其他國家或地區，例如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澤西

島、耿西島(Guernsey)以及曼島(Isle of Man)等地亦已

引進受益所有權人登記制度，預計在2023年將相關訊公

開。 巴拿馬亦引進受益所有權人登記制度，但是目前未

將相關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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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財政部和國稅局於聯邦公報公布T.D. 9892最終法

案，該法案內容係採2017提案之草案，主要規範特定稅

務申報和資訊揭露之截止日期和延長期限，並停用過渡

性條例。根據該法案導言，過渡性條例將停用，開始適

用本次公布之最終法案，惟兩者間差異不大。

2017年提出該草案主要係為反映2015年公告施行的多項

稅務相關法規。2017年當時相關法規更新了部分稅務申

報規定及過渡性條例，謹整理如以下：

‒ C corp.（股份有限公司）申報所得稅時，除了稅報年

度結束日為6月30日的C corp.外，其他公司稅務申報

截止日期為稅報年度結束日後第4個月的15日。

‒ 2026年1月1日前，稅報年度結束日在6月30日之

C corp.，申報截止日可自動延長7個月。（其他C

corp.則自動延長6個月）。

‒ 延長規則中，若為短期申報（1年以內），並且稅報

年度結束日在6月的任一天，則視為6月30日為稅報年

度結束日。

‒ 合夥事業所得稅申報截止日為稅報年度結束日後第3

個月的15日（歷年制申報截止日即為3月15日）。

‒ 合夥事業稅務申報Form 1065截止日自動延長6個

月。

‒ 不動產和信託業稅務申報Form 1041截止日延長5個

半月（歷年制申報截止日即為9月30日）

‒ 特定豁免機構申報文件（Form 990系列）截止期限自

動延長6個月。

美國：稅務申報截止日與
延長期限修正法案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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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觀察

美國此次關於稅務申報的最終法案，放寬了多數企業申

報所得稅的截止期限，建議臺商仍需諮詢美國稅務專家

建議，評估所得稅申報時程，以免錯過申報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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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2月1日 2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娱樂稅

2月1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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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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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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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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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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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1日 2月20日 小規模營業人繳納上年度第四季（10—12 月）營業稅。 營業稅

2月15日 3月16日

1. 申請108年度綜合所得稅「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或變更郵

寄住址，或首次申報者申請稅額試算服務。（書面或財政

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

2. 申請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分開提供（或不提供）所得及扣

除額資料。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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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3月1日 3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3月1日 3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3月1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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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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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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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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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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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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