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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印度：電子業及半導體業新投資獎勵計畫

印度政府近期推出PLIS(大規模電子製造生產連結激勵

計畫)、SPECS(電子元件及半導體製造業促進計畫)以及

EMC2.0(電子製造業聚落2.0)三項獎勵計畫來刺激電子及

半導體業在印度投資。

June 2020

德國：暫時調降增值稅稅率

德國聯合政府於2020年6月3日對刺激經濟方案之重點

達成了共識，其中包括調降增值稅稅率。從2020年7月

1日至12月31日，標準增值稅稅率將從19%降低至16%；

針對特定商品或服務所課徵的低增值稅稅率，則從7%

降至5%。

歐洲

越南：第41號議定關於稅捐和租金繳納延展進一步指導

越南財政部於2020年5月20日發佈第5977/BTC-TCT號

官方公函，針對2020年4月8日發佈之第41/2020/ND-CP

號議定，有關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展延繳稅截止日做出

澄清。

歐盟：2021年3月啟用新海關貨物預報安全系統

歐盟2021年3月15日將啟用進口管制系統2.0(ICS2)，此

為以數據驅動的海關安全系統，企業經營者透過「入境

摘要報關單」向ICS2提供安全數據，若未提供相關數據

將無法完成報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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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電子業及半導體業
新投資獎勵計畫

為達成「印度製造」及「數位印度」目標，印度政府近

期推出大規模電子製造生產連結激勵計畫(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 Scheme,PLIS)、電子元件及半導體

製 造 業 促 進 計 畫 (Scheme for Promotion of

manufacturing of Electronics Components and

Semiconductors, SPECS) 以 及 電 子 製 造 業 聚 落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Cluster, EMC)2.0三項獎勵

計畫來刺激投資，並於近期頒布指引。

PLIS

PLIS主要係針對手機與特定電子零件製造產品，以2019

年度(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為基期，計算

增量投資和增量銷售金額，對合格企業就其核可名單內

的產品增量銷售金額給予4%至6%的激勵，獎勵的計算

為合格產品的淨增額銷售乘上符合資格的獎勵率，優惠

期限為基期後五年。惟依照6月頒布之指引規定，核准

企業名額於手機產業為5名，其他特別零組件為10名，

限額依生產類別不同而異。

SPECS

SPECS是先前推出的調節性特殊投資獎勵計畫(M-SPIS)

2.0版，提供自申請生效後，五年內製造規定核可貨物的

資本支出之25%。資本支出的範圍包括廠房、機械設備

及技術開支(如研究發展費用)。投資門檻依不同核可貨

物名單而定，最低投資門檻為5,000萬盧比(約1,900萬新

台幣)，最高為100億盧比(約39億盧比)。若申請超過一

種產品，且產品屬不同門檻類別，則以較高的投資門檻

為主。申請人必須從開始生產起維持3年的商業生產，或

自前一次獲得補助日算起，維持1年的商業生產，取兩者

中較晚結束者為準，且另外還有針對土地及財務證明的

要求。

EMC 2.0

印度政府也推出電子製造業聚落(EMC 2.0)優惠政策，

目標是發展完善的基礎設施，致力於擴大基礎設施範圍

及提升其品質，以吸引更多對印度電子製造業的投資。

其為建立電子製造業聚落與共同設施中心之企業提供

補助50%至75%，錨定廠商為需承諾投資30億盧比(約12

億新台幣)於建設電子製造業設施且取得(購買或租賃)

至少20%的可銷售或可租賃土地面積的電子製造業

公司。申請期間為2020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除

有土地限制外，需提交詳細計畫報告、成本估計，以及

可靠項目資金來源等文件。在專案獲得核准後，其專案

執行時程最多為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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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PLIS SPECS

申請資格 限於印度註冊的公司組織 任何在印度註冊的實體(亦即不限註冊型態)

申請期間 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 2020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

產品 生產手機及特定電子零件 生產特定電子零件及半導體產品

獎勵額度 4%至6%於核可名單內產品的增量銷售 資本支出25%

計畫期間 基期後可再享優惠五年 申請核可後五年內之投資

要求條件 未要求 商業生產、土地以及財務證明

PLIS及SPECS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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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S著重在生產手機及特定電子零件產品，名額有限且

獎勵額度連接到2019年的增額投資和銷售；而SPECS

不限於手機產業，涵蓋的產品範圍較廣，但有特別針對

商業生產、土地及財務證明的限制，且若先前已取得

M-SIPS獎勵者，則不符合SPECS的申請資格；EMC則

專注在開發電子製造業的基礎建設上提供補助。

印度提供之三項獎勵計畫，因PLIS目前之申請期限為

2020年7月31日且名額有限，建議台商於申請前評估

是否符合條件，適時尋求專家意見，在申請獎勵計畫時

遵循印度法規和要求，以取得優惠。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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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避免不合規之風險和遲延繳納利息，我們强烈建議

在越南之台商應仔細重新檢視適用標準，或向專業人士

諮詢第41號議定施行之進一步建議。

越南財政部于2020年5月20 日發佈第5977/BTC-TCT號

官方公函，協助進一步指導2 0 2 0年4月8日發佈之

第41/2020/ND-CP號議定有關納稅截止日，澄清如下

幾點問題：

對於企業所得稅(CIT)之納稅展延

‒ CIT納稅展延僅包括2019年CIT年度稅務結算申報應

補繳剩餘稅額，不包括2019年季度預(暫)繳之應付

稅額。這意味著，最高展延繳稅額不超過「2019財務

年度全年」應納CIT之20%。

‒ 任何2019年CIT年度更正申報造成CIT應補繳稅額

增加，在截止日(或稅局核准日)前提交者，適用於

納稅展延。

‒ 納稅義務人採用之財務年非歷年制者，CIT展延繳納

則根據納稅義務人之財務年度決定之。

對於增值稅(VAT)之納稅展延

‒ 納稅義務人分別有省外或省内建築工程項目者，繳納

展延得包括VAT省外應付稅額。

‒ 對於官方發展援助融資(ODA-funded)相關之建築

工程項目(須依法繳納VAT)，越南國庫將暫停納稅

展延期間之VAT抵扣。也就是說，當此類項目有開支

時，該期間無需繳納VAT。

03 國際稅務新知

越南：第41號議定關於
稅捐和租金繳納延展
進一步指導

Jun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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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聯合政府於2020年6月3日對刺激經濟方案之重點

達成共識，其中包括調降增值稅稅率。自2020年7月1日

起至12月31日，標準增值稅稅率將從19%降低至16%；

針對特定商品或服務所課徵的低增值稅稅率 (Reduced

VAT)，則從7%降至5%。

企業因應短期稅率變動，為了適時反應暫時性調降的

增值稅稅率，企業應在其會計與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RP

System)中新增稅碼。同時，ERP系統中的條件值設定

記錄、收據範本及增值稅稅表也應予以相對應調整。為

遵循現行增值稅稅法條，暫時性新增稅碼不會取代原有

稅碼以確保過往數據的完整性，以協助日後稽核程序。

由於收據範本並不確定會依所使用的稅碼而自動調整，

因此在稅率調降的特定期間內必需適當修正系統中的

收據範本。

增值稅的表單應考慮過渡時期新設的稅碼，使ERP系統

能適時調整及轉化至表單中。同時確保新增稅碼在其他

VAT相關系統中能適當使用。

雖然增值稅率降低，在德國的台商仍需遵循相關法令並

注意其風險。就短期ERP系統的調整，若台商需要技術

上的協助，建議台商適時向專家諮詢以便及早擬定因應

策略，同時妥善保存增值稅交易相關數據以避免日後

稅局審核時造成爭執或受罰。

04  國際稅務新知

德國 : 暫時調降增值稅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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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於2021年3月15日將啟用新的海關貨物預報安全

系統，將由大數據系統支援，稱為進口管制系統2.0

(Import Control System 2, ICS2)。

根據歐盟委員會(EC)公告，新系統目標是整合歐盟關稅

系統以強化海關風險管理的架構。新系統主要依據歐盟

海關法，其最早源於2014年所推行的計劃，以新系統

做為歐盟海關風險管理的依據，並藉由改善的海關數據

安全程序，促進歐盟與跨境貿易自由流通以因應全球化

的商業模式。

新系統大幅修正和改革現有系統，並會逐步取代現有

系統。ICS2是一個進階的貨物資訊系統，它會在所有要

進入歐盟的貨物抵達之前收集相關資訊。企業經營者

需要透過「入境摘要報關單」向ICS2提供安全數據。

申報義務者，主要根據其國際貨品運輸的服務類型及其

對應的ICS2公告數據(分屬2021年3月15日、2023年3月1

日、2024年3月1日公告數據)做為判定標準。

05  國際稅務新知

歐盟：2021年3月啟用
新海關貨物預報安全系統

June 2020

歐盟明年即將上路的ICS2，目標為強化歐盟海關風險

管理的架構並提升跨境通關便利性。所有從事貨物的

裝卸與運送、快遞、郵寄的業者，均會受到ICS2的新

規定影響，需為此新系統預先做準備。若企業經營者

無法事先上傳ICS2必要安全数據，貨物將被攔截在海關

且無法進行報關程序，建議台商盡早與協助歐盟報關

作業的業者確認是否符合規定，以免遭受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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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6月1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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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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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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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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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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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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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日 6月30日
108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及107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依財政部

公告延長)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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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7月1日 7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第二季(4—6月)之進項憑

證於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7月1日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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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日 7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7月1日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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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日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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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日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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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日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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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日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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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日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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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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