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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泰國：設立一人股東公司草案

泰國商業發展廳於2020年9月舉行一人股東公司相關草案

之公聽會，預計近期將頒布核准一人股東公司之設立

規定。

January 2021

柬埔寨：更新獨資或合資企業納稅義務人分類級距的

年營業額標準

柬埔寨經濟財政部更新自我評估稅制下獨資或合資企業

納稅義務人分類級距的年營業額標準，根據不同產業別

及不同年營業額標準，區分為大型、中型及小型獨資或

合資企業納稅義務人，須依規定申報及繳納稅款，自

2021年起生效。

馬來西亞：2020年頒布之《金融法案》，更新移轉訂價

法規

2020年《金融法案》自2021年1月1日生效，其中規定對

未能即時提供移轉訂價文據之企業處以罰款；且進行

移轉訂價調整時，無論是否被徵收額外稅負，均需繳納

附加費，最高不超過5%的附加費。

活動分享

TMT Top Risks with Eurasia Group

隨著2020年度的動盪不安，2021年伴隨著更多的不確定

性，許多科技、媒體及電信(Technology, Media,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MT)組織都在尋找最佳方法來

防範及因應這些未知的因素。

KPMG與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一起為全球高階主管

在2021年2月9日舉辦線上研討會，討論2021年的地緣政

治風險及其對TMT行業的影響。

歐洲

義大利：通過2021年預算法案，擴大稅額扣抵及租稅

優惠之適用

「2021年預算法案」於2021年1月1日生效，公布多種

稅務措施，包含延長特定稅額扣抵之適用期限及對符合

資格的外國投資提供其股利與資本利得之扣繳稅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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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設立一人股東公司草案

根據泰國民商法(Civil and Commercial Code)規定，

成立有限公司至少需3名股東，常見情形為一名股東持有

大部分股份，其餘二名股東持有少數股份，以符合股東

人數條件。泰國政府為符合實務需求，推動草案放寬

公司註冊條件，允許設立一人股東公司，以鼓勵小型

企業、增加彈性，並減少股東之間可能的衝突。

一人股東公司草案

‒ 股東個人資產需與一人股東公司資產分離，且其股東

的負債不得超過公司註冊資本額。

‒ 公司名稱需以”Single Shareholder”作為字尾，或

於名稱前加入BorJorKhor.( )。

‒ 一人股東公司之股東需為自然人，且一人同時期僅能

成立一家一人股東公司，不能同時註冊另一家1人

股東公司。

‒ 如公司發生重大變動如公司章程變更，需取得一人

股東的同意書。

‒ 一人股東公司的註冊資本額得包括資金及其他資產。

如以資金為註冊資本，註冊資本額必須完全注資，如

為其他資產，需在登記之日起90天內進行鑑價並移轉

至公司名下。

‒ 一人股東有權轉讓或質押其出資證明 (為該股東對

一人股東公司的權利證明)，惟需遵守草案之其他

相關規定。

‒ 一人股東可擔任或任命另一人或多人擔任公司經理。

‒ 一人股東公司需準備經註冊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

‒ 如公司虧損，則不得分配股利，且每年應留存至少

百分之五的淨利作為法定盈餘公積，直到該金額達到

註冊資本額的百分之十。

‒ 根據民商法規定，一人股東公司可轉換為有限公司。

01 國際稅務新知

泰國政府研擬草案，其以降低公司設立條件 (即一人

亦可成立公司 )，鼓勵小型企業，並促進經濟發展。

目前該草案並未特別規定外資之適用準則，建議擬至

泰國布局的臺商應多加注意相關規範及立法進程。

此外，建議臺商應仔細審視外商法之規定，分析當地

外資限制或禁止投資之營業項目等，以免申請時被主管

機關駁回，增加行政及時間成本。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บจ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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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經濟財政部(Ministry of Economy and Finance)

更新自我評估稅制(self-assessment regime)下納稅

義務人分類級距的年營業額標準，根據不同產業別及

不同年營業額標準，區分為大型、中型及小型獨資或

合資企業納稅義務人，自2021年起生效。如被認為申報

的年營業額無法反映實際的年營業額，則應以企業資產

為替代性分類標準。

小型納稅義務人

滿足以下年營業額標準的獨資或合資企業為小型納稅

義務人：

1. 農業、服務業及貿易業：年營業額介於2億5千萬

瑞爾(約新臺幣172萬元)至10億瑞爾(約新臺幣690萬

元)之納稅義務人。

2. 工業：年營業額介於2億5千萬瑞爾(約新臺幣172萬

元)至16億瑞爾(約新臺幣1,100萬元)之納稅義務人，

或於曆年中，連續3個月的實際或預計年營業額超過

6千萬瑞爾(約新臺幣41萬元)之納稅義務人。

3. 參與提供商品及服務之投標、議價或調查之納稅

義務人。

中型納稅義務人

滿足以下年營業額標準的獨資或合資企業為中型納稅

義務人：

1. 農業：年營業額介於10億瑞爾(約新臺幣690萬元)至

40億瑞爾(約新臺幣2,755萬元)之納稅義務人。

2. 服務業及貿易業：年營業額介於10億瑞爾(約新臺幣

690萬元)至60億瑞爾(約新臺幣4,146萬元)之納稅

義務人。

3. 工業：年營業額介於16億瑞爾(約新臺幣1,100萬元)

至80億瑞爾(約新臺幣5,512萬元)之納稅義務人。

4. 註冊為法人實體、辦事處、政府機構或次級政府

機構、非政府組織之企業或是為上述機構中之

計畫。

5. 外國外交使館或外國領事事務局、國際組織或政府

技術合作機構或是為上述機構中之計畫。

大型納稅義務人

滿足以下年營業額標準的獨資或合資企業為小型納稅

義務人：

1. 農業：年營業額超過40億瑞爾(約新臺幣2,750萬元)

之納稅義務人。

2. 服務及貿易業：年營業額超過60億瑞爾(約新臺幣

4,120萬元)之納稅義務人。

3. 工業：年營業額超過80億瑞爾(約新臺幣5,512萬元)

之納稅義務人。

4. 跨國公司的子公司或外國公司的分公司。

5. 註冊為符合資格投資計畫下之企業。

如稅務總局(General Department of Taxation, GDT)

認為申報的年營業額無法反映實際的年營業額，則可

依據企業資產重新分類納稅義務人級距如下：

02 國際稅務新知

柬埔寨：更新獨資或合資企業
納稅義務人分類級距的年營業
額標準

納稅義務人級距 產業別 企業資產

小型納稅義務人
農業、服務業及貿易業 2億瑞爾(約新臺幣137萬元)至10億瑞爾(約新臺幣690萬元)

工業 2億瑞爾(約新臺幣137萬元)至20億瑞爾(約新臺幣1,374萬元)

中型納稅義務人
農業、服務業及貿易業 10億瑞爾(約新臺幣690萬元)至20億瑞爾(約新臺幣1,374萬元)

工業 20億瑞爾(約新臺幣1,374萬元)至40億瑞爾(約新臺幣2,750萬元)

大型納稅義務人
農業、服務業及貿易業 超過20億瑞爾(約新臺幣1,374萬元)

工業 超過40億瑞爾(約新臺幣2,7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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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國際稅務新知 |柬埔寨：更新獨資或合資企業納稅義務人分類級距的年營業額標準

柬埔寨政府針對農業、服務業、貿易業及工業，依不同

年營業額標準區分大型、中型及小型納稅義務人，建議

臺商重新審視企業應適用的分類級距進行申報及依據

繳納稅款，以免因不諳規定而受罰。

資料來源：Cambodia Updates Thresholds for

Taxpayer Classification (IBFD; 18 January 2021)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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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國際稅務新知

馬來西亞：2020年頒布之《金融
法案》，更新移轉訂價法規

馬來西亞頒布之《金融法案》中，新移轉訂價法規自

2021年1月1日生效，其更新彙整如下：

對於未能即時提供同期移轉訂價文據者處以責罰

目前馬來西亞所得稅法對於未能即時提供同期移轉訂價

文據的納稅義務人並無特別懲罰規定，通常納稅義務人

須在稅務機關提出書面要求後的30天內提供同期移轉

訂價文據。現已修定相關法規，對於未能即時提供移轉

訂價文據的罰款明定如下表。

授權稅務機關權力重新定義個人或法人於受控交易中

所採用之架構

為確保2012年所得稅(移轉訂價)規定與所得稅法保持

一致性， 擬將2012年所得稅(移轉訂價)規定中第8條

納入所得稅法令中，該條款授權稅務機關權力忽視及

重新定義個人或法人於受控交易中所採用的架構，並

解決潛在爭議：

1. 交易的經濟實質與其交易形式不符；或

2. 縱使形式和實質相同，但就總體而言，不符合一般

商業獨立人士所採用之商業安排，且已阻礙稅務

機關判斷該受控交易適當的交易價格。

當稅務機關行使此權力，根據實際經濟和商業情況實現

公平原則，可對受控交易之交易架構進行調整。

移轉訂價調整附加費

根據原規定，如於稅務查核期間進行移轉訂價調整而

導致應納額外稅款，罰款也將與額外稅款一併徵收，

但若移轉訂價調整未導致應納額外稅款，則不被加徵

罰款。

現今規定應對所有稅務查核案件，不論移轉訂價調整後

是否會產生額外稅款，仍須支付不超過5%之附加費，

目的係確保受控交易應按公平原則進行。

依據條款 責罰

第113B(1)條款

‒ 經判決罰款最低可為20,000令吉(約新台幣140,000元)，最高為100,000令吉(約新台幣700,000元)，或

拘役六個月，或兩者兼有；

‒ 且必須在30天內或法院所裁定之期限內提供移轉訂價文據。

第113B(4)條款 如未經起訴，罰款最低可為20,000令吉(約新台幣140,000元)，最高為100,000令吉(約新台幣700,000元)。

第113B(5)條款
若納稅義務人收到根據上述第 113B(4)條款所發出之書面通知 ，可向稅審裁處特委 (Special

Commissioners of Income Tax )提出上訴。

馬來西亞政府修訂移轉訂價規範，其意義為強調公平

原則，除對未能及時提交移轉訂價文據之公司徵收罰款

外，也授權稅務機關重新定義個人或法人於受控交易中

所採用之移轉訂價架構的權力，也透露出遵守的移轉

訂價法令不再是個選項。臺商務必按時備妥移轉訂價

文據和相關記錄並確保受控交易符合公平原則，避免

受到裁罰或產生爭議。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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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國際稅務新知

義大利：通過2021年預算法案，
擴大稅額扣抵及租稅優惠之適用

「2021年預算法案」於2021年1月1日生效，公布多種稅

務措施，包含對符合資格的外國投資提供其股利與資本

利得之扣繳免稅，並擴大與延長投資發生於2021年及

2022年之稅額扣抵之適用如下：

稅額扣抵擴大適用於以下投資

‒ 用於義大利境內生產設施內符合條件之新資產：扣抵

稅額適用於2020年11月16日至2022年12月31日或

2023年6月30日間投資的新資產。如賣方於2022年12

月31日前接受訂單，且收取至少20％貨款。數種可享

扣抵稅額額度為10%至50%，實際取決於資產類型、

購置成本與購置時點。

‒ 用於投資研發、生態工業轉型、技術創新等活動之

投資，可享扣抵稅額額度10%至20%，取決於活動

類型與投資規模。

‒ 用於對每日或定期的線上新聞以及當地音訊和電視

廣播的行銷投資，最高可申請扣抵稅額之合格投資為

每財政年度5,000萬歐元(約台幣17億)。

‒ 用於購置伺服器、數位出版物的管理和維護服務及IT

連接管理之投資。

‒ 合格農業及食品產業之間用於電子商務之實施及其

擴大資訊基礎設施(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s)之

投資。

稅額扣抵擴大適用於以下費用

‒ 中小型企業為於市場(Regulated market)或多邊交易

市場(Multilateral Trading Facility)上市，其2021年

12月31日前所產生之相關專業諮詢費。

‒ 企業於2021及2022年對公、私立大學、培訓機構或

學校之符合條件之捐贈費用，最高可享10萬歐元(約

340萬台幣)扣抵額。其捐贈應用於管理技能之培訓，

實際可適用之扣抵金額視企業規模而定，小型企業可

扣抵比例為100%，中型企業為90%，大型企業則為

80%。

其他租稅優惠

‒ 中小型企業符合資格之增資得享有稅額扣抵優惠，惟

股本須於2021年6月30日前完成認購並投入。

‒ 於經濟特區展開新營業活動之企業，該財政年度內新

營業活動相關之收入可享50%稅務減免。如該企業

預計維持該營業活動並與相關人員保持聯繫至少10年

以上，可再享後續6年之稅務減免。

‒ 特定條件下，透過2021年企業重組而產生的合格

實體，得將結轉之稅損及公司自有資本扣除

(Allowance for corporate equity)相關之遞延稅務

資產，轉換為稅額扣抵。

‒ 自2021年1月1日起，於歐盟成員國或允許與義大利

進行資訊交換的歐洲經濟區內的集體投資，如證明

符合「可轉讓證券集體投資」(Undertakings for

Collective Investment in Transferable Securities,

UCITS)規定，或受歐盟另類投資基金經理人(EU

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 Managers Directive)

監督，其股利可享免扣繳優惠。符合條件的集體

投資，其透過出售居民公司的股份，實現之資本收益

也將免稅。

義大利政府為重振國內經濟，擴大並延長各類型投資、

費用之扣抵額適用範圍，並新增許多其他租稅優惠。

預算法案內容繁雜，建議臺商投資時應進行審慎評估，

以因應2021年預算法案最新優惠措施，若有新投資於

申報所得稅時，是否可以適用，以減緩現金支出。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Januar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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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活動分享

TMT Top Risks
with Eurasia Group

隨著2020年度的動盪不安，2021年伴隨著更多的不確定性，許多科技、媒體及電信(Technology, Media,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MT)組織都在尋找最佳方法來防範及因應這些未知的因素。

KPMG與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一起為全球高階主管在2021年2月9日舉辦線上研討會，討論2021年的地緣

政治風險及其對TMT行業的影響。

誠摯的邀請您加入。

• 活動時間：2021年2月9日上午10:00(台灣時間)

• 活動時長：約45分鐘

• 報名方式：請透過連結註冊，註冊完成後，主辦單位將於會議前發送線上會議登入資訊至您註冊的E-mail

• 參考資料：歐亞集團完整報告

January 2021

Alex Holt
Global Head of

Technology, Media &

Telecommunications

KPMG International

Darren Yong
ASPAC Head of

Technology, Media &

Telecommunications & CoE Leader

KPMG in Singapore

Sophie Heading
Global Head of Geopolitics

KPMG International

Kevin Allison
Director, Geo Technology

Eurasia Group

線上報名

主講者

https://events-meetings.kpmg.com/NSNRYHXSCNC
https://www.eurasiagroup.net/issues/top-risks-2021
https://events-meetings.kpmg.com/NSNRYHXS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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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份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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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月1日 1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上年度第四季(10-12月)

之進項憑證於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1月1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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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日 1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1月1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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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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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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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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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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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日 2月1日

109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

讓所得申報憑單、信託所得申報書、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

以無形資產或專門技術作價投資案件之申報表、申報憑單、申

報書及多層次傳銷事業參加人進貨資料申報(因截止日1月31日

為假日，故順延至2月1日。)

所得稅

1月1日 2月17日

扣繳單位寄發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及緩課股

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予納稅義務人(因截止日2月10日為假日，

故順延至2月17日。)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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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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娛樂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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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 2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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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 申請109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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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申請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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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