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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
全球疫情彙總

全球疫情狀態

數據更新至2021年7月19日

1. 僅從事外交、工務及特殊情況（參加並從事重要
外部活動之外國客人、專家、企業主管、高科技

國家/地區

確診

死亡

189,925,926

4,081,222

台灣

15,408

768

泰國

391,989

3,240

越南

51,002

225

905,851

6,866

62,981

36

印尼

2,832,755

72,489

緬甸

224,236

4,769

全球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勞動者…）入境者，配合當地機關核發簽證及按
越
南

照規定在個別區域辦理填寫健康聲明、醫療檢查
及在居留場所進行適當隔離；
2. 檢疫要求：所有入境者須在登機前提供持有國籍
國核發並獲越南認證的COVID-19檢測陰性證明，
方可登機。
1. 為遏止新冠肺炎疫情，緬甸「中央防治新冠肺炎
委員會」於3月31日公告，宣布各相關中央部會目

緬
甸

前已實施並原訂至3月31日截止之各項管制措施將
延長至4月30日。
2. 暫停核發外籍人士各類入境緬甸簽證。
3. 暫停外國商業航班起降緬甸機場。
1. 禁止所有外國旅客入境和轉機。豁免條件：持居

東南亞國家入境管制重點摘要*

留許可證及停留簽證、APAC卡、永久居留證、外
交簽證、公務留證、醫療、食物援助及支援人員。

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MIDA） 3 月 3 日公布外籍商務
人士入境相關規定，旨在協助商務人士於疫情期間抵馬
馬
來
西
亞

進行商務活動，該局前已設立「安全旅行入口網站」

印
尼

（Safe Travel Portal），以提供相關資訊及諮詢服務。
短期商務旅客須於計畫旅行 14 天前提交線上申請，獲

隔離。所有旅客完成五天居家隔離後須再次進行
3. 印尼政府於疫情期間暫停免簽入境及核發落地簽

批准者得豁免強制性隔離檢疫；至長期商務人士係指持

證。

有效通行證並擬來馬停留逾 14 天以上者，須接受強制
1. 新加坡政府收緊邊境防疫措施，自2021年1月25
日起旅客入境須接受聚合酶鏈式反應（PCR）檢

//safetravel.mida.gov.my）網站申請入境許可。
新
1. 核准長期居留、一般商務（含APAC卡）、觀光、
國

檢，並入住印尼衛生部核准之防疫旅館進行五天
PCR篩檢。

性 檢 疫 ； 長 、 短 期 商 務 旅 客 均 可 透 過 （ https ：

泰

2. 入境旅客含印尼旅客，外國籍旅客須接受PCR篩

技術、學者專家、外籍人士入境等類別，將依兩階

加
坡

段逐步開放，惟入境者仍須依規定隔離14日。

2. 自2021年2月1日起，持有「航空通行證」或透過
「互惠綠色通道」（RGLs）赴星的短期訪客，須
和住院費用，最低投保額為3萬星元。

日
https：//www.boca.gov.tw/cp-56-5248-791bd-1.html

19旅遊保險。

購買旅遊保險，以支付可能的COVID-19相關治療

2. 2021年4月1日起縮短入境旅客隔離天數10天。

*完整版請詳外交部領事館官網：

測，2021年2月1日起短期訪問旅客須購買COVID-

本

自2021年1月9日起入境日本之旅客均須提交出發前
72小時內之PCR陰性檢測證明，並於入境後接受採檢
並居家檢疫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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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稅務新訊：6項稅收優惠
即將到期

印尼政府在疫情期間為企業提供稅收優惠，以幫助他們
通過COVID-19大流行減輕負擔。請特別注意該等稅收優
惠即將到期。
根據財政部長法規 (PMK) 第 9/PMK.03/2021 號「作為
PMK 第 86/PMK.03/2020 號 的 修 正 案 以 及 PMK 第
110/PMK.03/2021號的修正案」，為企業提供六項稅收
優惠有效期至2021年6月30日，換言之，該政策到期只有
幾天時間，目前印尼政府尚未公布延長。

建築服務的最終所得稅優惠
印尼政府還向建築服務企業家提供最終所得稅優惠。有
了這 項激 勵措 施 ， 在加 速 改善 灌溉 用水 利用 計劃 (P3TGAI)中註冊的建築服務企業家可以免徵所得稅。

第22條進口所得稅的免稅
印尼政府還為某些進口商或在這種情況下在進口部門開
展活動的納稅人提供稅收優惠。該激勵措施的形式是免

最高 1,600 萬印尼盾的工資免徵所得稅

除730項特定業務領域、KITE 公司或保稅區公司的PPh

印尼所得稅法第21條所得稅免稅優惠給予在1,189個特定

有業務領域分類(KLU)代碼的納稅人，包括海洋漁業生產

業務領域之一的公司員工 ，以及已適用進口稅收優惠

服務、海洋魚類孵化場、海洋觀賞魚養殖、鎳礦開採、

(KITE)的公司。更詳細地說，獎勵給予擁有 NPWP且年

人造黃油行業、魚油行業、椰子食用油行業、運動鞋行

薪資所得不超過 2 億印尼盾或每月不超過1,660萬印尼盾

業、水泥工業、道路建設等。

第22條進口產品的徵收。在PMK 9/2021中，獎勵給予擁

的員工。有了這項獎勵，符合PMK編號 9/2021 標準的員
工將獲得免稅工資，直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該所得稅
將由印尼政府承擔。如果符合條件，基於PMK 9/2021在
城市公交運輸、旅遊巴士、城市交通、出租車、出租、
摩托車出租車、倉儲、收費公路服務、快遞、1-5星級酒
店等領域工作的員工可以享受這些獎勵。

第25條所得稅分期付款優惠
印尼政府還以將PPh第25條的分期付款減少50%的形式
提供激勵措施，該分期付款是在1,018個特定業務領域、
KITE公司或保稅區公司中經營的納稅人應納的50%可分
期付款。這些獎勵是給予在PMK 9/2021附件中列出KLU

第 23 條中小微企業的最終所得稅優惠

代碼的納稅人，包括玉米種植、水稻種植、甘蔗種植、

政府還為受COVID-19大流行影響的微型、中小型企業

門用於旅遊的國際海上運輸等。

土地加工服務、化妝品批發貿易、紡織品零售貿易、專

(MSME)提供最終所得稅優惠。根據 2018 年第23號政府
法規（PPh Final PP 23），所討論的激勵措施是0.5%的
所得稅，且由印尼政府負擔。有了這種激勵措施，符合
標準的MSME參與者可以免除納稅義務，因為它由政府
承擔，直到2021年6月30日。獲得獎勵的中小微企業的
標準是根據2018年第23號PP中的規定具有一定總營業額
的納稅人(WP)。PP 23/2018中提到的納稅人是個人納稅
人和/或合作社形式的企業納稅人、有限合夥企業(CV)、
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PT)，其收入在1年內的總營業額不
超過 48 億印尼盾。

增值稅優惠
在725個特定業務領域「以前為 716 個業務領域」之一
經營的低風險應稅企業家(PKP)、KITE公司或保稅區公司
以加速歸還的形式獲得稅收優惠，最高超額支付50億印
尼盾。可以獲得這些獎勵的PKP包括松林開採、煤炭開
採、金銀開採、嬰兒食品工業、鹽加工業、切花/花店零
售業、城市交通、出租車運輸、酒館/咖啡館、小吃攤、
酒吧、小吃攤 、餐廳、電影放映、旅遊區、理髮店服
務、美容院服務、水療中心、健身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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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法律更新：越南數據保
護法令草案中企業家的必知
内容
越南政府近期公佈第二版個人數據保護法令草案「PDP法
令」。法令引入許多新概念和合規要求，對不同的組織和公
司從事個人數據相關活動具有重大影響，預計2021年12月

對個人數據處理者的合規要求
個人數據處理人必須遵守以下規定：
⚫ 獲取數據主體的同意，本著自願原則，並以書面形式打

起生效。

印或複印出來。

廣泛的治理範圍
PDP法令的治理範圍涵蓋全部越南公民的私人數據，無論此
類數據的處理地點是越南境内或境外。「個人數據處理」被
定義為包含「一項或多項影響個人數據的行爲，包括收集、
記錄、分析、存儲或破壞個人數據等其他行爲」。這意味著
外國實體、中介和個人從事任何與越南個人有關的個人數據

活動，包括國際社交網絡和網站，都將遵從此項法規約束。

⚫ 值得注意的是，數據主體的沉默和不回應不視作同意。
⚫ 除數據主體另行決定的情況下，數據主體的同意一般長
期有效。然而，數據主體對國家機關的同意僅在數據主
體死亡後二十年内有效
通知數據主體個人數據處理的全部情況，除非：

⚫ 數據主體對其個人數據的内容和處理已作出充分同意；

設立個人數據保護委員會「PDP委員會」

⚫ 該個人數據處理應法律要求作出；

PDP法令草案提出將成立PDP委員會，設置在公安部下屬網

⚫ 該個人數據處理不影響數據主體的權利和利益，并且無

絡和高科技犯罪預防部門内。PDP委員會的重要職能是監督
並確保PDP法令中個人數據保護要求的實施。PDP委員會有
權檢查和驗證特殊組織/公司内部合規情況「每年不超過兩

法通知數據主體；
⚫ 該處理個人數據為科學研究或統計用途。

次」。如存在違規跡象，可實施多次檢查。

在上述處理敏感個人數據，和跨境傳輸個人數據前向PDP委

越南將搭建個人數據保護國家門戶網站，公佈委員會對機構

員會備案備案資料包括：

和組織的個人數據保護可信賴程度的評估情況。

⚫ 申請書，包含數據處理人信息、數據處理/傳輸用途、數

基礎/敏感的個人數據
PDP法令草案的要點之一是對分散在不同法律法規中的個人
數據做統一定義。具體而言，個人數據分爲兩類：
⚫ 基礎個人數據：不僅包含通常的身份信息，如姓名、出

據來源和類型、數據保護措施描述等衆多細節信息；
⚫ 影響評估報告，包含數據處理行爲、評估對數據主體的
負面影響和緩釋潛在風險的提議措施等細節；
⚫ 其他輔助性文件

生日期、死亡日期、具體聯係方式、教育背景、婚姻狀

除獲得PDP委員會批准以外，在越南個體個人數據傳輸至境

況，種族和性別，還包括血型和反映個人歷史網絡活動

外之前，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的數據；

⚫ 獲得數據主體的同意；

⚫ 敏感個人數據：包含關於政治和宗教觀點、健康狀況、
生物特徵數據、基因數據、性取向、犯罪記錄、財務數
據、地理位置及社會關係的信息。
有意處理敏感個人信息的實體應遵守更嚴格的要求，例如披

⚫ 原數據保存在越南；且
⚫ 數據處理人應證明接收國家或地區擁有與PDP法令要求
相比同等或更高級別的個人數據保護。

露限制，在PDP委員會登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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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法律更新：越南數據保
護法令草案中企業家的必知
内容(續)
此外，數據處理人應開發系統，以保存三年内的信息傳輸歷

透過全面查核現有業務處理、實施和形式 ，以在法令實施

史。

後快速達到合規要求。

民間希望越南政府能夠預留足夠的合規寬限期，以調配充沛
資源快速處理湧入的商業實體離岸儲存數據申請。
⚫ 采用物理、技術和管理措施保護個人數據；

通過執行數據保護計劃可以達成這個目標，以下是協助企業
和個人開始合規準備的幾種方式：
⚫ 羅列出數據源和位置。例如，數據是否儲存於多個（物
理位置或是雲存儲）存儲系統，誰有權限識別數據風

⚫ 按法令要求制定頒佈個人數據保護内部規章制度。

險。需要注意的是，雖無需對分散存儲的客戶數據 過分

内部規章制度必須有PDP法令要求的内容條款，並在公佈前

緊張，但應通過明確的管理系統和定期稽核輔助；

提由PDP委員會評估。

未經同意處理個人數據的情形
PDP法令僅允許個人數據處理人在下述情況下可未經同意處
理分享個人數據，其中包括有關國家和公共安全的特殊情
況；數據主體或普通公衆的自由和健康遭受威脅之緊急情
況；對違法行爲進行調查；進行研究和統計需要收集或其他
越南法律和國際條約要求的情形。但是，對是否上述範圍可
延伸至針對公司員工的内部調查還未釐清。

⚫ 檢查至今爲止收集的數據是否重要且與業務相關；檢查
清理流程，考慮歸檔數據是否有必要；如有必要，考慮
加密此類數據；
⚫ 保證證書和技術及時更新；
⚫ 在系統中全面製定和實施保障措施，以遏制任何可能的
數據洩露；
⚫ 與第三方承包商核對以確保他們採取了正確的安保措
施；
⚫ 審查當前帶有預先勾選的同意書以確保沒有默示同意的

執行

情況；

PDP法令草案還規定了執行制度，根據違規級別和性質不
同，對違規行爲處以5千萬越南盾到1億越南盾（相當於
2,000美元至4,350美元）不等的紀律或行政處罰。違規人也
可能會被暫時或終身禁止從事處理或傳輸數據。對於持續違

⚫ 審查/制定隱私政策和程序以確保符合新要求。
由於 PDP 法令草案中的規定大部分基於歐盟 GDPR 原則，
法令生效時，採用 GDPR 數據保護標

規行爲，法令還引入基於營收情況的罰金，最高可達違規人

準的公司在更新實務確保遵守越南個人數據法規時不會面臨

在越南年收入的5%，並附加撤銷數據處理權。

太大困難。

PDP法令為相關機關施行時提供了充足的自由裁量權，希望

根據公眾的意見和建議，越南政府還可能會進一步修改 PDP

越南政府在後續工作中，能通過法律文書進一步指導並釐清

法令草案；然而，我們認為這並沒有減損政府尋求實施更嚴

法令的實施。

數據保護法規的事實。

如何搶先一步瞭解法規
法令的原則是「隱私始於設計（Privacy by Design）」，
本質上要求公司和個人將個人數據安全融入其核心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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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移轉訂價更新：通知對
預先訂價協議申請稅務行政
提供指導
越南財政部頒佈第45/2021/TT-BTC號通知（第45號通
知），依據《稅捐稽徵法》及第126/2020/ND-CP號議
定（第126號議定，2020年12月5日生效），就預先訂
價協議（Advance Pricing Agreement, APA）計劃做
出進一步指導。
第45號通知替代第201/2013/TT-BTC號通知（第201號

預備申報檔案/預備申報會議
現 得 選 擇 向 稅 務 總 局 （ the General Department of
Taxation, GDT）請求提出預備申報諮 詢。 大幅降低稅
捐機關和納稅義務人雙方行政負擔。
APA流程包括4項步驟：

通知），自2021年8月3日起生效。

⚫ 正式申請

第45號通知有關APA計劃，值得注意的變動如下：

⚫ 評估
⚫ 討論及商議

涵蓋交易
APA涵蓋的關聯方交易必須全部滿足以下四個條件：
⚫ 交易需於商業活動過程中發生，且於申請涵蓋期間持
續發生

⚫ 結論、批准及簽署
該通知尚未對上述任一步驟訂定時限。

修改/終止單邊APA

⚫ 交易納稅義務的決定及用於可比較數據基準分析資料
均應具備基礎
⚫ 交易不涉及/處於稅務爭議或稅務訴訟（例如MAP）
⚫ 交易進行需透明，不涉及逃稅、避稅或濫用租稅協定

生效日期
APA 生 效 日 期 自 雙 方 主 管 機 關 （ Competent

Authorities, CA）（第201號通知規定之APA 正式提出
申請日期不再沿用）簽訂之日起生效。此意味該法規在
越南不適用回溯。然而， 對於雙邊APA，倘CA雙方就生
效日無法達成一致，則越南財政部得向越南政府提出申
請裁決。

在實施單邊APA的過程中，倘出現重覆課稅或因國外稅
捐稽徵權做出不利移轉訂價之調整，納稅義務人有權要
求GDT修改或終止APA。該請求由GDT進行考量並做出
批准。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越南再次啓動APA計劃，目的為加速APA申請審查，並
減少稅捐機關和納稅義務人之 行政負擔。在BEPS和全
球嚴格審查移轉訂價背景下，我們預期未來會湧入APA
新申請案。
鑒於APA計劃新架構，APA申請案將採用先到先處理。

涵蓋期間

據此，對APA計劃有興趣之納稅 義務人應儘快提出APA

APA涵蓋期間，就原第201號通知規定5年改爲最長3年。

申請，確保申請案被優先處理。

對於2021年8月3日前（第45號通知生效日）提出APA正
式計劃但未生效之申請，且預計涵蓋期間截止日在2021
年8月3日之後者，得繼續依據《稅捐稽徵法》、第126號
議定和第45號通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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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設立公司要求
及基本稅制

項目

重點內容

資本額

⚫ 本國企業最低投資資本額要求至少 5 千萬印
尼 盾 (Indonesian Law No. 40 of 2007
Article 32)
⚫ 外國直接投資公司的基本限制如下
(Regulation 6/2018 Indonesia Article 6)：
- 發行資本需等於實收資本，金額至少為
25 億印尼盾。
- 股權百分比依據股票面額計算，每位股
東至少持股達1 千萬印尼盾。
- 禁止股份代持

公司設立
型態

⚫ 外 國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Perseroan Terbatas
Penanaman Modal Asing, PT PMA)
⚫ 外 國 公 司 辦 事 處 (Kantor Perwakilan
Perusahaan Asing, KPPA)

股東人數

⚫ 最少 2 名自然人或法人股東
⚫ 無須有當地居民

董事人數

最少1 名自然人或法人董事，公開上市公司至
少2 名自然人或法人董事。

投資金額

外國直接投資公司於取得營業執照後一年內，
投資金額需實現至少100 億印尼盾，該投資金
額 不 包 括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Regulation 6/2018
Indonesia Article 6)。

外國投資者成立公司流程
通常在印尼成立外國有限責任公司（PT PMA）申請各
項許可證流程及所須檢附文件如下：

3-10天

7天

2-3天

1天

取得地址證明（Sk. Domisili）註 1

取得公司稅籍編號（Company NPWP）

⚫ 取得單一營業編號（Nomor Induk Berusaha,
NIB ） ， 必 須 完 成 公 司 承 諾 （ Company
Commitment）後才能生效。
⚫ NIB 包括進口執照（API-P/API-U）以及海關
編碼（NIK）。

⚫ 取得公司承諾（Company Commitment）
各行業時 ⚫ 各行業有不同的公司承諾，例如：環境評
程不同
估 （ AMDAL, UPL/UKL ） 、 建 築 許 可 證
（IMB）等。
可至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網站
（https://oss.go.id/portal/）查詢。
註1

股票種類

取得公司章程（Akta Notaris） 包括法務部認
證（Sk.Menkumham）（如果文件備齊最快
3 天）

某些地區已無發出地址證明，例如雅加達地區。

普通股、特別股

《東協國家投資手冊》
下載專區
點此開啟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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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設立公司要求
及基本稅制（續）

與公司直接相關之稅目：公司所得稅

0.5% 繳納企業所得稅。

居住者認定

資本利得稅

依照印尼法令設立註冊或以印尼為所在地的公司即屬居住
企業；透過常設機構在印尼從事商業活動的外資企業一般
視同履行與居住企業相同之納稅義務。

出售土地及（或）建築物按照交易價格適用2.5% 之稅率課
徵資本利得稅。

公司所得稅稽徵原則
⚫ 居住企業採屬人主義課稅，即印尼境內及境外均應課
稅。
⚫ 非居住企業採屬地主義，即僅對印尼境內所得課稅。

應納稅所得
應納稅所得包含營業收入、不動產以外之財產交易所得、
利息、股利（符合條件者，得免稅）等。

稅收優惠
依據印尼政府78/2019 號法規規定，經營特殊產業及在特
殊地區營運之公司，可享有稅收優惠，優惠內容如下：
⚫ 公司在固定資產所投資之總金額，其 30% 可分配到6
年期間來抵扣公司之應課稅收入，即公司在前6 年之淨
收入每年可抵扣投資總金額之5%。
⚫ 相關投資所直接使用之固定資產或無形資產可享用加速
折舊和攤銷
⚫ 5 年之虧損扣抵，最高可累積外加至 10年。

盈虧互抵

不動產稅

⚫ 虧損扣抵可自虧損年度後抵 5 年，但不得前抵。

不動產稅按年度繳納，稅率由相關機關認定，基本上不超
過0.3%。

⚫ 位於工業區或保稅區、部分產業類型、使用至少70%
的印尼當地原物料、僱用300~600 名印尼當地勞務、進
行研究與發展、從事再投資、銷售額之30% 以上出口
等公司，若經相關官方機構認可，則可延長後抵，最多
10 年。

企業所得稅

課稅範圍
在印尼境內移轉應稅貨物、進口應稅貨物、在印尼境內提
供應稅服務、在印尼境內使用境外提供之應稅無形資產及
服務、出口應稅貨物等，應課徵增值稅（Law No. 42 of
2009）。

⚫ 一般稅率為 25%（有超過 40% 的股票在印尼股市上市
且符合特定條件之公司稅率為20%）。
⚫ 年度總收入不超過 500 億印尼盾的小型企業，應稅所
得中 48 億印尼盾占其總收入比例的部分，得享受標準
稅率之50%，即12.5%。

⚫ 年度總收入不超過 48 億印尼盾的企業應按總收入的

《東協國家投資手冊》
下載專區
點此開啟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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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連結獎勵計畫 ‒ 製藥產業

為了提高印度的製藥能力及利用尖端技術讓印度成為全
球製藥第一大國，印度政府已經批准了製藥產業的連結
獎勵計畫。2021年3月3日印度化學及肥料部(Ministry
of Chemicals and Fertilizers)之藥品局(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s, DoP)發布了該計畫內容，詳細說
明企業在提出申請時應遵循的流程及要求等。該計畫申
請期限為60天，即自2021年6月2日起至2021年7月31
日止。

申請方法
應按財政年度2019-20藥品及/或體外診斷醫療器材(in
vitro diagnostic device, IVD) 全 球製 造收 入 (Global
Manufacturing Revenue, GMR)分組申請，申請組別
如下：
組別

全球製造收入

A

大於500億盧比(含)

獎勵計畫重點內容

B

大於50億盧比(含)，未滿500億盧比

申請者

C

未滿50億盧比 (C組中屬微中小型企業)

印度註冊公司、有限責任合夥(LLP)、合夥及獨資公司

評估標準

基期

藥品及體外診斷醫療器材下的每個組別，將再按個別情
形作權重分配，以對申請者進行評估。

以財政年度2019-20(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為

基期

甄選標準

申請期限

將根據評估結果對合格申請者進行排名，並按照排名順
序進行甄選。各組可獲選之數量如下：

2021年6月2日至2021年7月31日
組別

申請者獲選
之數量

適用產品

條件

最多4家跨國公
類別

項目內容

A

11

1

生物製藥、複雜學名藥、專利藥品或接近專利期限的
藥品等

B

9

2

關鍵原料(KSM)/藥物中間體(DI)和活性藥物成分(API)

C

35

3

發現新的適應症用途或是用法的藥物(老藥新用)、自
體免疫藥物、抗癌藥物等

藥品局(DoP)將根據需求、中央藥品標準管理組織(Central
Drugs Standard Control Organization, CDSCO)之核准及
技術委員會(Technical Committee, TC)之意見，並考慮當前
的生產水準及可用性等，以決定涵蓋之適用藥品。藥品局的
決定應與計劃目標一致。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MNCs)
最多3家跨國公司

‒ 最少20家MSMEs
‒ 至少5家體外診斷醫療設備製造商

合格門檻與獎勵優惠
合格門檻
門檻應基於合格產品的增量銷售額，而增量銷售額係基
於最低累計投資與最低銷售增長百分比的年度門檻做計
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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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投資金額：

獎勵金額上限
申請者最低累計投資金額

投資年數

5年以上

A組

累計投資達100億盧比

B組

累計投資達25億盧比

C組

累計投資達5億盧比

C組(註)

承諾投資5年

組
別

獎勵上限

額外獎勵
上限

總獎勵

最大分配獎勵

A

100億盧比

20億盧比

120億盧比

1,100億盧比

B

25億盧比

5億盧比

30億盧比

225億盧比

C

5億盧比

1億盧比

6億盧比

175億盧比

獎勵優惠率：根據合格產品類別的基年增量銷售額計算
財政年度

產品類別1&2

產品類別3

合格投資：合格產品所產生的相關費用

2022-23
至2025-26

10%

5%

⚫ 新廠房、機器、設備和相關水電費用

2026-27

8%

4%

⚫ 研發費用(R&D)

2027-28

6%

3%

註：微中小型企業

⚫ 技術轉讓(Transfer of Technology, ToT)協議
⚫ 產品註冊費用

KPMG Observations

⚫ 建築(相關基礎設施，最高20%為限)

KPMG觀點

不包含：招待所、娛樂設施、辦公大樓、住宅區等、土
地；二手/翻新的廠房、機器、設備、公共設施或研發設

為實現自給自足經濟計畫的願景，以及使印度製造商成

備。

為全球製藥產業供應鏈一環，印度政府已將製藥產業視

包含：所有不可扣抵的稅款和相關費用支出。

度為1,500億盧比(約新臺幣567億元)，將有利於推動印
度製藥業的成長。2021年6月2日已開放申請者提交申

銷售增長百分比：

請，於2021年7月31日截止受理。建議擬至印度投資之

銷售門檻
獎勵
年數

為國家重點發展產業。此次製藥產業之連結獎勵計畫額

製藥業臺商可評估此項優惠，尋求專家協助確定其是否

財政年度
2022-23

A組

>5億盧比

B組

>1億盧比

C組

>1,000萬盧比

C組(註)

>500萬盧比

財政年度
2023-24 起

符合申請資格，在規定期限內進行申請以享獎勵優惠。

合格產品的實際銷售額較
上一財政年度增長7%

註：微中小型企業

獎勵金額與優惠率
⚫

獎勵金額應按合格產品的增量銷售計算，即獎勵金
額=淨增量銷售×獎勵優惠率。

⚫

獎勵總額應在計畫任期內，按照年度將獎勵分配給
每位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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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關務更新

免徵進口關稅：以出口加工為目的的進口貨物

貨物，允許在越南銷毀或已經銷毀的，符合進口關稅免
稅計劃的條件。

免徵情形
第18號法令澄清以出口加工為目的的進口貨物符合豁免

情形。其中，出口貨物包括加工產品用於(i)出口海外或

認定免稅資格的依據
⚫ 用於出口製造目的的進口貨物，欲發送至越南境分包

非關稅地區(ii)應加工委託人的要求，現地出口到越南的

加工方，僅享有免徵進口關稅的資格：

組織或個人。

-

成品，進一步製造成成品出口；

認定免稅資格的依據
⚫ 納稅人或納稅人僱用的加工方(i)擁有所有權或有權使

-

的貨物可以出口或進一步製造以供出口。

局提交有關加工或分包加工設備、合同及其附件的通
到行政處罰。
⚫ 加工方將部分或全部進口貨物，或由這些貨物製成的

半成品送到越南境內的其他實體進行分包加工，然後
接收已加工的半成品或製成品用於出口目的的，最初
進口的貨物免徵進口關稅。
⚫ 如果分包加工方位於非關稅區或海外，則送去分包加

納稅人必須首先製造進口貨物，然後將部分或全
部半成品分配給本地加工方。之後，分包加工後

用越南境內加工設施設備的權利，並且(ii)已向海關當
知。同時，如果未按時提交這些文件，則納稅人應受

部分或全部貨物分配給本地加工方，然後接收半

-

部分貨物分 配給本 地加工 方 ，然後接 收製成 品
出口。納稅 人仍必 須自行 製造進口貨 物的其 餘
部分。

⚫ 如果(i)進口貨物或(ii)半成品完全由進口材料生產被
送往非關稅區或海外的加工方，並採用與上述情形
類似的生產流程，則免徵出口關稅。但是，按照現
行法規，分包加工產品進口到越南後，必須支付進
口關稅。

工的進口或經加工的半成品將免徵出口關稅。但是，
根據現行法規，分包加工的產品重新進口到越南後，
必須支付進口稅。

用於出口製造目的的進口貨物
⚫ 申報就地進口手續時需要繳納關稅，製成品出口以後
有權針對已用到生產出口製成品的就地進口貨物申請

處理廢料

退稅。

因加工過程而產生的廢料和報廢產品，將使用目的改為
境內使用的，應免徵進口關稅，並且納稅人無需執行報
關程序。但是，增值稅、特殊銷售稅和環境保護稅(如果
有)需按照現行法規申報支付。

用於出口製造目的的進口貨物
免徵情形

⚫ 申請流程按照134號法令第36條規定。

關稅退稅計劃的修訂和補充條款
稅計劃中的進口貨物必須再出口
新 的 第 18 號 法 令 規 定 進 口 貨 物 必 須 再 出 口 可 選 項 ，
包括：

第18號法令增加一種情形，即用於出口製造目的的進口

⚫ 進口貨物出口返還給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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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協助您解決因新進出口關稅指導法令而產生的

關稅取消
根據適用情形、申請程序和提交流程不同對條款做出新
的補充，以供參考。

上述問題：
⚫ 審查公司的業務模式，特別是在公司打算將進口貨物
送去分包加工時，提出適用於公司進出口貨物的適當

關於非關稅區出口加工企業(EPE)的海關監管、
檢查和稅收政策適用條件的補充規定
第18號法令增加了非關稅區EPE海關檢查和監管要求，
包括：

免稅計劃解決方案；
⚫ 根據越南海關條例，為新出口加工企業的業務模式提
出有關企業關務遵循責任的諮詢；
⚫ 針對公司以出口製造為目的、發至本地加工方做進一

⚫ 在EPE周圍有堅硬的圍欄，將EPE與其他區域分開；

或有大門或門確保只能通過大門或門交付貨物；
⚫ 在入口和出口設置監控系統(24小時運行)，記錄EPE
和存儲區中的出入貨物。此外，監控系統應直接連接

步加工的進口貨物已被徵收關稅的情形，向公司提供
退稅可能性和退稅程序的諮詢；

⚫ 協助公司審查或評估海關對獲得EPE資質的要求，並
通知企業負責人維持該資質需要采的關鍵步驟。

到當地海關負責人，並且所有記錄數據應在公司所在
地保存至少12個月；
⚫ 通過系統管理非免徵關稅貨物，並按照海關法規的要
求報告出口生產庫存的輸入-輸出-餘額。
還應強調的是，出口加工企業位於非關稅區內並符合以
上條件的，應自法令生效日(即2021年4月25日)起一年內
向相關海關分局提交書面通知，便於海關機關再次檢查
是否符合法律規定要求。

常見問題
根據我們的觀察，在第18號法令更新要點中，針對企業
進出口關稅的典型審查方面包括：
⚫ 用於出口加工/製造目的的進口貨物在進口關加工方
在擁有所有權或有權在加工設施中使用設備時的附加
義務，以及在規定時限內提交相關加工合同；
⚫ 如果公司在出口製造計劃下因為分包加工給其他加
工方而被徵稅，若這些貨物現在已經滿足第18號法
令免徵計劃的要求，則公司可以申請進口關稅和增
值稅退稅；
⚫ 檢查監督獲得EPE資格的企業和EPE稅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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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稅務相關帳簿和憑證之
電子存檔規定

根據日本2021年的稅制改革，日本稅務局公布了一套稅

⚫

當公司已經收到其主管稅務機關所核發關於保存稅

務指引，說明修正後的稅務相關帳簿和憑證之電子存檔

務相關會計帳簿的核准函，證明其符合特殊保存稅

新規定，以及之前並未公布過的相關稅務規定。

務相關會計帳簿的規定時，適用此方式儲存稅務資
訊的特定通知信必須提交到其主管稅務機關，始得

2021年稅制改革修訂了稅務相關的會計帳簿和憑證的電

適用短漏報所得時可降低罰則的規定。

子記錄保存規定，並提出了稅務相關文件的掃描保存系
統。此2021年5月31日發布的宣導傳單概述了稅制改革
對電子記錄保存修正後的相關規定。此宣導傳單說明的

於2022年1月1日之前取得的電子記錄保存系統

措施如下：

預先核准函仍然有效

取消主管稅務機關對電子紀錄保存的「預先核

⚫

於2022年1月1日之前從主管稅務機關取得的使用電
磁紀錄方式保存稅務相關會計帳簿及憑證和使用掃

准制度」

描保存系統儲存稅務相關文件的核准函仍持續有

針對2022年1月1日(含)以後以電子或掃描方式所保存之

效，除非有申請撤銷核准函(或是該核准函被主管稅

稅務相關會計帳簿和憑證將不再適用主管稅務機關之

務機關廢止)。因此，這些稅務相關會計帳簿及憑證

「預先核准制度」。

必須在核准函有效期間內依照修法前的規定保存。

若有公司在2022年1月1日(含)以後仍希望遵循稅制改革

⚫

若有公司依照修法前的規定取得由主管稅務機關針

之前的規定，而欲取得主管稅務機關對於保存稅務相關

對上述文件保存系統核發的核准函，且擬根據修法

會計帳簿及憑證的核准函，應於2021年9月30日前向其

後的規定於2022年1月1日(含)以後保存這些稅務相

主管稅務機關提出申請。

關會計帳簿及憑證，則公司必須採取必要措施，例

如向主管稅務機關申請撤銷已取得的核准函等。

降低因所得短漏報而徵收的罰則
若公司遵守嚴格規定(類似稅制改革之前的規定)保存了
稅務相關會計帳簿的電磁檔案，並預先向其主管稅務機
關提交特定通知表格，申請用該特殊方式保存稅務相關
會計帳簿，當該公司針對前述保存之稅務資料提出相關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的更正申報書或收到核定通知書，其因短漏報所得而被
加徵的罰則將可減少5%(此修訂僅適用於法定申報期限

日本政府於提出2021年稅制改革後發布宣導傳單，修訂

截止日為2022年1月1日(含)以後之國稅申報案件)。

稅務相關的會計帳簿和憑證的電子記錄保存規定，包括
取消主管稅務機關對電子紀錄保存的「預先核准制度」

宣導傳單並補充了下列資訊
⚫

當公司是第一次以電磁檔案保存稅務相關會計帳簿

的時候，適用此方式儲存稅務資訊的特定通知信必
須在第一個應稅期間的法定稅務申報截止日前提交

及降低因所得短漏報而徵收的罰則等。建議臺商仔細審
視相關規定，並尋求專家協助，如臺商擬適用上述修法
後規定，務必遵守相關規範，於法定期限內提出適用申
請或申請撤銷原核准函，以維權益。

到其主管稅務機關，始得在發生短漏報所得時得以
降低相關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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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知識音浪 Podcast：數位變
革搭上反避稅！「稅務科技」如
何協助跨國企業做好稅務管理？

KPMG安侯建業稅務數位及科技服務團隊執業
會計師 黃素貞、會計師 林倚聰，與您分享：數
位變革搭上反避稅！「稅務科技」如何協助跨
國企業做好稅務管理？

【KPMG知識音浪】由本所精通各產業的會計
師、顧問團隊輪番上陣，精闢解析產業趨勢及
時事議題的獨到觀點。每週二、五推出全新內
容。
各大平台同步上線，記得訂閱起來！
請搜尋：KPMG知識音浪，或點以下連結

Apple Podcasts

Spotify

Google Podcasts

SoundOn

SOUNDCLOUD

KKBOX

在全球反避稅浪潮、數位科技進步下，迎來「大數據
查稅」時代！
跨國企業的稅務管理如何與時俱進，以因應不斷提升
的各國稅局監管要求？「稅務科技解決方案」如何協
助企業即時掌握節稅機會、降地潛在稅務風險？今年

在CRS申報上，金融機構需留意哪些作業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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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知識音浪 Podcast：防疫特
輯 – VUCA時代下，供應鏈卡位戰
的利器：企業風險管理機制

KPMG知識音浪節目邀請本所稅務投資部營運
長 陳彩凰 及顧問部風險顧問服務副總經理 邱
立成，與您分享：防疫特輯 – VUCA時代下，
供應鏈卡位戰的利器：企業風險管理機制

【KPMG知識音浪】由本所精通各產業的會計
師、顧問團隊輪番上陣，精闢解析產業趨勢及
時事議題的獨到觀點。每週二、五推出全新內
容。
各大平台同步上線，記得訂閱起來！
請搜尋：KPMG知識音浪，或點以下連結

Apple Podcasts

Spotify

Google Podcasts

SoundOn

SOUNDCLOUD

KKBOX

面對不穩定（Volatile）、不確定（Uncertain）、複
雜（Complex）、模糊（Ambiguous）的環境，也
就是「VUCA時代」，企業導入風險管理機制，已是
打造供應鏈競爭優勢、企業永續經營的重要任務！

根據KPMG調查，「供應鏈風險」躍升為台灣CEO關
注的前五大風險。「企業風險管理(ERM)」如何協助
企業在供應鏈移轉的3階段，做好營運風險管控？企業
如何導入第三方風險管理機制？在稅務風險議題上，
也可以有效控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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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份我國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第二季(4-6月)之進項憑證，
以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7月1日

7月5日

7月1日

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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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KPMG Taiwan Tax 360
讓身為專業人士的您隨時掌握最Hot的稅務及法律議題、期刊書籍及活動新訊

iOS

Android

※行動裝置點選QR code即可開啟App安裝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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