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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旨在幫助投資者便捷了解中國稅務，以便制定適合的營商策略。

本刊內容根據現行中國稅務法例編制，因篇幅有限，並不涵蓋稅法所有內容。此外，中國稅法不斷
調整，各地方稅務部門對法例的解釋及執行要求亦有所不同。閣下在開展稅務籌劃、稅務申報之前，
敬請諮詢專業意見。

本刊內容僅適用於中國內地，並不適用於港澳台地區。

康栢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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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概述
中國稅種分類

稅種

流轉稅 增值稅、關稅、消費稅

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

房地產稅 房產稅、契稅、土地增值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佔用稅

其他稅項 資源稅、印花稅、城市維護建設稅、車輛購置稅、車船稅、船舶噸
稅、煙葉稅

所得稅

類別

稅務徵收
中國的稅務徵收由國家稅務總局負責，各地稅務局按國務院規定的稅收徵管範圍分別進行徵收管理。

外商投資企業
外國企業或個人獲得商務部等有關部門批准後，可在中國設立外商投資生產企業、外商投資商貿企
業及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外商常駐代表處等類型企業。

外商投資行業
中國鼓勵外商投資的產業主要包括製造業、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
務業、農林牧漁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殘疾人和老幼服務機構、特定的文化體育和娛樂業
等。



中國稅務概覽

企業稅務

4

對企業徵收的稅種主要包括增值稅、消費稅、關稅及企業所得稅。

增值稅
增值稅是對商品生產、流通、勞務服務中多個環節的新增價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徵收的一種流轉稅。

徵收範圍
增值稅的納稅對象分為「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

一般納稅人
年銷售額人民幣 500 萬元以上

小規模納稅人
年銷售額人民幣 500 萬元或以下

納稅申報
稅率
一般納稅人為 6%、9%、13%，小規模納稅人為 3%。

納稅期限
納稅期限一般為 1 個月或 1 個季度，具體由稅務部門根據納稅人應納稅額的大小分別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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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稅
取得進出口權的一般納稅人出口屬於稅法列舉規定的免稅貨物或限制/禁止出口的貨物，可以享受出
口退稅。小規模納稅人不可享受出口退稅。

優惠項目
小規模納稅人合計月銷售額未超過人民幣 10 萬元（以 1 個季度為 1 個納稅期的，季度銷售額未超
過 30 萬元），或扣除本期發生的銷售不動產的銷售額後未超過 10 萬元，免徵增值稅。

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銷售自行生產的集成電路、軟件產品，其實際稅負超過 3% 部分實行即徵即退。

農業產品、糧油、煤汽、化肥等按 10% 稅率徵收。

消費稅
對規定的消費品徵收的稅種，稅率根據不同的商品種類，實行從價定率、從量定額，或者從價定率
和從量定額複合計稅的辦法計算應納稅額。其從價定率之稅率介乎1%-56%之間。

徵收商品包括：煙、酒、高檔化妝品、首飾及珠寶、摩托車、中小型汽車、奢侈類手錶、遊艇等。

關稅
由海關對進出國境貨物徵收的稅種。

徵收範圍
納稅人包括進口貨物的收貨人、出口貨物的發貨人、進境物品的擁有人。

計稅方法
關稅的徵收一般按從價計稅或從量計稅的形式徵收。
從價計稅的計算公式為：應納稅額＝完稅價格×關稅稅率
從量計稅的計算公式為：應納稅額＝貨物數量×單位稅額

優惠政策
1. 外商投資企業投資中國鼓勵類項目，其進口的自用機器設備，可免徵關稅。
2. 暫時進境並將複運出境的機器、設備和其他貨物，可以給予免稅。暫時進境的期限通常為 6 個月
  （可以延長至 12 個月），某些情況下需要支付應納稅款的保證金。
3. 用於進料加工或來料加工的進口原材料可以免徵關稅和增值稅。
4. 進出口保稅區的貨物，某些情況可免徵關稅和增值稅。

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徵收範圍包括：銷售貨物所得、提供勞務所得、轉讓財產所得、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
資收益、利息所得、租賃所得、特許使用費所得、接受捐贈所得和其他所得等。

居民企業和非居民企業
企業所得稅納稅人分為居民企業和非居民企業。居民企業需就全球收入在中國繳納企業所得稅；非
居民企業僅就其來源於中國境內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在中國設立的企業都屬於居民企業，但外
國公司若其實際管理機構設在中國，通常被認定為居民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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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來源

銷售貨物 按交易活動發生地

按勞務發生地提供勞務

轉讓財產
‧ 不動產轉讓所得，按不動產所在地
‧ 動產轉讓所得，按轉讓動產的企業所在地
‧ 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按被投資企業所在地

股息等權益性投資

利息、租金、特許權使用費

按派發所得的企業所在地

按支付的企業所在地

所得來源及徵收原則如下：

徵收原則

其他 由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確定

納稅申報
稅率
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25%。

納稅期限
1. 按月或季度預繳（由稅務部門核定），年終匯算清繳，多退少補。
2. 納稅年度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3. 納稅年度內無論盈虧，均應辦理年度企業所得稅申報。

應納稅所得額的核定
若企業不能提供完整、準確的成本與支出資料用來計算應納稅所得額，稅務部門有權依法核定應納
稅所得額。這種情況下，一般會以「收入x核定利潤率」來計算應納稅所得額。居民企業的核定利潤
率視乎企業的經營行業，一般介乎 3% 至 30% 之間；非居民企業一般介於 15% 至 50% 之間。

匯總申請
1. 居民企業設立分公司，分公司在其設立地稅務局預繳每季度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年度匯算清繳
    則由總機構合並繳納。
2. 居民企業設立子公司，子公司的季度應繳稅金和企業所得年度匯算清繳由子公司在其設立地獨立
    完成。
3. 非居民企業在中國境內如果設立多於一個機構，經稅務部門批准，可以選擇其主要機構所在地匯
    總繳納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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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項目 優惠政策

國債、利息收入 免徵

免徵

國家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

股息等權益性投資收益

農、林、牧、漁業項目

小型微利企業 20%

15%

符合條件的非營利組織的收入 免徵

免徵或減半徵收

公共基礎設施項目
取得第 1 筆生產經營收入起 6 年內，首 3 年免徵，第 4 至
6 年減半徵收

環境保護、節能節水項目
取得第 1 筆生產經營收入起 6 年內，首 3 年免徵，第 4 至 
6 年減半徵收

符合規定的技術轉讓所得 1 個納稅年度內，不超過 500 萬元部分，免徵；超過 500 
萬元部分，減半徵收

軟件企業 獲利年度起 5 年內，首 2 年免徵，第 3 至 5 年按照 25% 
的稅率減半徵收

集成電路設計企業 獲利年度起 5 年內，首 2 年免徵，第 3 至 5 年按照 25% 
的稅率減半徵收

困難地區的鼓勵類企業 獲利年度起 5 年內，首 2 年免徵，第 3 至 5 年按照 25% 
的稅率減半徵收

西部開發鼓勵類產業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按 15% 徵收

#

**

*

優惠項目

附註:
小型微利企業：工業企
業，年度應納所得額人
民幣 300 萬元以下，從
業人數不超過 300 人，
資產總額不超過人民幣
5,000 萬元。從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小型微利
企業分段計算企業所得
稅：年應納稅所得額不
超過 100 萬元的部分，
減按 25％ 計入應納稅
所得額，按 20％ 的稅
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年
應納稅所得額超過 100
萬元但不超過 300 萬元
的部分，減按 50％ 計
入應納稅所得額，按
20％ 的稅率繳納企業
所得稅。

公共基礎設施：包括港
口碼頭、機場、鐵路、
公路、城市公共交通、
電力和水利等項目。

環境保護、節能節水項
目：包括污水處理、垃
圾處理、沼氣綜合開發
利用、節能減排技術改
造和海水淡化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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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扣除項目
成本、費用、稅金、損失及公益性捐贈（年利潤總額的12%以內）。

不可扣除項目
1. 向投資者支付的股息等權益性投資收益款項
2. 企業所得稅稅款
3. 稅收滯納金
4. 罰金、罰款和被沒收財物的損失
5. 超出規定以外的捐贈支出
6. 非廣告性質和非公益性的贊助支出
7. 未經核定的準備金支出
8. 與取得收入無關的其他支出

資產處理
企業為取得各項資產的支出，分為資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
‧ 資本性支出：用於購買或生產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耐用品支出，例如，用於固定資產   及無形
     資產   的支出。這部分支出可以從以後各期的收入總額中分期扣除，部分資產可以通過計算折舊
     扣除。不同資產的最低折舊年限規定為：房屋等建築物 20 年、機器及其他生產設備 10 年、工
     具及傢俱 5 年、電子設備 3 年。
‧ 收益性支出：在當期（一般在一年內）帶來效益的支出，例如，管理費用、財務費用等。這部分
     作為成本費用從企業收入總額中一次性扣除。

關聯企業
關聯企業認定
企業之間如有下列其中一種關係，即被稅務部門認定為關聯企業：
‧ 持有對方企業股份達到25%或以上
‧ 同一股東持股達到25%或以上
‧ 與另一企業之間借貸資金佔自有資金50%或以上，或借貸資金總額的10%是由另一企業擔保
‧ 高級管理人員一半以上或有1名常務董事是由另一企業委派
‧ 生產經營須由另一企業提供的特許權利（包括工業產權、專有技術等）才能正常營運
‧ 原材料、零配件等（包括價格及交易條件）由另一企業控制或供應
‧ 產品或商品的銷售（包括價格及交易條件）由另一企業控制
‧ 對企業生產經營、交易具有實際控制的關聯關係，包括家族親屬關係等

向關聯企業支付的費用
企業與其關聯方共同開發、轉讓無形資產，或共同提供、接受勞務發生的成本，在計算應納稅所得
額時應按獨立交易原則進行分攤。企業可以向稅務部門提出與其關聯方之間業務往來的定價原則和
計算方法，稅務部門與企業協商、確認後，達成預約定價安排。

扣除與不可扣除項目
1. 為服務而向關聯企業支付的符合獨立交易原則的服務費可以扣除。
2. 特許權使用費等費用，若符合獨立交易原則，可以扣除。
3. 內部管理費用不可扣除。

附註:
固定資產：包括房屋、
建築物、機器、機械、
運輸工具以及其他與生
產經營有關的設備、工
具等。

無形資產：包括商譽、
專利權、商標權、著作
權、土地使用權和非專
利技術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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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方業務往來資料
稅務部門對關聯方事務資料的提交要求非常嚴格。納稅人在每年 5 月 31 日前遞交上年度企業所得稅
納稅申報表時，需同時附上該年度關聯業務往來報告表。企業也應準備好同期資料以供稅務部門隨
時審查。

成本分攤
若企業與其關聯方共同開發、轉讓無形資產，或者共同提供、接受勞務發生的成本，而稅務部門認
為該成本是按獨立交易原則分攤予各企業，經過申請和批准程序，各企業所分攤的成本可以扣除。

受控外國公司
若中國公司控股的外國公司，設立在稅負低於 12.5% 的國家/地區，該受控外國公司所沒有分派回中
國控股公司的利潤，將被視同已經分派而需在中國納稅。

企業重組
企業重組交易包括債務重組、股權收購、資產收購、合併和分立等，一般需在交易發生時確認所得
或者損失。如果符合特定條件，可以延期確認所得或損失，應繳企業所得稅款也相應遞延至以後年
度支付。

其他稅務處理
（如無特別說明，以下費用支出的扣除方式均為稅前扣除）

貸款利息
企業向金融機構借款產生的利息支出，可按實際支付利息在當年扣除。向金融機構以外的企業以及
社會團體等借款產生的利息支出，在不超過按照金融企業同期同類貸款利率計算的數額的部分准予
扣除。

租賃費
企業租用固定資產支付的租賃費，按以下方法扣除：
1. 屬經營性租賃（Operating Lease）的，每月租金在當期扣除。
2. 屬融資性租賃（Finance Lease）的，按規定構成融資租入固定資產價值的部分（包括賬面價值、
    律師費、安裝調試費、印花稅等），可提取折舊費分期扣除。

研究開發費用
未形成無形資產計入當期損益的，在據實扣除的基礎上，按研究開發費用的 75% 加計扣除；形成無
形資產的，按無形資產成本的 175% 攤銷。

業務招待費
可按實際支出的 60% 扣除，扣除上限為當年銷售收入的 0.5%。

廣告和業務宣傳費
廣告和業務宣傳費不超出當年銷售收入 15%（部分行業為 30%），可在當年扣除，超出部分在其後
年度扣除。

工資薪金
企業支付予員工的勞動報酬，包括基本工資、獎金、津貼、加班工資、年終獎，以及與員工任職有
關的其他支出，在當期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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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士工資
為鼓勵僱用殘疾人士，實際支付工資可 100% 加計扣除。

員工福利
員工福利支出，不超出工資薪金總額 14% 的部分，可以扣除。

員工教育費用
員工教育費用支出，不超出工資薪金總額 8% 的部分可以扣除；超出部分，在以後納稅年度結轉
扣除。

員工社會保險
企業按規定為員工繳納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險費和住
房公積金，可以扣除。

個人商業保險
企業為員工和個人股東支付的有標識「稅優識別碼」的商業健康保險在年人民幣 2,400 元的限額內
可以稅前扣除，其餘的不可扣除。

財產保險
企業財產保險費可以扣除。

專項資金
企業按規定提取的用於環保方面的專項資金，可以扣除。專項資金提取後改變用途的，不可扣除。

資產損失
資產損失（包括壞賬損失）可以扣除，但企業需在年度匯算清繳前或清繳時向稅務部門提供有關證
明資料。

虧損結轉
企業虧損可以向以後年度結轉，但結轉年限不可超出 5 年。高新技術企業和科技型中小企業虧損結
轉年限可由 5 年延長至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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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得稅
中國對下列所得徵收個人所得稅：
‧ 在中國境內有住所，或無住所而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居住累計滿 183 天的個人，從中國境
     內及境外取得的所得。
‧ 在中國境內無住所又不居住，或無住所而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居住累計不滿 183 天的個
     人，從中國境內取得的所得。

徵收範圍
‧ 工資、薪金所得
‧ 勞務報酬所得
‧ 稿酬所得
‧ 特許權使用費所得
‧ 經營所得
‧ 利息、股息、紅利所得
‧ 財產租賃所得
‧ 財產轉讓所得
‧ 偶然所得

可扣除項目
可扣除項目包括基本扣除、專項扣除、專項附加扣除等項目，具體如下：
‧ 基本扣除為每年人民幣 6 萬元
‧ 專項扣除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
‧ 專項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贍養老人等支出
‧ 其他扣除包括規定標準以內的公務用車和通訊補貼

個人稅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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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稅方法
‧ 應納稅所得額=年度收入總額 - 60,000元 - 專項扣除- 專項附加扣除 - 其他扣除
‧ 應納稅額 = 應納稅所得額×適用稅率 - 速算扣除數

綜合所得以 3%-45% 的超額累進稅率計算應納個人所得稅

每月應納稅所得額（人民幣） 稅率%

不超過 3,000 

超過 3,000 至 12,000 的部分

超過 12,000 至 25,000 的部分

超過 25,000 至 35,000 的部分

超過 35,000 至 55,000 的部分

超過 55,000 至 80,000 的部分

超過 80,000 的部分

速算扣除數（人民幣）

3

10

20

25

30

35

45

0

210

1,410

2,660

4,410

7,160

15,160

優惠項目
下列個人所得，免徵個人所得稅：
‧ 省級及以上政府、外國組織、國際組織頒發的獎金
‧ 國債和國家發行的金融債券利息
‧ 國家統一規定發給的補貼、津貼
‧ 福利費、撫恤金、救濟金
‧ 保險賠款
‧ 中國政府參加的國際公約、簽訂的國際協議中規定免稅的所得
‧ 經國務院財政部門批准免稅的所得

下列情形經批准可減徵個人所得稅：
‧ 殘疾、孤寡人員和烈屬所得
‧ 因嚴重自然災害造成重大損失的救濟所得
‧ 其他經國務院財政部門批准減稅的

外籍人士個人所得稅
在中國境內無住所的個人，在中國境內居住累計滿 183 天的年度連續不滿六年的，經向主管稅務部
門備案，其來源於中國境外且由境外單位或個人支付的所得，免予繳納個人所得稅；在中國境內居
住累計滿 183 天的任一年度中有一次離境超過 30 天的，其在中國境內居住累計滿 183 天的年度的
連續年限重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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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境內無住所的個人，在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居住累計不超過 90 天的，其來源於中國境
內的所得，由境外僱主支付並且不由該僱主在中國境內的機構、場所負擔的部分，免予繳納個人所
得稅。

外籍人士免稅項目
‧ 住房補貼、伙食補貼、搬遷費、洗衣費等
‧ 按合理標準取得的境內、外出差補貼
‧ 經當地稅務機關審核批准的探親費、語言訓練費、子女教育費等
‧ 符合條件的外籍專家取得的工資、薪金所得
‧ 購買福利彩票、體育彩票，一次中獎收入在1萬元及以下的

外籍居民個人在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可選擇享受以上免稅補貼政策或專項
附加扣除（兩者不能同時享受，一經選擇，一個納稅年度內不得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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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產稅務

14

房產稅
對房屋和建築物的所有人、使用人或代管人徵收的稅種。自用房屋的房產稅以房產原值（購置房屋
時實際支付的房款及繳納的相關稅費）一次減去 10%-30% 後的餘值為計徵依據，稅率為 1.2%；出
租房屋的房產稅以房產租金收入為計徵依據，稅率為 12%。

契稅
以所有權發生轉移變動的不動產為徵稅對象，向產權承受人徵收的稅種。應納稅範圍包括：土地使用
權和房屋的出售、贈與及交換等。各地的契稅稅率由省級政府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確定，一般為
1%-5%。

土地增值稅
對有償轉讓房地產的增值額徵收的稅種。土地增值稅根據增值額與扣除項目金額的不同差額，實行四
級累進稅率，具體如下：

增值額與扣除額的差額

差額 ≤ 50%

50% < 差額 ≤ 100%

100% < 差額 ≤ 200%

差額 > 200%

30%

40%

50%

60%

稅率

0%

5%

15%

35%

速算扣除係數 土地增值稅稅額

稅額 = 增值額 × 30%

稅額 = 增值額 × 40%－扣除額 × 5%

稅額 = 增值額 × 50%－扣除額 × 15%

稅額 = 增值額 × 60%－扣除額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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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扣除項目包括：
1. 取得土地使用權所支付的金額
2. 房地產開發成本
3. 與轉讓房地產有關的稅金
4. 舊房及建築物的評估價格
5. 其他可扣除項目

城鎮土地使用稅
對在規定的城鎮範圍內使用土地的企業和個人徵收的稅種。稅額按年計算，分期繳納。
應納稅額 = 使用的土地面積×適用稅額標準
適用稅額標準根據城市規模大小，按每平方米 0.6 元至 30 元計算。

耕地佔用稅
對佔用耕地建房或者從事非農業建設的企業或者個人徵收的稅種。稅額一次性徵收。應納稅額 = 佔
用耕地面積×地方政府核定的每平方米固定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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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稅務

16

資源稅
對開採自然資源徵收的稅種。開採原油、天然氣、煤炭、稀土等，以銷售額為依據繳納資源稅；開
採其他自然資源，例如：黏土、砂石等，以銷售數量為依據。從價計徵稅率介乎 1%-20%，而從量
計徵按單位稅額繳納。

印花稅
對經濟活動中簽訂的各種合同、產權轉移、營業賬簿及許可證照等憑證文件徵稅的稅種，稅率從
0.003%-0.1% 不等。

城市維護建設稅
向繳納增值稅、消費稅的納稅人徵收的，用於城市維護建設的稅種。稅率根據地區的不同分為三種：
納稅人所在地為市區的，稅率 7%；所在地為縣城、鎮的，稅率 5%；其他地區稅率 1%。

車輛購置稅
對購置的車輛徵收的一種稅種，徵稅範圍包括汽車、摩托車、農用運輸車等。車輛購置稅以應稅車輛
的計稅價格為計徵依據，稅率為 10%。計稅價格=關稅完稅價格+關稅+消費稅。

車船稅
對在中國境內的車輛和船舶徵收的稅種，每年按定額繳納。載貨汽車按其重量定額計稅；載客汽車、
電單車按單位數量定額計稅；船舶則按其淨噸位定額計稅。

船舶噸稅
對進出中國港口的船舶徵收的稅種，由海關負責徵收。稅率根據船籍不同分為普通稅率和優惠稅率。
應納稅額 = 應稅船舶淨噸位×適用稅額標準。

煙葉稅
對煙葉徵收的稅種。煙葉稅的納稅人是在中國境內收購煙葉的企業，以收購金額的 20% 計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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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稅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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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稅種，由稅務機關代徵收的費用如下：

教育費附加
按納稅人實際繳納的增值稅及消費稅稅額的 3% 計徵。

文化事業建設費
從事娛樂業、廣告業務的企業和個人按含稅銷售額的3%繳納文化事業建設費。

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
中國政府為促進廢棄電器 / 電子產品回收處理而徵收的一種政府性基金。納稅人是中國境內電器 / 電
子產品的生產者、進口電器 / 電子產品的收貨人或其代理人。以產品數量為計徵依據，不同產品採
用不同的徵收標準。

由企業所在地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徵收的費用如下：

社會保險
徵繳範圍包括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工傷保險費、失業保險費、生育保險費。鑒於不同
城市的生活水平差異，不同城市的社會保險繳費比例有所不同。社會保險費由企業和員工各自負擔。

住房公積金
不同城市的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不同。住房公積金由企業和員工共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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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雙重徵稅，中國與一些國家及地區簽訂國際稅收協定，雙方納稅人可在對方國家獲得稅收
減免。

中國與以下 110 個國家及地區簽訂了國際稅收協定：

稅收協定

阿爾巴尼亞                           阿爾及利亞                          安哥拉                               阿根廷                                                           
ALBANIA                                     ALGERIA                                     ANGOLA                                 ARGENTINA                                                                           

亞美尼亞                               澳洲                                     奧地利                               阿塞拜疆                             
ARMENIA                                    AUSTRALIA                               AUSTRIA                                  AZERBAIJAN                              

巴林                                      孟加拉                                 巴巴多斯                           白俄羅斯                              
BAHRAIN                                      BANGLADESH                            BARBADOS                              BELARUS                                    

比利時                                  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        博茨瓦納                            巴西                                    
BELGIUM                                     BOSNIA AND HERZEGOVINA      BOTSWANA                                  BRAZIL                                       

文萊                                      保加利亞                             柬埔寨                               加拿大                                                   
BRUNEI                                        BULGARIA                                 CAMBODIA                              CANADA                                                          

智利                                      克羅地亞                              古巴                                   塞浦路斯                                                   
CHILE                                          CROATIA                                   CUBA                                       CYPRUS                                               

捷克                                       丹麥                                     厄瓜多爾                            埃及                                           
CZECH                                         DENMARK                                 ECUADOR                                EGYPT                                          

愛沙尼亞                                埃塞俄比亞                          芬蘭                                   法國                        
ESTONIA                                     ETHIOPIA                                   FINLAND                                   FRANCE                                        

加蓬                                      格魯吉亞                              德國                                   希臘                                      
GABON                                       GEORGIA                                    GERMANY                               GR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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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匈牙利               
HUNGARY                

伊朗
 IRAN    

牙買加 
JAMAICA

韓國 
KOREA

拉脫維亞 
LATVIA

馬來西亞
MALAYSIA

莫爾達瓦 
MOLDOVA

新西蘭
NEW ZEALAND

巴基斯坦 
PAKISTAN

卡塔爾
QATAR

塞爾維亞和黑山
SERBIA AND MONTENEGRO

斯洛文尼亞 
SLOVAKIA

蘇丹 
SUDAN 

塔吉克斯坦
TAJIKISTAN

剛果（布） 
THE REPUBLIC OF CONGO

土庫曼斯坦  
TURKMENISTAN

阿聯酋
UNITED ARAB EMIRATES

越南
VIETNAM

澳門
Macau

印尼
INDONESIA                

意大利
ITALY

肯尼亞
KENYA

老撾
LAOS

馬其頓 
MACEDONIA

墨西哥
MEXICO

尼泊爾
NEPAL

阿曼
OMAN

葡萄牙
PORTUGAL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斯洛伐克 
SLOVAKIA

斯里蘭卡 
SRILANKA

敘利亞
SYRIA

菲律賓
THE PHILIPPINES

土耳其 
TURKEY

烏克蘭   
UKRAINE

委內瑞拉
VENEZUELA

香港
Hong Kong

冰島 
ICELAND 

愛爾蘭
IRELAND 

日本
JAPAN

科威特
KUWAIT 

立陶宛 
LITHUANIA

馬耳他
MALTA 

蒙古
MONGOLIA

尼日利亞
NIGERIA

巴新
PAPUA NEW GUINEA

羅馬尼亞
ROMANIA

塞舌爾
SEYCHELLES

南非
SOUTH AFRICA

瑞典 
SWEDEN 

泰國
THAILAND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TRINIDAD AND TOBAGO

烏干達
UGANDA

美國
U.S.A.

贊比亞
ZAMBIA

台灣
TAIWAN

印度
 INDIA

以色列
ISRAEL

哈薩克斯坦
KAZAKHSTAN

吉爾吉斯
KYRGYZSTAN

盧森堡
LUXEMBOURG

毛里求斯
MAURITIUS

摩洛哥
MOROCCO 

挪威
NORWAY

波蘭
POLAND

俄羅斯
RUSSIA

新加坡
SINGAPORE

西班牙
SPAIN

瑞士
SWITZERLAND

荷蘭
THE NETHERLANDS

突尼西亞 
TUNIS

英國
U.K.

烏茲別克斯坦
UZBEKISTAN

津巴布韋
ZIMBABWE



中國稅務概覽

康栢中國稅務服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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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進入的稅務方案設計
對企業架構提出建議，並協助制定市場進入之
稅務規劃。

併購與重組的稅務盡職調查
評估目標公司在涉稅事項上的風險，提供操作
性強的節稅建議。

薪酬及個人所得稅服務
協助建立薪酬體系，代理薪酬計算及員工個人
所得稅申報和繳納。

外籍人士個人所得稅籌劃及納稅
申報
為企業在中國工作的外籍員工制定最優化的薪
酬方案，並協助申報和繳納個人所得稅。

投資架構評估
 為企業投資架構及融資方法提供諮詢服務以獲
得最大回報。

企業稅務籌劃
 通過調整和優化企業業務及營運模式，制定最
佳稅務籌劃方案，降低企業整體稅負。

固定資產稅務規劃
 協助對固定資產進行分類和調整，提供有關稅
務及財務處理方案。

進出口貨物稅務諮詢
 提供進出口貨物的關稅及法律法規諮詢，並
提供合理化建議。

稅務分歧協調服務
 協助解決企業與中國稅務部門之間的分歧，
包括申請稅務事項裁決、應對稅務稽查以及
商談解決方案。

轉讓定價服務
 對轉讓定價政策及有關風險作出評估，協助
準備轉讓定價資料，提供稅務建議，幫助達
成預約定價安排。

稅務健康診斷
 對企業的稅務處理情況進行全面檢查，識別
賬務處理錯誤、發現納稅缺漏、評估存在或
潛在的稅務風險，提供可行的補救措施及風
險化解策略。

常年稅務顧問
 按年度提供服務，在企業經營、投資、理財
及各類交易過程中，提供相應的稅務諮詢、
方案設計及實施指導。

康栢是一家提供多元化服務的會計師事務所，熟知中國稅制及相關政策法規。我們根據企業的業務
布局和營運現狀確定服務內容，並提供各種靈活、高效的稅務及商業解決方案，具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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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香港總部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 17 號海港城環球金融中心南座 13A 樓 
           05 - 15 室
電話：+852 2666 2888
傳真：+852 2233 2888
電郵：info@conpak.com

北京辦事處
  

地址：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建國路 91 號金地中心 B 座 22 樓 2205 - 2207 室
           （郵編: 100022）
電話：+86 10 5659 1111
傳真：+86 10 5825 5899
電郵：beijing@conpak.com.cn
 

上海辦事處
  

地址：中國上海市徐匯區虹橋路 3 號港匯中心二座 27 樓 2702 - 2703 室 
             （郵編: 200030）
電話：+86 21 5389 6666
傳真：+86 21 6448 6268
電郵：shanghai@conpak.com.cn
 

深圳辦事處
  

地址：中國深圳市福田中心區福華三路 168 號深圳國際商會中心 27 樓 
             2711 - 2712 室（郵編: 518048）
電話：+86 755 8882 0088
傳真：+86 755 8831 3533
電郵：shenzhen@conpak.com.cn

康栢網站



關於康栢

康栢建基香港，是一家提供「一站式」專業服務的會計師事務所。得益於客戶的支持和信任，康栢目前已在香港、北京、上海、深圳
設立辦事處，專業質素及服務水平備受認同。

立足於企業的長遠發展，我們致力為國內外客戶量身定做最佳的業務發展方案，服務範圍涵蓋審計、會計、稅務諮詢、成立公司、
企業融資、香港上市策劃、商標註冊、專利申請、評估服務等。此外，我們亦積極參與社會公益，通過慈善、環保、義工服務等多種
方式履行社會責任。

本刊物所載資料僅供一般參考及商討之用。本所已致力提供及時和準確的資料，但本所不能保證這些資料在任何時間都是準確及完
整。任何人士依據所載資料行事時，應尋求適當的專業意見。
如欲了解更多，請瀏覽 www.conpak.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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