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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全球化的經濟發展，台商多向海外進行有

計畫地投資布局，以提升經營實力，而中國大

陸與東協各國是目前台商投資最熱絡的區域。

隨著台商投資亞太地區活動增多，頻繁的跨國

商業活動，更須注意其高度整合性為企業帶來

的複雜地區性問題與潛在風險，並做好投資架

構規劃，積極管理稅務風險和成本；同時，由

於亞太區各國稅務的複雜性、一致性和可預測

性存在差異，企業亦應考慮視業務情況適當調

配內部和外部資源，以及選擇哪些地區負擔部

分區域性商業功能，進一步強化企業本身的供

應鏈能力和營運架構規劃。

KPMG安侯建業為協助企業在難以預測的世界

經濟局勢中，找出有利契機維持市場優勢，爰

推出《亞太稅務投資月刊》，配合台商布局亞

太市場，放眼全球之策略，由熟稔亞太事務且

具相關服務經驗的團隊，提供企業最及時專業

的前瞻性觀點，考量到近來台商對投資印度的

興趣日益提高，將新闢「聚焦印度」專欄，一

同與您掌握亞太與印度市場最新稅務趨勢及發

展。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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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National Firm Award

國際財經雜誌International Tax Review（ITR）是全球

稅務領域中最具權威的稅務刊物之一， ITR Asia Tax

Award除了對本所提出的實際案例做篩選評比外，ITR編

輯群也會徵詢各地稅務專家、個人執業律師、稅務官員

等人意見，評選標準包括團隊規模、服務創新程度與案

件的複雜度。

來自國際權威機構的肯定，再度證明KPMG安侯建業在

台灣及全球稅務服務的品牌地位，KPMG安侯建業將持

續走在市場前端，向客戶提供專業且高品質的稅務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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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TCT-CS號文，若一家公司享有農業種植

和加工企業所得稅免稅優惠，如果依據銷售契

約付款條件取得逾期款項之利息收入，則這些

利息收入與鼓勵投資項目無關，不得享有企業

所得稅優惠。

獎勵地點轉換之獎勵權利判斷

根據GDT於2017年4月17日發佈的第1421/TCT-

CS號文，若一家公司的投資項目地點位於第

118/2015/ND-CP號法令所列示的投資地點之

一，自第118號法令之生效日（即2015年12月

27日）起，可享有企業所得稅優惠。

增值稅

若分公司使用總公司之銀行帳戶支付款項，可

扣抵增值稅進項稅額

根據GDT於2017年3月31日發佈的第1224/TCT-

CS號文，如果分公司依照授權範圍使用總公司

之銀行帳戶支付款項，并通知其客戶或於銷售

合約或銷售合約附件明確記載該授權付款方

式，客戶仍可扣抵VAT進項稅額。

專案管理辦公室解散後可獲得VAT退稅

根據GDT於2017年4月27日發佈的第1221/TCT-

CS號文，如果外國承包商的專案管理辦公室解

散且尚有未扣抵之VAT進項稅額，則該專案辦

公室可獲得VAT退稅。

越南稅務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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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所得稅

綜合建築物之固定資產折舊

越 南 財 政 部 於 2017 年 4 月 12 日 發 佈 第

28/2017/TT-BTC號法令 (“第28號法令”)，對

綜合建築物之固定資產折舊修改并補充第

147/2016/TT-BTC號法令及第45/2013/TT-BTC

號法令。

因此，如果綜合建築物用於一般商業活動和租

賃或銷售，則該公司需記錄綜合建築物的適合

用途。尤其是：

− 用於一般商業活動和租賃（金融租賃除外）

之區域，允許公司按照現行規定將使用範圍

記錄爲固定資產，并且攤提折舊費用；

− 用於銷售之區域，公司不得將該區域認定為

固定資產和折舊攤提。 相反地，這些區域應

作為銷售用途之資產；

− 如果公司無法將經營範圍劃分為租賃或銷售

區域，則該建築物的整個區域不被認定爲是

資產，因此，不可扣除折舊費用。

第28號法令自2017年5月26日起開始生效，并

適用於2016財政年度。

逾期款項之利息收入不得享有企業所得稅優惠

根據稅務局 ( G e n e r a l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Taxation, GDT)於2017年4月3日發佈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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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消費稅(Special Consumption Tax, SCT)

特別消費稅應稅價格之計算不包括商業折扣

根據財政部於 2017 年 4 月 25 日發佈的第

5355/BTC-CST號文，如果公司提供客戶商業折

扣，在計算SCT價格時不包括商業折扣。如果

對符合商業折扣之客戶發出調整發票，應當提

出SCT修改聲明，以減少SCT應付款項。

稅務行政

實施國家財政預算徵收指標之指引

根據財政部於2016年11月15日發佈有關修訂和

補 充 國 家 財 政 預 算 案 徵 收 指 標 之 第

300/2016/TT-BTC號函令。因此，GDT於2017

年3月29日發佈第1147/TCT-KK號文，對國家財

政預算案徵收指標之會計記錄和數據轉換以及

稅務申報提供指引。

資料來源：越南KPMG –Tax and legal updates (201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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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2017財政年度小型企業
稅務優惠

於總營業額少於2百萬澳元、或企業資產不超過

6百萬澳元之企業。

可扣抵稅額(Franking credits)

降低小型企業所得稅率同時意味著公司股利所

附帶的可扣抵稅額免也會有所變化。按現行規

定，即使公司在2015年度適用28.5%的小型企

業稅率，支付股利所附帶的可扣抵稅額恐仍為

30%，造成公司所累積的可扣抵稅額所減少的

速度遠比繳納企業所得稅所補回的部分還要快

速。

根據新措施，公司可按當年適用的企業所得稅

率計算股利可扣抵稅額。但是適用的稅率是以

前一年度的總營業額來決定的。如果前一年度

的總營業額等於或超過當年度的營業額門檻，

股利附帶的可抵扣稅額將按30%的稅率計算

（與當年度的營業額無關）。這表示用以計算

股利可扣抵稅額的稅率可能與當年度的實際企

業所得稅率不同。

資料來源：澳洲KPMG –Federal Budget 2017 (2017.5.10)

澳洲政府於2017年5月9日公佈2017年度聯邦財

政預算案。針對小型企業所得稅負的變革，澳

洲本年度預算案依舊延續去年度重點。

小型企業所得稅率

針對小型企業應適用的所得稅率，澳洲政府將

於11年內逐步由28.5%降低至25%。符合適用

較低稅率的主要條件包括公司是否為運營中的

企業，以及營業額門檻是否符合具體規定，特

別是包含關聯企業的營業額。

此外，某些投資類型公司是否符合“運營中企

業”的定義並不十分明確，因此具體實施細節

尚待澳洲稅務局發出相關指引。

小型企業稅務優惠措施

針對總營業額未達1千萬澳幣的小型企業所購買

之小額資產(購買價值2萬澳幣以下的資產)，小

型企業可於當年度全數於稅上認列為費用。澳

洲政府於此次預算案中針對前述規定，進一步

延長了該優惠措施至2018年6月30日。然而，

自2018年7月1日起，稅上可認列之費用門檻則

將恢復至1千澳幣。

此外，自2017年7月1日起，政府將縮緊小型企

業資本利得稅的優惠規定，相關優惠將僅適用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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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若進口到UAE，進口商從指定的倉庫區域

取出商品前，需向UAE聯邦稅務局 (Federal

Tax Authority, FTA)繳納稅款。對於國内生產

之商品，則從生產地取出商品前，需由生產者

向FTA繳納稅款。

該法案包括下列：

− 反避稅措施

− 在貨物稅實施前所囤積(stockpile)之貨物稅

商品(excisable goods)

− 免稅及退稅規定，例如貨物商品用於生產其

它貨物商品、溢繳稅額等

− 某些政府機關（如外交部和領事館），透過

退稅方案申請免稅優惠

除此之外，有關UAE的稅收程序法，規範所有

稅種包括增值稅及貨物稅，也已獲得核准，將

於近期公佈細節。稅收程序法相關規定包括：

− 應稅收入應如何評定及繳納

− 納稅義務人之權利及義務，包括如何做稅籍

登記

− 稅收罰則，包括未繳納稅款之利息及强制徵

收之費用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貨物稅
新稅制即將上路

05 稅務新知 June 2017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UAE)財政部於 2017年 5月 10日舉行貨物稅

(excise tax)簡報會議，就進口、生產及銷售商

品徵收貨物稅作說明。

根據海灣國家於2016年6月批准及簽署的統一貨

物稅條約，對於危害人體健康及環境之商品以

及奢侈品，都將徵收貨物稅。然而，海灣國家

可各自決定課稅範圍及稅率，稅率上限爲

100%。

UAE財政部計劃於2017年年底前對烟草、烟草

製品、碳酸飲料及能量飲料(energy drinks)徵

收貨物稅。貨物稅草案（“該草案”）於2017

年3月獲得聯邦國民議會 (Federal National

Council)核准，并預計於2017年6月30日之前發

佈最終法案。UAE擬議的貨物稅將按零售價格

計算，其稅率如下：

− 烟草製品100%

− 能量飲料100%

− 碳酸飲料50%

如果沒有零售價格，則以該商品的平均價格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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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稅之登記程序將於2017年第3季開始，開放

透過FTA官網線上辦理。直到2017年第4季爲

止，任何在UAE從事應稅商品交易之企業都必

須辦理貨物稅之稅籍登記。一旦貨物稅開始實

施，企業必須每月申報，并且在每月結束後15

天之内繳納稅負，申報及納稅均可透過網路線

上完成。

貨物稅將顯著影響上述三類商品之價格，建議

企業應審慎檢視商品之定價策略、確定貨物稅

之影響以及密切關注新稅制的最新發展，以符

合稅務合規規定。

資料來源：UAE KPMG –Ministry of Finance explains new

excise law system (201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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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制定企業跨國
併購細則

08 聚焦印度 June 2017

印度政府於2017年4月13日，就「2013年公司

法（下稱“該法案”）」第234條之實施發佈通

知。第234條主要針對依該法案註冊之公司與外

國公司進行併購而制定合併或併購方案

(Scheme of Merger or Amalgamation)。經

過與印度儲備銀行（Reserve Bank of India,

RBI）協商後，增訂了第25A相關規則以修訂

2016年公司法（和解協議、安排和併購）細

則。

第25A規則主要内容

− 經RBI之核准，在印度境外註冊之外國公司

可以與印度公司進行合併。

− 公司合併或併購時，應符合該法案第230條

至第232條有關和解協議、安排和併購之規

定，且需經國家公司法審判委員會(National

Company Law Tribunal, NCLT)之獲准。

− 公司可以與在任何指定地區 (specified

jurisdictions)註冊之外國公司進行合併。

− 由受讓公司(transferee company)負責獲取

提供評價報告書(valuation report)並需確保

下列事項：

− 由受讓公司所在地之認可專業機構進行評

價

− 必須符合國際公認的會計及評價原則

− 相關公司(concerned company)應向RBI提

出事先核准之申請，并檢附上述聲明書。

− 相關公司根據該法案第230條至第232條之規

定應向NCLT提出申請。

「外國公司」係指在印度境外設立之公司或法

人企業，無論其在印度有無營業場所。

KPMG意見

在1956年公司法下，跨國併購僅限於是印度受

讓公司。隨著該法案第234條之實施，政府核准

跨國雙向併購。

此外，第234條之另一個重要特徵是，合併或併

購方案規定可以以現金或部分現金或存托憑證

的方式，支付予合併公司之股東。對於業務遍

及全球的印度公司而言，這些新規定無疑爲其

提供了替代性的重組機制。

資料來源：印度 KPMG –Tax flash news: Government

makes rules relating to merger or amalgamation of a

foreign company with an Indian company and vice versa

(201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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