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经商须知
投资基本情况
货币 巴基斯坦卢比（

）

外汇管制 巴基斯坦国家银行颁布并实施外汇
管制条例，对于所得或资本的汇回一般没有限
制。

和原则计算，费用可从总收入中扣除。除了某
些例外情况，居民纳税人来自股息、物业租金、
建筑合同、贸易、商业进 出口及代理和佣金的
所得须根据最终纳税机制纳税。

股息的征税 居民对股息收入按百分之十的税
会计原则 财务报表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 率纳税。非居民公司对来源于巴基斯坦的股息
按百分之十的税率或者税收协定的优惠税率纳
和
年公司条例。所有公共公司和实缴资本
税。
不低于
万卢比的私人有限公司须向巴基斯
坦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年度财务报表。
如果整个集团适用税收减免，集团内部的股息
主要商业实体 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和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公司税
居民纳税人 根据巴基斯坦法律注册成立或其
管理控制完全在巴基斯坦进行的实体为巴基斯
坦居民。
征税原则 居民按全球经营所得纳税；非居民
仅按来源于巴基斯坦的所得纳税。
应纳税所得 所得根据以下五种名目纳税：经
营业务所得、租金所得、资本利得、工资所得
及其它来源所得。对于居民实体和在巴基斯坦
有常设机构（ ）的非居民实体，其经营业务
所得按推定基础（对于某些类别的所得）或按
净应纳税所得纳税。一般税收方式是基于净应
纳税所得，然而没有常设机构的非居民的特许
权使用费，技术服务费以及船运、航运收入则
适用最终纳税机制；在该机制下，税款按总收
入的固定比例计算，不再作其它扣除。非居民
企业对来自于某些建筑项目、安装和类似项目
的所得可选择按照最终纳税机制的方式纳税。
在正常纳税机制下，净应纳税所得按具体规定

分配不需要纳税。能源生产项目适用较低的税
率。
资本利得 资本利得是应税所得的一种，须按
正常公司税税率纳税。销售持有 年以上的资
本性资产的所得可依减少百分之二十五的基础
来征税，因此，净收益的百分之七十五依照百
分之三十五的公司税率，或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
二十五的个人或其他实体税率征税。
从

年

月开始，处分上市公司股份的资本
纳税年度处分持有少于
利得需缴税。对于
个月的上市公司股份的资本利得所适用的税
率为百分之十；如果持有超过 个月但是少于
个月税率为百分之八；持有 年及以上的股
份不需要征税。公司和其他特定的纳税人须按
季度进行预缴。
亏损 经营亏损（不包括投机业务亏损）可抵
减同一税务年度任何类别的应税所得。
超过应税所得的亏损可自下一年度起向后结转
最多 年。

投机业务亏损和资本损失可结转至下一纳税年
度抵减该年的投机业务所得和资本利得。处分

如果满足特定的条件，在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之间百分之一百由权益出资

特定证券（包括上市公司股份和证券）的亏损
可抵减同一纳税年度相关的利得；然而亏损不
可向后结转。经营亏损不可抵减按最终纳税机
制课税的经营业务收入。

的新设立工业企业可获得应纳税额百分之一百
的抵免。

税率 公司净应纳税所得适用百分之三十五税
率。

在
年 月 日之前成立的工业企业，其与
工厂和设备重置或现代化改造有关的投资，或
者与使其在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之间变为百分之一百权益出资相关的投资，

附加税 无

也可以获得税收抵免。对于应纳税额的抵免额
由总投资和权益投资的比例决定。

可替代最低税 居民公司和其他特定纳税人申
报的营业额适用按百分之零点五的流转税率征
税。纳税人亏损或收入产生的税收少于流转额

预提税

百分之零点五的情况适用最低税负。
境外税收抵免 居民公司可就其在境外对其来
源于境外的所得缴纳的所得税申请抵免在巴基
斯坦的应纳税款。抵免限额按在境外缴纳的所
得税税款与对来源于国外的所得应缴纳的巴基
斯坦税款孰低计算。
参股免税 无
控股公司特殊规定 无，但参见 合并纳税 。
税收优惠 为鼓励对替代能源的生产的投资，
居民和非居民在工厂、机器和设备投资首年可
对其支出的百分之九十获得扣除。
另外，在巴基斯坦设立的电力生产项目在某些
情况下可以免税。
在农村和不发达地区建立工业企业可获得加速
折旧。
在
年 月到
年 月
日之间的投
资可以获得相当于工厂和机器设备重置或现代
化改造百分之十投资金额的税收抵免。
选择在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可以获
得纳税额百分之十五的税收抵免。

股息 股息按百分之十缴纳预提税，除非可适
用更低的协定税率。
利息 支付给非居民的利息按百分之二十缴纳
预提税，除非可适用更低的协定税率。支付给
在巴基斯坦不构成常设机构的非居民纳税人的
利息就支付总额征税，适用税率为百分之十。
特许权使用费 支付给非居民的特许权使用费
按百分之十五缴纳预提税，除非可适用更低的
协定税率。
技术服务费 支付给非居民企业的技术服务费
按百分之十五缴纳预提税，除非可适用更低的
协定税率。
分支机构利润汇出税 向境外总部汇出的利润
视同为股息，按百分之十缴纳预提税。
其他 建造合同或者由卫星电视频道提供广告
服务的合同，按百分之六缴纳预提所得税；非
居民传媒公司提供的广告服务税率为百分之十；
支付的保险费按百分之五缴纳预提税。这些税
率通常适用于在最终纳税机制下需要征税的所
得。对于其他支付给非居民的费用，通常按百
分之二十缴纳预提税。

对公司征收的其它税项
资本税 根据不同的核定资本，须按不同的税
率缴纳资本税。
薪酬税 年收入超过
万巴基斯坦卢比须按百
分之零点五至百分之二十的税率缴纳薪酬税。
由雇主从薪金中代扣代缴给政府。
不动产税 不动产税在省级层面缴纳。
社会保障税 雇主代表雇员向社会保险机构缴
纳不超过雇员工资百分之六的社会保障税。日
工资超过
巴基斯坦卢比或月工资超过 万
巴基斯坦卢比的部分，无需缴纳社会保障税。
印花税 印花税分别根据保险费和股票转让面
值的百分之零点五和百分之一点五缴纳，但不
得小于 巴基斯坦卢比。如果股权通过中央托
管公司转让，印花税按照股票面值的百分之零
点零一缴纳。

定性，或税务机关可否定无经济实质的交易
存在。
披露要求 公司税纳税人必须在递交纳税申报
表时附上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
征管与合规性要求
纳税年度 法律规定两种类型的纳税年度：正常纳
税年度（于 月

日结束）和特殊纳税年度（即

除了正常纳税年度之外由税务机关核准的纳税年
度）。
合并纳税 控股公司和全资集团子公司可以在集团
税收概念下选择作为一个纳税单位进行纳税。
申报要求 对于在 月 日和 月
的纳税年度，应于

月

日之间结束

日前进行纳税申报。

在其它情况下，应于纳税年度结束后的 月

日

前进行纳税申报。

财产转让税 受某些条件限制，通过拍卖销售

罚金 未能进行纳税申报的，滞纳金按应缴纳
税款的百分之零点一 天征收。最低罚款为

的任何房产或商品须按百分之五缴纳财产转让
税。

巴基斯坦卢比，最高罚款为应缴纳税款的百分
之二十五。

其他 无

裁定 非居民可获得就任何交易或合同的税务
影响的预先裁定。

反避税规则
转让定价 根据反避税规则，税务机关有权分
配、划分或配置关联公司间的收入、扣除额或
税收抵免额，以反映按照独立交易原则本应实
现的所得。巴基斯坦税法规定了四种确定是否
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方法。
资本弱化 如果一家由外国控制的居民公司
（银行或金融机构除外）在纳税年度内的任何
时点其境外债资率超过
，则不允许对超过比
率的负债利息部分进行扣除。
受控外国公司 无

个人税
征税原则 居民个人按全球经营所得纳税；非
居民个人仅按来源于巴基斯坦的所得纳税。
居民纳税人 如果个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停留
在巴基斯坦境内超过
天，则他 她在该纳税
年度应认定为居民纳税人。
申报主体 不允许联合申报；每个个人必须单
独进行纳税申报。
应纳税所得 同公司应税所得一样分为五种类

别，包括雇佣所得（即工资）、职业所得、房
其他 如果一项交易的达成是以避税为目的的， 产所得、资本利得及其它所得。
或没有经济实质，则税务机关可对该交易重新

资本利得 资本利得作为一种应税所得按适用
个人所得税税率纳税。处置上市公司股票和债
券的资本利得适用和公司一样的征税方法。
扣除与减免适用于非工薪阶层，但不适用于工
薪阶层（除扎卡特（
）之外）。
税率 应纳税所得超过
万巴基斯坦卢比的工
薪阶层和非工薪阶层都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税
额根据不同层级而定。工薪阶层的税率为百分
之五至百分之二十，而经营行为纳税人的税率为
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五。
对个人征收的其它税项

巴基斯坦卢比，最高罚金为应缴纳税款的
百分之二十五。
增值税
应税交易 提供商品，进口货物以及提供特定
服务须缴纳销售税。联邦政府通常只对提供商
品征收消费税，然而省级政府会对在该省内发
生的服务征收销售税。联邦政府也对发生在伊
斯兰堡首都地区发生的服务征收消费税。
对于某些服务，联邦消费税与销售税的征税方
式相同。
税率 标准税率为百分之十六。联邦销售税根
据不同的税率征收。

资本税 无
印花税 无

登记 制造商营业额超过
万巴基斯坦卢比
的，必须进行登记；零售商营业额超过
万
巴基斯坦卢比的，必须进行登记。

资本取得税 无
不动产税 就不动产价值按照百分之六的税率
征收。

纳税申报 须按月进行销售税的申报纳税。

遗产税

税法体系

无

社会保障税 雇主代表雇员须向社会保险机构
缴纳不超过雇员工资百分之六的社会保障税。
对日工资超过
巴基斯坦卢比或月工资超过

年《所得税条令》和
年《所得税规
则》，
年《销售税法案》，
年《联邦
年《信德省服务销售税法
消费税法案》，
案》，
年《旁遮普省服务销售税法案》，
和其他省级服务销售税的条令。

万巴基斯坦卢比的部分，不须缴纳社会保障
税。

税收协定

净资产税 无

巴基斯坦已缔结了

份税收协定

征管与合规性要求
主管税务当局

纳税年度 财政年度

联邦税务委员会、省级税务机关
纳税申报 在 月 日财年结束后，纳税申报
必须在 月
日前进行。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收入达到及超过
斯坦卢比的个人还须递交截至 月

万巴基
日的财富

国际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申明和财富调整说明。
罚款 未能进行纳税申报的，每天被处以应缴
纳税款百分之零点一的滞纳金。最低罚金为

注：本《经商须知》内容更新于

年。

联系
若需获取更多信息，敬请联络下列专业人士：
蒋颖
税务及商务咨询大中华区主管合伙人
电话：
电子邮件：

王鲲
国际税收与企业并购重组税务服务全国领导人
电话：
电子邮件：

华北地区

华东地区

朱桉
合伙人
电话：
电子邮件：

卢强
合伙人
电话：
电子邮件：

华南地区

华西地区

李晓晖
合伙人
电话：
电子邮件：

张书
总监
电话：
电子邮件：

关于德勤全球
（ 德勤 ）泛指德勤有限公司（一家根据英国法律组成的私人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称 德勤有限公司 ），以及其一家或多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德勤
有限公司与每一个成员所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德勤有限公司（又称 德勤全球 ）并不向客户提供服务。请参阅
中有关德
勤有限公司及其成员所的详细描述。

德勤为各行各业的上市及非上市客户提供审计、税务、企业管理咨询及财务咨询服务。德勤成员所网络遍及全球逾
个国家及地区，凭借其世界一流和高质量专
业服务，为客户提供深入见解以协助其应对最为复杂的业务挑战。德勤拥有超过
名专业人士，致力于追求卓越，树立典范。

关于德勤大中华
作为其中一所具领导地位的专业服务事务所，我们在大中华设有
个办事处分布于北京、香港、上海、台北、成都、重庆、大连、广州、杭州、哈尔滨、新竹、济
南、高雄、澳门、南京、深圳、苏州、台中、台南、天津、武汉和厦门。我们拥有近
名员工，按照当地适用法规以协作方式服务客户。

关于德勤中国
德勤品牌随着在
年设立上海办事处而首次进入中国。目前德勤中国的事务所网络，在德勤全球网络的支持下，为中国的本地、跨国及高增长企业客户提供全面
的审计、税务、企业管理咨询及财务咨询服务。在中国，我们拥有丰富的经验，一直为中国的会计准则、税务制度与本地专业会计师的发展贡献所长。

本通信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或它们的关联机构（统称为 德勤网络 ）并不因此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任何德勤网络内
的机构均不对任何方因使用本通信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
。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