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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過去的五到十年間，發達經濟體的全球化集團
企業所采用的商業模式經歷了重大改變。尤其
是這些集團的供應鏈安排已與五到十年前所運
行的安排大相徑庭。這一變化可以大致歸因於
「全球化」進程，然而，亦有一些具體因素為
這場變革推波助瀾，其中包括差旅和運輸成本
的下降，以及通訊和科技的發展。
現今，發達經濟實體的全球化集團企業通常采
用以「主體公司」為核心的供應鏈模式。從其
最簡化的形式來看，此類模式的架構一般為：
•• 一家「主體公司」
•• 一家「知識產權所有者」公司，絕大多數情
況下該公司同時亦為「主體公司」

降低全球有效稅率或實現節稅的關鍵決策在於
選擇主體公司的設立地點，正如上文所述，「主體
公司」在許多情況下也是「知識產權所有者」公
司。在一個典型的「主體公司」供應鏈模式
中，特別是當「主體公司」同時為「知識產權
所有者」公司時，供應鏈的大部分價值都會集
中為「主體公司」所有。因此，全球化集團企
業均期望將「主體公司」設立在低稅率，或者
有稅收優惠的地區。
本冊羅列出選取「主體公司」所在地時需考量
的稅務及商業因素。同時，我們以這些考量因
素為出發點，對全球化集團企業所青睞的設立
「主體公司」常用備選地區的各項關鍵特征作
出了歸納與總結。

•• 進料或來料加工企業及
•• 傭金型或有限風險型銷售公司
應商業發展之需，傳統的「完全職能生產商」
供應鏈模式逐漸轉變為「主體公司」供應鏈模
式，其中涉及到營運方面的重大變化。此外，
根據我們的經驗，如果在設計新型「主體公
司」模式之初就將稅務因素納入考量，可以為
全球化集團企業大大減輕稅負，實現長期有效
的節稅。一些全球化集團企業在設計和推行新
商業模式時遵循稅務領域的最佳實踐，不僅取
得了預期的商業效率，同時也顯著降低了全球
各地的有效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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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公司構架比較
主體公司/企業的適用稅率
瑞士
稅收優惠下的有效稅率

稅收優惠的形式

盧森堡

荷蘭

比利時

愛爾蘭

新加坡

香港

•• 聯邦稅收優惠、州稅優惠、主 •• 根據不同的商業模式，有效稅 •• 根據所選的商業模式，有效
體公司特別優惠以及“混合”
率從3.0%到5.0%不等（盧森
稅率從5.0%到8.0%不等（如
公司特別優惠四項綜合使用，
堡市一般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主體公司模式/CV結構/BV結
可使有效稅率降至3.5%到5.0%
28.80%）
構；非正式資本模式，名義
授權模式或者超額利潤豁免
•• 州稅優惠、主體公司特別優惠 •• 通過進一步的稅收籌劃可降
模式）
和“混合”公司特別優惠三項
低實際有效稅率（例：使用
綜合使用可使有效稅率降至
債務轉移的方法）
•• 所有的商業模式均需要提供轉
5.0%到8.0%
讓定價報告作為支持（一般的
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5%，從
•• 主體公司特別優惠、“混合”
2011年起將改為25%）
公司特別優惠兩項綜合使用可
使有效稅率降至5.1%至9.2%
•• 通過進一步的稅收籌劃可降
低實際有效稅率
•• “混合”公司特別優惠一項
就可使有效稅率降至8.5%到
11.0%

有效稅率為3.0%至9.0%。有
轉讓定價報告支持的“超額
利潤”部分可享受稅收减免
（一般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33.99%）。最終有效稅率取
决于在比利時新投資額以及
對專利所得减免（PID）的應
用。

•• 貿易活動的法定稅率為
12.5%

有效稅率為0.0%到10.0%（一般
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7.0%）。

適用稅率為16.5%（即香港法
定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對主
體公司沒有特別的稅收優惠。

根據不同的方法（在第4頁“獲得
優惠的條件”裏有詳細的表述），
由當地（聯邦和州）政府機構
批准低稅率。

•• 貿易活動產生之收益所適
用的法定稅率已經很低（即
12.5%）

經稅務當局批准，可獲得特別
的稅收優惠。

根據香港稅法，香港只對發生
或源於香港的經營所得利潤進
行征稅（不包括資本利得）；
源於香港境外的收入（例如離
岸收入）一般來說不需繳納香
港利得稅。

預約稅務鑒定：

預約定價安排：

稅務鑒定：

將功能和風險轉移給主體企
業（EntCo）從而轉移超額利
潤，可通過不同方法達到免稅
效果：

•• “超額利潤”免稅（金額根
據轉讓定價報告確定）可以
通過各種方法實現，包括主
體公司模式/CV-BV結構，
中央企業模式/非正式資本
模式，或名義授權模式。而
且，其他預約定價安排也有
可能使“超額利潤”的實際
稅負為零

•• “超額利潤”免稅（金額根
據轉讓定價報告確定）；一
般比利時主體公司50.0%到
70.0%的息稅前利潤可免征
所得稅

•• 參與利潤分配的貸款
•• 商譽
•• 集團內資金調撥
•• 稅務統一
•• 境外分支機構

•• 知識產權特許權使用費：通
過將特許權使用費支付給設
立在低稅率地區的公司或者
荷蘭境內的免稅實體（即知
識產權所有者），達到降低
稅負的目的

•• 綜合利用國家利息减免
（NID）、專利所得减免
（PID）、債務，進一步降低
企業的有效稅率

•• 通過進一步的稅收籌劃（例
如：利用境內或境外的知識
產權規定）可降低實際有效
稅率至1%到3%。用于知識
產權的資本性支出可以在由
該項知識產權交易收入的
80.0%的限額內扣除。這項
規定使企業有可能把實際有
效稅率降至2.5%

•• 無需事先申請預約稅務鑒定
•• 納稅人根據有大量收入判定
的先例和案例以確定究竟哪
些活動屬於貿易活動

•• 調整主體公司和境外知識產
權集團公司/法人之間的債務
股本比例

或者
•• 兩種方法綜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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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以獲取更多相關資料：
商業模式優化團隊
服務組聯系人：
張新華
合伙人 - 國際稅收服務；商業模式優化團隊領導人
電話：+852 2852 6768
電子郵件：ryanchang@deloitte.com

許德仁
合伙人 - 國際稅收服務 •
電話：+86 21 6141 1498
電子郵件：lkhaw@deloitte.com.cn

展佩佩
合伙人 - 間接稅服務
電話：+852 2852 6440
電子郵件：sachin@deloitte.com.hk

郭心潔
合伙人 - 轉讓定價服務•
電話：+86 21 6141 1308
電子郵件：eunicekuo@deloitte.com.cn

地區聯系人：
華北地區
陳薇
合伙人•
電話：+86 10 8520 7528
電子郵件：weichen@deloitte.com.cn

華東地區
郭心潔
合伙人•
電話：+86 21 6141 1308
電子郵件：eunicekuo@deloitte.com.cn

華南地區 - 中國大陸
李旭升
合伙人
電話：+86 755 3353 8113
電子郵件：vicli@deloitte.com.cn

華南地區 - 香港
王應得
合伙人
電話：+852 2852 1004
電子郵件：phiwong@deloitte.com.hk

作者：
許德仁
合伙人 •
電話：+86 21 6141 1498
電子郵件：lkhaw@deloitte.com.cn

梁捷
合伙人 •
電話：+86 21 6141 1456
電子郵件：jieliang@deloitte.com.cn

詹翎宜
經理
電話：+86 21 6141 1073
電子郵件：czhan@deloitte.com.cn

及香港、比利時、愛爾蘭、盧森堡、荷蘭、新加坡和瑞士德勤成員所國際稅收組的專業人士。
請到訪www.deloitte.com/cn而獲得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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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碑民權路28號
英利國際金融中心33層8單元
郵政編碼：400010		
電話：+86 23 6310 6206		
傳真：+86 23 6310 6170

香港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香港金鐘道88號			
太古廣場一座35樓		
電話：+852 2852 1600
傳真：+852 2541 1911

蘇州				
德勤商務咨詢(上海)有限公司
蘇州分公司
中國蘇州市工業園區蘇惠路88號
環球財富廣場1幢23樓		
郵政編碼：215021			
電話：+86 512 6289 1238
傳真：+86 512 6762 3338 / 3318

大連		
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大連分所
中國大連市中山路147號		
森茂大廈1503室			
郵政編碼：116011		
電話：+86 411 8371 2888		
傳真：+86 411 8360 3297
廣州
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廣州分所
中國廣州市天河路208號
粵海天河城大廈26樓		
郵政編碼：510620		
電話：+86 20 8396 9228
傳真：+86 20 3888 0119 / 0121
杭州
德勤商務咨詢(杭州)有限公司
中國杭州市教工路18號
歐美中心企業國際A區605室
郵政編碼：310013
電話：+86 571 2811 1900
傳真：+86 571 2811 1904

濟南
德勤咨詢(上海)有限公司
濟南辦事處
中國濟南市濼源大街150號
濟南中信廣場A座十層1018單元
郵政編碼：250011
電話：+86 531 8518 1058
傳真：+86 531 8518 1068
澳門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澳門殷皇子大馬路43-53A號
澳門廣場19樓H-N座		
電話：+853 2871 2998
傳真：+853 2871 3033
南京				
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南京分所
中國南京市漢中路89號		
金鷹國際商城11層			
郵政編碼：210029		
電話：+86 25 5790 8880
傳真：+86 25 8691 8776
上海			
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中國上海市延安東路222號
外灘中心30樓			
郵政編碼：200002		
電話：+86 21 6141 8888
傳真：+86 21 6335 0003

天津
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天津分所
中國天津市和平區南京路189號
津彙廣場寫字樓30層			
郵政編碼：300051			
電話：+86 22 2320 6688
傳真：+86 22 2320 6699
武漢
德勤咨詢(上海)有限公司
武漢辦事處
中國武漢市建設大道568號
新世界國貿大厦38層02號
郵政編碼: 430022
電話：+86 27 8526 6618
傳真：+86 27 8526 7032
廈門
德勤咨詢(上海)有限公司
廈門辦事處
中國廈門市思明區鷺江道8號
國際銀行大廈26樓E單元
郵政編碼：361001
電話：+86 592 2107 298
傳真：+86 592 2107 259

主體公司
核心稅務架構
德勤稅務研究學會
德勤中國稅務團隊於二零零六年成立德勤稅務研究學會，旨在促進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稅務教育、研究及創新活動。德勤稅務研究學會針對高
校學生、學術機構和商業領域的需要，推出了一系列全國性以及地區性的項目，主要包括每年舉辦德勤中國稅務精英挑戰賽、就最新課題出版研究論文以及舉
辦會議為稅務專業人員、商界人士、學者及政府官員提供切磋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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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德勤全球
Deloitte（“德勤”）泛指德勤有限公司（一家根據英國法律組成的私人擔保有限公司，以下稱“德勤有限公司”），以及其一家或多家成員所。每一個成員所
均為具有獨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實體。請參閱 www.deloitte.com/cn/about 中有關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成員所法律結構的詳細描述。
德勤為各行各業的上市及非上市客戶提供審計、稅務、企業管理咨詢及財務咨詢服務。德勤成員所網絡遍及全球逾150個國家，憑借其世界一流和高質量專業服
務，為客戶提供應對最複雜業務挑戰所需的深入見解。德勤擁有約200,000名專業人士致力於追求卓越，樹立典範。
關於德勤大中華
作為其中一所具領導地位的專業服務事務所，我們在大中華設有21個辦事處分佈於北京、香港、上海、台北、重慶、大連、廣州、杭州、哈爾濱、新竹、濟南、
高雄、澳門、南京、深圳、蘇州、台中、台南、天津、武漢和廈門。我們擁有近13,500名員工，按照當地適用法規以協作方式服務客戶。
關於德勤中國
在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我們通過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和其關聯機構包括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以及它們下屬機構和關聯機構提供服務。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員所。
早在1917年，我們於上海成立了辦事處。我們以全球網絡為支援，為國內企業、跨國公司以及高成長的企業提供全面的審計、稅務、企業管理咨詢和財務咨詢
服務。
我們在中國擁有豐富的經驗，並一直為中國會計準則、稅制以及本土專業會計師的發展作出重大的貢獻。在香港，我們為大約三分之一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
的公司提供服務。
本文件中所含數據乃一般性信息，故此，並不構成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員所或相關機構（統稱為“德勤網絡”）提供任何專業建議或服務。在做出任何可能
影響自身財務或業務的決策或採取任何相關行動前，請咨詢合資格的專業顧問。任何德勤網絡內的機構不對任何方因使用本文件而導致的任何損失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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