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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語
近幾年來，不少中國企業陸續走出國門，使得
中國迅速成為一個重要的對外投資國。隨着國
家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海外擴張也日益成為
越來越多的國有實體和民間資本呼之欲出的實
際需求，參與海外並購無疑是實現該需求的重
要途徑之一。而作為國際並購市場上的後來
者，相關經驗不足可能會使中國投資者在陌生
而復雜的海外法規面前無所適從。在此背景
下，事先充分研習國內外相關政策，了解其對
並購方案的影響，從而制定完善周密的境外並
購計劃已成為大部分中國投資者的共識；而作
為並購成本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稅務籌劃安排
更是其中不容忽視的環節。積極成功的稅務安

排不僅可以協助企業規避稅務風險，更能夠提
高經濟效益，促進集團商業目標的實現；消極
被動的處理稅務事項，或失敗的稅務籌劃則可
能導致成本的上升，並且直接阻礙並購交易的
進行，甚至為並購後的企業運作埋下隱患。
本刊物旨在為中國對外投資的境外並購稅務安
排這一難題厘清總體思路，並就其中一些常見
技術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希望我們的介紹能
夠對您未來的並購計劃安排有所幫助和啟發。

據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發布的數據
顯示，2012年中國100大跨國公司的平均跨國指
數為百分之十二點九三，遠低于2012世界100大
跨國公司百分之六十二點二五的平均水平。這說
明，面對高成本時代，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能力依
然比較弱，大多數企業尚未走出國門，尚未在全
球範圍內實施資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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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從何入手？
您應當仔細考慮如何從投資項目中獲取利潤。
貨物/服務（供應鏈）是一個重要的出發點：
供應鏈籌劃的目的在於挖掘企業內部供應鏈的
協同效應，以提高貨物/服務的盈利能力。因
此，您需要瞭解盈利的增加可能產生於何處：
•• 被收購的企業集團；
•• 現有的集團
如果盈利增加部分來自於將要收購的企業，您
可以通過結合以下不同要素來獲取增加額：
1. 股息（持有被收購方集團中的母公司（「目標
公司」）或用於收購的公司（「收購公司」）的
股份）：收取股息。
2. 利息（負債 - 向目標公司或收購公司提供融
資）：收取利息和債務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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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形資產使用費（將貴公司無形資產使用權
授權給目標公司）：在收購後將收購前由目
標集團擁有的，並且收購後剝離到目標集團
之外的無形資產的使用權授權給目標公司，
向目標公司收取無形資產使用費。
4. 服務（向目標公司提供技術服務等服務，對
應款項不是特許權使用費）：從目標公司收
取服務費。
5. 資本利得（出售目標公司或者收購公司的股
權）：通過出售股權獲取股權增值的溢價。

上述每一種「收益流入」都會對您收購前後的決策帶來影響：

股息
資本利得
利息

收購前的考慮因素

收購中或收購後的考慮因素

收購安排：被收購股權的股權結構

進行重組以實現稅負最優化

融資安排：如何為目標公司提供融資

進行重組以實現稅負最優化；為收購
後的資金需要安排恰當的融資結構

無形資產使用費 無形資產持有的安排

進行重組以實現稅負最優化，通常作
為供應鏈籌劃的一部分

服務
（如技術服務）

集團內部服務協議的安排

銷售貨物/服務
（供應鏈）

提前將收購後的考慮因素納入考量

供應鏈籌劃：重新規劃整個供應鏈，
包括轉讓定價方面的考量。無形資產
的安排尤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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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請依次審視上述各項考慮因素，結合相應的成本、收益及風險確定適合自己的可用方案。
時間/階段

考慮因素

收購前

1. 收購架構的安排
2. 收購的融資安排
3. 無形資產持有的安排

收購後
4. 供應鏈籌劃
（當然，在收購進行時，您就應該開始考慮收
5. 集團內部服務協議的安排
購後的戰略等問題）
6. 其他考慮因素
然後，您需要分析收購相關的涉稅成本、收益和風險，考量是否能實現貴公司的目標及滿足需優
先考慮的條件，以此來規劃貴公司的收購行動。
收購安排1

收購安排2

股息

預提所得稅率10%

預提所得稅率5%

資本利得

免稅

征稅

舉例而言，假設不同架構下的稅負成本存在如收購安排1和收購安排2的兩種情況，如果貴公司是
戰略投資者，並主要通過股息來獲取投資收益，收購安排2將更加合適。如果貴公司是私募股權投
資者，並主要通過出售股權來獲取資本增值，則收購安排1較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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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在本文的下述部分，我們將對「收購安排」、
「收購中的融資安排」、以及「中國境外所得
稅收抵免制度對收購安排的影响」等方面的常
見問題進行解答。但本冊中的解答僅針對通常
情況作出分析，並不構成您具體操作中收購決
策的基礎。
1. 收購安排
1.1. 為什麼不直接收購目標公司？
收購架構的設立需從商務、法律、財務、稅務
等多方面進行分析考量。 從稅務角度來說，基
於三方面的原因，您應該考慮透過一個中間控
股公司來收購目標公司：
•• 利用海外中間控股公司收購目標公司，減少
或消除對股息和對處置股份取得的資本利得
征收的預提所得稅，以獲得一個較為優化的
稅負結果。
•• 利用海外中間控股公司，可以使中國投資者
在收取境外投資的股息或在處置利得的時間
安排上更具靈活性。
•• 有效的「債務下推」戰略可能需要一個新
的、恰當的、具有合理資本結構的（從債資
比角度考慮）收購公司來收購目標公司。
1.2. 如何利用中間控股公司來減少或消除對股
息及投資退出時取得的資本利得征收的預提所
得稅？
許多對股息征收預提所得稅的國家都彼此簽訂
了雙邊稅收協定。在協定下，若收到股息的企
業為與支付股息企業所在國簽有雙邊稅收協定
的國家的稅收居民，則支付股息企業所在國對
該股息征收的預提所得稅稅率往往可有所降低。

此外，每個國家與其他國家簽訂的稅收協定中
規定的預提所得稅率也不盡相同。例如，根據
中國/瑞士雙邊稅收協定，瑞士公司將股息匯回
中國時適用的預提所得稅率為百分之十（無協
定下的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但是根據盧森
堡/瑞士的雙邊稅收協定，瑞士公司將股息匯到
盧森堡則免稅。故，如果不考慮再次分配的需
要，在盧森堡設立控股公司來管理在瑞士的投
資可能更為有利。
同樣的考量也適用於投資回收的資本利得。例
如很多進入印度的投資項目都在毛里求斯設立
控股公司，原因在於根據印度/毛里求斯的雙邊
稅收協定，符合條件的資本利得在印度享受免
稅待遇。
1.3. 在中國稅法中從境外取得的股息所得需要
征稅，但可以享受境外所得稅收抵免。既然如
此，我們為什麼還要考慮減少分回股息的預提
所得稅呢？
貴公司從境外獲取的股息可能已經是稅後所
得，在境外被征收了等於或超過中國企業所得
稅稅率（百分之二十五）的預提所得稅。若是
如此，超出百分之二十五的部分實際上被「浪
費」了。貴公司收回股息的實際稅率因這筆股
息在境外所交的預提所得稅的增加而提高。
下述的案例討論將在整個「常見問題」的章節
逐漸展開。案例的背景情況如下（本文中的金
額均以美元表示）：
•• 並購金額：1,000M（M：百萬）
•• 企業所得稅率：A國和B國均為百分之二十五
•• 年度息稅前利潤：100M
•• 股息預提所得稅稅率：A國百分之十，B國百
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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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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