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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韩国简介 

 

1.1 地理 

 

韩国全称为“大韩民国”（Republic of Korea），面积9.93万平方公里，人口5000万左右。 

韩国山地多，平原少，海岸线长达5259公里，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 

  

1.2 人口和语言 

   

2011年, 韩国的人口约为 50,515,000名, 其中约有1，395，000名是外国居民。 

  

韩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韩过首都首尔有1，055多万居民,如将城市周边的居民
（京畿道）计算在内,则人口超过1100万。釜山是韩国的第二大城市，人口约为346万。
随后是仁川（约有275万）、大邱（约有247万）、 

大田（约有152万）、光州（约有150万）、 蔚山（约有110万）。  

 

韩国语为通用语言，韩国华侨亦懂中文，在机场、豪华观光酒店及大百货公司等场所可
使用英文，最近一些公共设施和大百货公司增设了中文解说广播。 

  

1.3 政治制度 

 

韩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政体。行政权属总统，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和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全民直选举，任期5年，不能连任，有任命和罢免国务总理和内
阁长官、次官、驻外大使、宣布大赦的权力。总统主持由国务总理和各内阁部长组成的
国务会议，负责决定、协调和处理国家政策和重大事项。直属总统的机构包括总统秘书
室、国务会议、国家情报院、监察院、中央人事委员会、放送通信委员会等。现任总统
李明博，为韩国第17届总统。  

 

立法权属国会，主要职能包括：审议并通过或否决各项法案；审核和批准政府财政预算
；检查政府工作；批准对外条约以及同意宣战或媾和、弹劾总统和主要政府官员、否决
总统的紧急命令等。国会机构包括议长1人、副议长2人及各专门委员会。国会议员在国
会外无需对其在国会内所发表意见或所投的票负责。目前韩国主要政党包括执政的大国
家党和在野的统合民主党、民主劳动党、自由先进党和创造韩国党等，大国家党为国会
内的第一大党。 

  

司法权属大法院和大检察厅。大法院拥有终审权。大法院院长由总统任命，须取得国会
同意，任期为六年，不得连任。大法院的法官则由大法院院长推荐，由总统委任。所有
下级法院法官由大法院院长委任，但须取得大法院法官会议同意。韩全国共有5个高等
法院，受理对地方法院审理民事及刑事案件的裁决提出的上诉。大检察厅长由总统任命
，无需国会同意。大检察厅负责案件的立案、调查和起诉、抗诉等。  

 

内阁由国务总理、企划财政部、教育科技部、统一部、外交通商部、法务部、国防部、
行政安全部、文化体育观光部、农林食品水产部、知识经济部、保健福祉家庭部、环境
部、劳动部、国土海洋水产部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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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经济环境 

 

韩国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贫乏，市场规模较小，其经济对国际市场和资源的依赖程
度相当高，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韩致力于发展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30多年

来经济始终保持着较高速增长，其经济规模、社会财富、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1996年12月韩加入OECD，同年成为WTO创始国之一，2004年初，韩又提出
2010年人均收入达2万美元的发展目标。    

 

2009年韩经济增长0.2%。进出口总额6866.1亿美元,其中，出口3635.3亿美元，同比下
降13.9%，进口3230.8亿美元，同比下降25.8%。  

 

韩经济以重、化工工业为主，造船、汽车、半导体、石油化工、IT等产业均在世界上占

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农林渔业由于成本过高，竞争力较差，是韩政府重点保护的产业。
此外，韩国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三星、现代、SK等少数大企业集团在国民经济中占
据的地位举足轻重。 

  

1.5 货币 

 

韩国货币为WON，有面额1000元、5000元和10000元的纸币和10圆、50圆、100圆和5

00圆的硬币。可以很方便地在银行和主要旅游饭店中以美元、港币、日元、英镑及其他
外国货币兑换韩元，基本汇率随市场的波动而变化。 

  

1.6 海关 

  

入境时海关检查分为无申报通道（绿色）和申报通道（红色），若旅客所持外币不超过
10000美元、携带品的总价格不超过600美元，（只限酒1瓶、烟10盒、香水2盎司），
没有携带禁止出入境的物品（包括枪炮、火药、毒品、动植物、障碍公共安全之事物、
伪造货币或证券、仿冒品、无线电机用品、肉类制品等），则可走绿色通道。出境时如
携有贵重物品必须填写“携带出境物品申报单”。 

 

报关原则上为书面申报，但游客所携带的随身行李进行口头申报即可。使用简化柜台走
私的违法者将加重刑责。 

 

1.7 人际交流 

 

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在人际交流方面迅速发展，1992年至2010年期间韩国访华人数增长
了102倍，而中国访韩国人数增长了21倍。 

 

-过去大部分的中国人为了找工作访问了韩国，但近几年来，观光游客和商业人士人数 

   越来越多。 

 

- 2010年底，韩国学生赴中留学的人数突破6万人，在中国留学生数量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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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韩国—中国经济贸易关系 

 

2.1 经济合作关系   

 

建交后，两国政府陆续签订了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以及关于成立经济贸易和技术合
作联委会的协定、海运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和平利用核能协定、渔
业协定等一系列政府间协定，双边经贸合作稳步、健康、快速发展。  

  

 两国间签署的部分重要经济协议:  

 

• 1992年 9月 30日，《中韩投资保障协定》正式生效 

• 1994年 9月27日，《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正式生效 

• 2001年 6月 30日，《中韩渔业协定》正式生效 

• 2012年 7月 7日，《中韩社会保障协定》达成协议 

 

 

2.2 贸易关系 

 

2.2.1 贸易关系现状 

 

中国已经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家。2011年，两国的贸
易额突破了2200亿美元，达到建交时的50倍。 

 

韩国与中国合作的比重已远超其与美国的比重。2010年韩国出口（进口）额中，对中国
的出口（进口）额占25.1%（16.8%），于2003年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伙伴，于20

04年，中国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家。 

 

年度 
访韩中国人 

（韩国统计） 
与上年同期相比  

访华韩国人 

（中国统计） 
与上年同期相比  

1992 9 10.1 4 186.6 

2001 48 8.9 168 24.8 

2006 90 26.3 392 17.6 

2007 107 19.2 478 21.7 

2008 117 9.3 396 -17.2 

2009 134 14.9 320 -19.3 

2010 188 39.7 408 27.5 

中韩两国访问人数 
（单位：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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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总额 韩国对中国出口额 韩国对中国进口额 顺差 

1992 50.3 26.2 24.1 2.1 

2000 345 232.1 112.9 119.2 

2001 359.1 233.9 125.2 108.7 

2002 440.7 285.7 155 130.7 

2003 632.3 431.3 201 230.3 

2004 900.7 622.5 278.2 344.3 

2005 1119.3 768.2 351.1 417.0 

2006 1343.1 897.8 445.3 392.5 

2007 1599.0 1037.6 561.4 476.2 

2008 1861.1 1121.6 739.5 382.1 

2009 1562.3 1025.5 536.8 488.7 

2010 2071.7 1384 687.7 696.3 

2011 2456。3 1627.1 829.2 797.9 

中韩贸易简明统计(1992-2010) 
（单位：亿美元）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0年中韩贸易额2071.7亿美元，增长32.6%。其中我出口687.7亿
美元，进口1384亿美元，分别增长28.1%和35%。2011年中韩贸易额2456.3亿美元，增
长18.6%。其中我出口829.2亿美元，进口1627.1亿美元，分别增长20.6%和17.6%。两
国领导人商定2015年中韩贸易额达3000亿美元的目标，并于2012年5月启动中韩FTA谈
判。 

 

2.2.2 贸易关系特征 

 

中韩两国自建交以来，彼此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日益频繁，特别是这些年来，中韩贸
易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状态，主要是因为中国和韩国之间的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带有互
补性关系。具体说，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些机器设备和原料，由韩国出口到中国；
而韩国从中国进口一些农产品、轻工业产品以及一些简单的机械，通过贸易，双方都获
益。 

 

中国正在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这反过来又刺激韩国产业也要进行调整，所以韩中之间
的贸易结构可以刺激两国经济的发展，对两国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 

 

2.3 两国间投资关系 

 

2.3.1 韩国对中国投资现状 

 

于2010年，韩国对外投资的25%集中在中国。也就是说，中国成为韩国对外投资依存度
最高国家。自2000年代后期以来，尽管韩国对中国投资的比重有所减少，但韩国的对中
国依存度依然是在韩国主要投资对象中排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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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对海外投资比例(2010年) 
（单位：%） 

2.3.2 中国对韩国投资现状 

 

中国对韩国的投资规模依然很少。中国境外投资的71.9%集中在亚洲地区，但韩国仅占
其中的0.2%。 

 

不过，尽管是爆发了环球金融危机，最近，中国对韩国的投资规模逐步增长。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신고금액 26.6 76.3 69.7 249.4 50.2 1164.8 68.4 39.6 384.8 336.4 160.5 414 651

신고건수 323 1165 810 442 522 596 672 334 364 389 538 616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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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知识经济部] 

中国对韩国投资总额(2010) 

（单位：百万美元，数量） 

数量 

总额 

[来源: KO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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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国人直接投资 

 

3.1 外国人直接投资制度 

 

3.1.1 外商直接投资概念 

 

所谓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指外国人捧着与大韩民国法人或大韩民
国国民经营的企业建立持续性经济关系的目的，拥有其股票或股权，或者海外母公司等
外商投资企业提供5年以上的长期贷款，或者外国人向非经营性法人出资等。 

 

3.1.2  外商直接投资类型 

 

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包括外国人获取国内法人或企业的证券、股份和为出资的国内法人
提供长期贷款，以及为非盈利法人提供捐助等。 

 

A．获取国内企业的股份或份额 

 

这是指外国人以同大韩民国法人或大韩民国国民经营的企业建立持续的经济关系为目的，
参与该法人(包括正在成立中的法人)或企业的经营活动等，从中获取法人或企业的股份、
股权。 

 

要被认定为外商投资，投资金额必须在1亿韩元以上(包括1亿韩元)，同时外国人必须拥
有大韩民国法人(包括成立中的法人)或大韩民国国名经营的企业所发行的具备议决权的
股份总额或出资总额10%以上(包括10%)。(《外商投资促进法施行令》地2条第2项) 

 

虽然不承认投资金额有例外，但外商投资比率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成为例外。即若外商投
资金额低于1亿韩元或外商投资比率低于10%，只要签署下列合同中的任何一项，即可
破例被认定为是外商直接投资。 

   •可派遣企业高层或选拔高层的合同 

   •提供或购买原材料、产品一年以上的合同 

   •技术的提供、引进及共同研究开发的合同 

 

B．长期贷款 

 

①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母公司 ②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母公司和有资本出资关系的企业 

③ 投资外商 ④外国投资商和有资本出资关系的企业向相关外资企业贷出5年以上长期贷
款的情况(以最初贷款合同上所规定的贷款时间为准)均被认定为外商直接投资。(《外商
投资促进法施行令》地2条第4、5项) 

 

C．针对非盈利法人的捐助 

 

作为针对非盈利法人的捐助， 如具备科技领域的独立研究设施，并符合下列任何一项条
件时，可被认为是外商投资。 

   •科技领域学士学位持有者具备3年以上(包括3年)研究经验或科技领域硕士学位以上   

    的专门研究人才的长时雇佣规模5人以上(包括5人)。 

   •根据《赋税特例制约法》，实施有关应用高端技术项目的研究开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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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针对非盈利法人的捐助，捐款金额在5,000万韩元以上(包括5,000万韩元)，且符
合下列任何一项条件，同时受到外国人投资委员会的肯定时，则可被认定为外商投资。 

   •作为以学术、艺术、医疗及教育振兴等为目的而设立的非盈利法人，培养相关领 

    域的专业人才并持续开展旨在扩大国际间交流的事业。 

   •进行民间或政府间国际协作事业的国际机构的地区本部 

 

3.1.3 外商投资的相关法令 

 

外汇危机后，韩国政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于1998年制定了《外商投资促进法》，果
断放手开放市场和采取自由化措施。近来，为引进从事研发和高附加值服务业的相关外
资企业，指定租赁或转让给研发型外资企业的投资区域、制定外商投资区入驻对象--高
附加值服务业种类等相关法律所委任的事项及施行必要事宜，此外，还修订了《外商投
资促进法》 (法律第10232号，2010年4月5日公布，2010年6月 施行)，以改善、补充现
行制度在运营中表露出的缺陷。 

 

 外商投资的相关法令 

基本法令 

•《外商投资促进法》•《施行令》•《施行规则》 

•《关于外商投资与技术引进的规定》(知识经济部通告) 

•《外商投资综合公告》(知识经济部通告) 

•《关于外商投资等的赋税减免规定》（企划财政部通告） 

•《赋税特例限制法》（第 5 章 关于外商投资等的赋税特例）•《施行令》•《施行规则》 

其它法令 

•《外汇交易法》: 有关外商投资的外汇及对外交易的事项 

•《关于指定及运营自由贸易区的法律》 

•《关于指定及运营经济自由区的法律》 

•《关于资本市场与金融投资业的法律》等 

3.1.4 外商投资的促进与限制 

 

从外国投资商的立场来看，除海外投资的普通事业风险外，还需考虑相关投资国家的政
治、经济状况等因素，韩国制定了有关保护外国投资商的制度，同时凭借《关于外商投
资与技术引进的规定》，限制了外商投资的行业和内容。 

 

A．外商投资的保护 

 

依据《外商投资促进法》，对外商投资的保护标准高于类似于普通证券投资或债券投资
等的间接投资，并且还可获得相关支援。 

 

主要内容包括① 保障对外汇款 ②外汇交易停止(Safeguard)条款的例外 ③同于国民待遇 

④赋税减免税无区别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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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外商投资的限制与禁止 

 

按照《外商投资促进法》规定的韩国标准产业分类，总共1,145个行业中，外商投资在
公共行政·外务·国防等共60个行业受到限制（禁止行业），此外在共1,085个投资对象行
业中有29个行业限制了外商投资比率（限制行业）。 

  

(1)外商投资禁止行业 

 

外商投资禁止行业为难以适用《外商投资促进法》的公共行业，原则上排除在外商投资
对象行业中。对此，在《关于外商投资与技术引进的规定》，以及《外商投资综合通告
》上均已作出公告。 

 

 

外商投资禁止行业 

金融业 
邮政业，中央银行，私募基金业，养老金业，金融市场管理业，及其它金融支
援服务业等 

国家机构 立法/司法/行政机构 • 驻韩外国公馆及其它国际与外国机构 

教育机构 幼儿 • 小学 • 初中 • 高中 • 大学 • 研究生院 • 特殊学校等 

团体 艺术家，宗教团体，以及产业 • 专家 • 环境运动 • 政治与劳动运动团体等 

(2)外商投资限制行业 

 

外商投资限制行业在原则上是禁止外商投资的，但若被规定允许标准，在许可范围内可
进行投资。相关内容在《关于外商投资与技术引进的规定》和《外商投资综合通告》上
均已作出公告。 

 

行业名称 允许标准 

谷物及其它粮食作物栽培业 除水稻和大麦栽培 

肉牛养殖业 
外商投资比率低于50% 

沿海近海渔业 

其它基础无机化学物制造业 
除原子能发电燃料的制造 • 供应事业以外 

其它有色金属冶炼、提炼及合金制造 

原子能发电业 未开放 

水力发电业 

火力发电业 

其它发电业 

外商从韩国电力公社购买的发电设备合计应不超过国内整体发 

电设备的30% 

供电及配电业 
外商投资比率低于50% 

外国投资商拥有表决权股份比率<韩国人为第1股东> 

放射性废弃物采集、运输及处理业 除电力事业法第82条规定的放射性废弃物管理项目以外 

肉类批发业 外商投资比率低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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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名称 允许标准 

内港旅客运输业 允许对象 ：南北韩间旅客或货物运输 

内港货物运输业 与大韩民国船公司合作- 外商投资比率低于50% 

定期航空运输业非定期航空运输业 外商投资比率低于50% 

报纸发行业 外商投资比率低于30% 

杂志及定期刊物发行业 外商投资比率低于50% 

无线电广播业 未开放 

地上波电视业 未开放 

节目供应业 
外商投资比率低于49%%(包括49%) 

(但综合编辑及报道节目专门编辑频道使用项目未开放) 

有线广播业 
有关综合有线广播业，外商投资比率低于49%(包括49%) 

(但综合有线广播业未开放) 

卫星及其它广播业 
外商投资比率低于33%(包括33%) 

(但网络多媒体广播事业限外商投资比率低于49%) 

有线通讯业 
外国政府或外国人(包括外国人虚拟法人)持有股份(限表决权股 

份，包括具有表决权的股份等价物及出资参股)之合低于发行股 

份总数的49%(包括49%) 

(但外商等无法成为KT的最大股东，限持股低于5%) 

无线通讯业 

卫星通讯业 

其它电器通讯业 

新闻提供业 外商投资比率低于25% 

国内银行 仅限商业银行及地方银行(特殊银行和农水畜协未开放) 

(以2010年3月8日为准) 

3.2 外国人直接投资申报    

 

外商投资程序大致可分为外商投资申报、投资资金汇款、法人成立登记与事业者注册、
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四个阶段。 

  

外商投资申报 
(Invest KOREA(KOTRA)、

外汇银行) 

投资资金汇款 
(外汇银行、携带通关入境) 

法人成立注册 
(法院登记所) 

外商投资企业注册 
(最早申报机关) 

交纳的资金汇入法人帐号 
(外汇银行) 

法院成立申报与公司注册 
(总公司所在地的管辖税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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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外商投资申报项目 

 

A．取得新股或捐赠方式的外商投资申报 

 

当外商欲以取得大韩民国国民(法人)运营企业所发行的新股份的方式来实施外商投资时
，必须事先进行投资申报(事前申报)。 

  

取得新股有以下四种情况： 

•    外商单独或和国内人合作成立新法人； 

•   参与国内企业的有偿增资；    

•   外商(个人)在国内运营个人事业单位； 

•    向非经营法人捐赠(以捐赠方式取得新股)等以上四种情况。 

  

B．取得原始股的外商投资申报与许可申请 

 

在外商通过取得大韩民国国民(法人)所经营企业的原始股等，来实施外商投资的情况下
，必须做投资申报(事前申报)。但是，取得《关于资本市场与金融投资业的法律》所规
定的股权上市法人所发行的原始股时，取得后30天内可进行申报(包括变更)。 

  

取得原始股有以下两种情况： 

•    从国内股东直接取得非上市股分10%以上(包括10%)的情况； 

•    获得上市企业股票 10% 以上(包括 10%)的情况 

  

C．长期贷款方式的外商投资申报 

 

当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总公司或外国投资商，以及与该总公司或投资商具有出资关系的
企业向相关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平均偿还期5年以上贷款时，该相关外商投资必须事先做
投资申报(事前申报)。 

  

投入长期贷款的机关是外商投资企业，同时由于成立中的外资企业不是借主，那么长期
贷款方式的投资申报必须在外资企业成立后进行。 

  

D．通过合并取得股份的外商投资申报 

 

通过合并取得股份和取得新股或取得原始股的情况不同，无需做事前申报，在取得股份
后 30 天内申报就可以了（事后申报）。 

  

通过合并取得股份的类型有:  

•    外国投资商通过将相关外商投资企业的准备金、再评估储备金、依据其它法令规定   

      的储备金转入为资本而取得发行股份的情况； 

•    外商凭借相关外资企业与其它企业合并，股份的一揽子交换、转让及公司分割时所持 

     有的股份等，从而取得以后继承或者新设法人股份的情况； 

•    外国人通过买入、继承、遗赠或赠予的方式，从外商那取得已经被注册的外资企业的   

     股份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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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不同类型的外商投资程序 

取得新股 取得原始股 通过合并而取得股份 

新取得股份的外商投资申告 
（事前）：法第5条 

取得原始股的外商投资申告 
(事前/*事后): 法第6条 

通过合并取得股份的申告 
(事后30天内) : 法第7条 

现物出资完成的 
确认申请 

股金纳入保管/  
个人失业者资金寄存 

金额计算 

法人成立(增资)登记以及事业 
者注册 (*个人事业者注册) 

- 无偿增资（准备金、再评 
  估储备金等，资本引进） 
- 企业合并、散伙，一揽子 
  交换、转移股份 
- 外国人的购买、继承、遗 
  赠或者赠予 
- 收益(现金分配、股份分 
  配)出资 
- 转换公司债券、交换公司 
  债券、股份委托证以及 
  交换股份 

外资企业注册（新申请）: 法第21条，令第27条 
长期贷款投资申告 
（事前）: 法第8条 

申请发放签证 

-已取得股份的转让申告(在转让合同签订日起30天内):法第23条 
-已取得股份的减少申告（债券者最长时间的最终日起30天内） 

- 贷款提供者变更 
- 贷款金额变更 
- 贷款条件变更 
(偿还条件、利息、早期偿
还、偿还额出资转换) 

根据外资企业的内容变更所
发生的变更注册事由 
- 资本金变更(国内人增资/ 
   CB转换等) 
- 外国投资者的非吸收合并，   
   变更商号 
- 外资企业的商号变更，住 
   所变更等 

外资企业注销所发生的事由 
- 停业(个人-停业证明源,:  
  法人-清算登记簿誊本)  
  创投组合-组合员总会清 
  算(解散)决议书等 
- 外国人份额全部转让/外 
  国人份额全部资本减少 
- 清算(法人-清算登记簿誊 
  本)等 

外资企业注册（新申请）: 法第21条，令第27条 

外资企业的注销（申请）：令第28条 

生产资料引进物品
明细检查确认申请 

生产资料进口通关 

- 因合并取得股份的申告 
- 新股取得申告（增额投资） 
- 原始股取得申告(增额投资) - 其它投资内容变更申告(当时) 

投资资金汇款 
（银行、海关携带入境） 

现金出资 生产资料现物出资 

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后， 
尽早做贷款申告 变更申报 

<事后管理：出售/减少、增额投资、注册/变更注册等> 

<外商投资申告与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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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立法人(注册公司) 

 

外国人以事业为目的进入韩国成立法人、注册公司的方法大致可分成四种，即外国人(法
人)成立当地法人、个人工商户、外国法人在韩设立分支或办事处等方式。 

 

 

外国人进入韩国市场的方法 

 

形式 相关法律 备注 

1 当地法人 
《外商投资促进法》 被认定为外商投资 

2 个体工商户 

3 分公司 《外汇交易法》 
属于外国法人的国

内分公司 

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分公司的比较 

分类 外商投资企业 外国企业的国内分公司 

法律依据 《外商投资促进法》 《外汇交易法》 

法人性质 国内法人 外国法人 

是否为同一个体 
外国投资商与外商投资企业分
别为不同的个体(会计、结算独
立） 

总部与分公司为同一体 

(会计 · 结算统一) 

受理申报和许可的机构 
Invest KOREA(KOTRA) 或外
汇银行总行、分行 

外汇银行分行(申报),企划财
政部(金融业等的许可) 

最低（最大）投资金额 最低每项1亿韩元,最大无限 无金额限制 

纳税业务范围 

对国内外全部收入具有纳税义
务法人税率：2亿韩元以下(包
括2亿韩元)时10%，超过2亿韩
元时为20%(截至2011年为22%) 

纳税义务只限于国内源泉所
得(法人税率：同左),部分国
家需缴纳分公司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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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申报 
(Invest KOREA(KOTRA)、
外汇银行)投资资金汇款 

投资资金汇款 
(外汇银行、携带通关入境) 

设立法人注册 
(法院注册所) 

外商投资企业注册 
(最早申报机关) 

交纳的资金汇入法人帐号 
(外汇银行) 

事业着注册 
(总公司所管辖的税务所) 

4.1 成立当地法人 

 

外商在韩国成立当地法人时，程序一般同于国内法人的成立程序。但，法人成立前，必
须完成外商投资申报，同时成立后须务实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 

4.1.1 股份公司的成立程序 

 

《商法》中规定的公司形态有合股、合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四种，但由于绝大多数为
股份公司，所以以下将着重说明成立股份公司的程序。 

 

(1)股份公司的成立类型 
 
首先，股份公司的成立方式包括包股创办和招股创办: 
 •  包股创办是指在成立公司时发行的股票总数全部由创办人接管而成立公司的方式； 
 • 招股创办是在成立公司时发生的股票总数中，创办人只接管部分股票，剩余部分通 
   过召集股东来建立公司。 
 
根据以上不同的方式，成立股份公司的程序也各不相同，步骤如下： 

组成创办人 

章程的制定、认证 

决定股票发行的相关事项 

包股创办 

创办人接管所有股票 

履行出资义务 

选任理事、监事或监事会成员 

调查理事、监事的组成经过， 
作变态设立事项的调查报告 

法院对变态设立事项的批准或变更 

招股创办 

创办人接管部分股份 

召集股东 

交纳接管股票金额履行现物出资 

调查变态设立事项→向创立大会报告， 
创立大会批准或变更 

创立大会， 
选任理事、监事，作理事、 
监事的组成过程的调查报告 

缴纳注册税 

申请成立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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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份公司的成立注册 

 

在股份公司成立注册方面，若为包股创办，则需在成立过程调查结束之日起两周内完成；
若为招股创办，则需在成立大会结束之日起两周内完成。 

在注册前需对创办人组成和商号进行研究。首先，股份公司需要1人以上的创办人，此
时创办人需要以书面形式接管股票，进而成为新设公司的股东。另外，为在首尔特别市、
广域市和市/郡内进行统一经营活动，不能使用他人已经注册的商号，因此必须事前在大
法院的注册所网站(www.iros.go.kr)上确认是否有重复商号。 

 

(3)股份公司成立费用 

 

成立股份公司时所需费用包括注册税、地方教育税、注册申请手续费等。 

<公司成立费用示例(以投资1亿韩元为准，大城市)> 

项目 明细 费用 

注册税 资本金的0.4%, 在大城市内成立时为3倍 1,200,000韩元 

地方教育税 注册税的20% 240,000韩元 

大法院收入凭证 注册申请手续费 30,000韩元 

公证费 
章程等(成立低于10亿韩元(包括10亿韩元)的包股创
办公司时减免) 

约 150,000韩元 

总计 约 1,620,000韩元 

(4)法人成立申报与公司注册 

 

事业者注册可在本部所在地辖区税务所或Invest KOREA(KOTRA)内进行，且公司注册
需在开始营业之日起20日内进行。 

 

4.2 个体工商户注册 

  

若外国投资商注册为个体工商户，而非当地法人时，需与当地法人一样遵循现有的外商
投资程序，但不需要实施法人注册程序。 

 

外国人投资申报 
投资资金存续 
(外汇银行) 

事业着注册 外国投资企业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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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商投资申报 
 

外商（代理人）在外汇银行或Invest KOREA(KOTRA)进行外商投资申报，申报受理机
构在申报当时立即处理。代理人代理申报时，需准备投资商签名的公证委任书。 

 

(2) 投资资金汇款 

 

当外商投资企业汇入投资资金时，不允许使用国内资金，而且原则上也不承认代替投资
商的第三者汇款。 

 

汇款方式包括银行汇款或携带通关入境两种，银行汇款时，汇款人与收款人应为投资商。
在完成投资资金汇款后，银行会发放外汇买入、预置证明，这在进行营业执照注册和外
商投资企业注册时需提交。 

 

(3) 营业执照注册 

 

外国投资商（代理人）需在开始营业之日起20天内到企业所在辖区税务所或 Invest KO

REA(KOTRA)进行注册。营业执照注册原则上必须本人直接申请，但若通过代理人进行
申请，需提交经过公证的委任书。 

  

(4) 外商投资企业注册 

 

外国投资商从出资标的纳入日起30天内必须向委托机关申请外商投资企业注册。 

 

4.3 外国企业设立国内分支 

 

成立当地法人和个体工商户注册是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而被认定的外商投资，与此
不同，设立国内分支不能被认定为外商投资，须遵守《外汇交易法》。 

 

4.3.1 外国法人设立国内分支的类型 

 

国内分支包括分公司(Branch)和办事处(Liaison Office)两种类型，分公司实施盈利的经
营活动，而办事处则不从事获利型的经营活动，只是负责业务联络、市场调查、研究开
发活动等非经营性工作，在这一点上两者存在差异。办事处主要从事质量管理、市场调
查、广告等具有准备、附带性质的业务，因此不允许为直售或代售而保存产品的行为，
从这一点上来看活动范围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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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外国法人设立国内分支的程序 

相关机关审核 

批准受理分支成立申报 

申请设立分支 

外汇银行 

企业财政部 

个别法所规定的程序 

法院登记及营业执照
注册： 分公司 

赋予固有号:办事处 

5. 会计 

 

5.1 概述 

 

自1997年发生外汇危机后，韩国进行了会计制度全面改订，以使企业会计符合国际标准，
目前韩国已公布《韩国型(采用)的国际会计准则(K-IFRS)》，并遵循国际会计标准。 

 

根据该规定，有意愿的企业可从2009年起采用国际会计准则，两年后(即2011年)包括
KOSDAQ(韩国电子股票交易系统)在内的所有上市企业将被强制采用国际会计准则。但
是，非上市企业的会计处理方法以制订、采用简单的会计准则为方针，以减轻企业负担。
在韩国主要财务报表从个别财务报表转换为综合财务报表的过程中，考虑到企业能力，
资产在2兆韩元以上(包括2兆韩元)的企业和不满2兆韩元的企业将分别于2011年、2013

年开始被要求制定季度、半年度综合财务报表。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国际会计准则采用日程> 

公布 
财务 
报表 

20 



分类 国内 国际 

主财务报表 个别财务报表 合并财务报表 

合并附属公司范围 
资产负债评估方法 

·  外部审计法上连接范围规  
   定（30%以上最大股东，超 
   过50%持股率） 
· 历史成本原则 

·  实际持股能力基准(超过50 
   %持股率) 
· 公正价值（时价）评价 

投资不动产、充当负债、 
金融负债、有形资产等资产、 
负债评价方法 

客观评价困难的项目按照购置
成本评估 

原则上，公正价值评估 

坏账补贴款 反映预期损失 只反映已发生的损失 

商誉 折旧 非折旧（减额） 

负商誉 一定期间重获收益 即时掌握收益 

<韩国国内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 

5.2 会计规定和准则  

 

根据“韩国型的国际会计准则(KIFRS)”规定，韩国的会计审计制度分成外部审计和内
部会计管理制度。 

  

外部审计由与企业无利害关系的会计公司负责执行，内部会计管理制度是根据会计处理
准则，制定企业内部模式，制作和通报企业财务报表，据此有着指定一名长勤理事为内
部会计管理者，管理内部会计的制度。 

 

5.2.1 外部审计制度 

  

概念 

 

外部审计制度是一种由与企业没有利害关系的外部审计公司实行审计的制度，它通过不
同于公司内部的审计员的外部审计员进行审计，对股东、债权人、从业人员等利害当事
人实施保护，谋求企业的健康发展。根据股份公司外部审计相关法律规定，由注册会计
师组成的审计人员可对企业结算时制定的财务报表是否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所制定
进行调查。 

  

外部审计对象公司自每营业年度开始日起4个月以内必须选定审计员，股票上市法人和
协会注册法人连续3个营业年度的审计员必须为同一人，且须在最初营业年度开始后4个

月之内选定。如果公司制定《综合财务表》或《合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综
合财务表》和《合并财务报表》的审计员必须为同一人。 

  

公司选择的审计员必须获得在审计方面具有专业性和独立性的审计人选任委员会(或者《
商法》规定的审计委员会)的承认。尤其是股票上市法人、协会注册法人与上一营业年度

得到证券期货委员会通报要求制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公司所属的企业集团的分公司必
须获得审计人选任委员会承认，公司在根据上述规定选定审计人后最早召开的定期股东
大会上必须对这一事实进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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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常见问题 

 

1. 什么类型的公司必须进行审计? 

 

《关于股份公司外部审计的法规施行令》第2条中规定外部审计的对象为符合下述条件
的股份公司。因此，有限公司等无论规模大小，都没有必须进行外部审计的义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平均雇员人数 

- 上一营业年度末的资产

总额在100亿韩元以上(

包括100亿韩元)的股份

公司 

- 上一营业年度末的负债

总额在70亿韩元以上， 

- 且资产总额在70亿韩元

以上的股份公司 

- 上一营业年度末的从业人数

在300名以上， 

- 且资产总额在70亿韩元以

上 的股份公司 

 

2. 审计费如何计算?  

 

审计费的计算是以花费在审计工作上的时间为基准，采用的费率须反映参与审计的专业
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每小时的费率由各专业审计机构确定。 

 

用于审计的时间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准则、会计效率及公司的规模。 

 

3. 采用什么类型的审计程序? 公司应该如何为审计做准备? 

 

尽管有时间限制的规定，但公司始终应自行决定出具经审计财务报告的时间表。详细的
时间表可由公司和审计师讨论确定，以确保交付具成本效益及时效性的审计结果。 

 

公司应该准备并遵守《内部会计管理制度》。该制度是为了确定公司的财务报表有否根
据公认会计准则(GAAP，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合理的制作和公告。
随着同一制度的阶段性普及，自2008年开始，所有企业统一施行同一制度。 

 

4. 公司是否必须保存账簿?  

 

是的。所有公司必须妥善保管适合其业务活动的会计记录，有关记录必须可按时间顺序
监控其所有交易及定期编制的资产负债表和帐目。就此而言，公司必须保存帐目、财务
报表账簿以及日志。 

 

作为一般规定，这些账簿必须由交易者自最新录入条目之日起保管五年，其业务信件、
文件、凭证和收据应一并保管。 

 

作为一般规定，这些账簿必须由交易者自最新录入条目之日起保管五年，其业务信件、
文件、凭证和收据应一并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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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和韩国的公认会计原则之间是否有大的差异? 

  
是的。对所有差异的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最关键在于目前韩国于2007年已公布《
韩国型(采用)的国际会计准则(K-IFRS)》，并遵循国际会计标准，而中国的会计制度 

则遵守《企业会计准则 2006》，其与IFRS是有一定的差距。 

韩国 中国 

公司类型 股票上市法人 非上市法人 股票上市法人 非上市法人 

适用会计准则 

K-IFRS 

(韩国型的国际会

计准则） 

以制订、采用简

单的会计准则为

方针，以减轻企

业负担 

大幅度加强

IFRS的〈企业

会计准则2006〉 

〈企业会计制度〉

（财会[2000]25

号） 

实施日期 

包括KOSDAQ

（韩国电子股票

交易系统）在内

的所有上市企业 

- 2007年1月1日 2001年1月1日 

财务报表类型 合并财务报表 - 个别财务报表 - 

6. 德勤安进能否能帮我建立会计体系、提供税务和管理咨询建议并在经营事项上对我进
行总体指导? 

  
是的，德勤安进可在这些方面提供协助，前提条件是保持其专业独立性。中国公司初期
可能需要技术协助或一般性的建议。在会计和报告体系的建立、计算机系统的建议、培
训协助和员工临时借调方面，德勤安进可提供更具体协助。 

 

5.2.3 内部会计管理制度 

 

概念 

 

公司的财务报表一般是根据公认会计准则(GAAP，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为提供关于制作、公告是否合理的根据而设计、实施的内部控制制度的一
部分。尤其在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目的、财务报告目的、法规遵守这三种目的中《内部
会计管理制度》是为财务报告目的(尤其是财务报表的可信度保证目的)而制定的制度。
这里包括资产保护与不正当防御项目，与实施目的或法规遵守目的相关的控制程序如与
财务报表的可信度保证有关时，相关控制程序将被包括在内部会计管理制度中。 

 

有关法规 

 

《内部会计管理制度》是公司的“基本准则”，由于在对《内部会计管理制度》进行设
计、实施、评价、报告时有必要提出基本原则，因此公司必须努力支持构建合理有效的
《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和凭借这一制度提高公司公布的财务报表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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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代表是负责管理、实施《内部会计管理制度》的负责人，同时必须指定常任理事
中的一位为负责此项工作的内部会计管理者。 

 

内部会计管理者每半年度向理事会和审计(或者审计委员会)报告《内部会计管理制度》
的实施现状，审计员(或者审计委员会)每年向理事会报告对这一实施现状的评价。同时，
外部审计员为确定研究、报告《内部会计管理制度》的构建和实施与否的程序标准，已
指定、发布了《内部会计管理制度检验准则》。随着同一制度的阶段性普及，自2008年
开始，所有企业统一施行同一制度。 

分类 示范准则 检验准则 

股票上市法人 

非中小企业 2006-01-01 2006-01-01 

中小企业 上一营业年度资产总额
为500亿韩元以上 

2007-01-01 2007-01-01 

非上市法人 

上一营业年度资产总额为500亿
韩元以上 

2007-01-01 2007-01-01 

上一营业年度资产总额未满500

亿韩元 
2008-01-01 2008-01-01 

<韩国国内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 

6. 税务 

 

6.1 韩国赋税制度概述 

 

韩国的税收制度为向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制定的经济开发计划提供所需的财政政策而发
展至今，2010年目前共分成国税(16项)和地方税(11项)两大部分。 

 

国税是为确保中央政府收入而向国民征收的税金，主要由中央政府的行政处—国税厅(税
务所)和海关厅(海关)负责征收。国税大致可分成国内税、关税两种。国税由直接税和间
接税构成。 

 

 
     所得税 / 法人税 
     继承税 / 赠与税 
     综合房地产税 / 再评价税 
     增值税 / 个别消费税 
     酒税 / 印花税 
     证券交易税 / 教育税 
     交通·能源·环境税 
     农渔村特别税 / 关税 
     临时进口附加税 

    购置税 / 注册执照税 
    休闲税 / 香烟消费税 
    地方消费税 / 居民税 
    地方所得税 / 财产税 
    汽车税 / 地方资源设施税 
    地方教育税 

赋税 

企业财政部 

外汇银行 

外汇银行 

企业财政部 

<韩国的赋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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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国税 

 

国税由直接税和间接税构成。 

 

6.2.1 主要的直接税项 
 
直接税主要有所得税、法人税、继承税、赠与税等。 
  
所得税 
 
《所得税法》将应纳税的所得分成、列举为综合所得、退职(休)所得和转让所得三种，
没有被列举的其它所得无须纳税。具体税收体系如下。 
 

综合所得 

 

综合所得为利息、分红、不动产租赁、经营、劳动、年金及其它等七种所得的总和，从
中扣除必要经费、税收抵免等金额后，确定综合所得税征收标准，适用6-38%的税率来
征收综合所得税。 

征税标准 税率 

1,200万韩元以下 6% 

1,200万韩元至 4,600万韩元 720,000韩元 + 超出1,200万韩元的部分X 15% 

4,600万韩元至 8,800万韩元 5,820,000韩元 + 超出4,600万韩元的部分 X 24% 

8,800万韩元至 3亿韩元 15,900,000韩元 + 超出8,800万韩元的部分 X 35% 

3亿韩元以上 90,100,000韩元 + 超出3亿韩元的部分 X 38% 

<综合所得税的税率> 

 

 转让所得 

 

转让所得是指个人当年通过转让特定资产获得的收入。根据《赋税法》规定，转让是指
相应资产因出售、交换、以实物形式对法人投资等原因被有偿让出，无论该资产是否进
行过登记或注册。应缴纳转让所得税的资产包括土地、建筑物、不动产相 关权利、普通
股票(不包括股权上市法人小额股主的场内转让股份)及其它资产。对宣告破产后进行资
产处理获得的收入不征收转让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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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所得税的税率> 

分类 税率 

不动产及 

不动产 

相关权利 

未登记资产 未登记资产 70% 

登记资产 

非事业用（商用）土地 60% 

其它登记资产 

持有不满一年 50% 

拥有一至两年 40% 

持有一年以上两年以下 （*1） 

其它资产 
资产总额中非事业用土地的比例超过50%的法人股份 60% 

除上述资产以外的其它资产 （*1） 

普通股分 

中小企业以外的 

法人股份 

大股东持有未满一年的股份 30% 

上述之外的其它股份 20% 

中小企业的股份 10% 

法人税 
 

转让所得是指个人当年通过转让特定资产获得的收入。根据《赋税法》规定，转让是指
相应资产因出售、交换、以实物形式对法人投资等原因被有偿让出，无论该资产是否进
行过登记或注册。应缴纳转让所得税的资产包括土地、建筑物、不动产相 关权利、普通
股票(不包括股权上市法人小额股主的场内转让股份)及其它资产。对宣告破产后进行资
产处理获得的收入不征收转让所得税。 

<法人税的基本税率> 

征税标准 税率 

2亿韩元以下 征税标准的10% 

2亿韩元以上200亿韩元以下 20,000,000韩元 + （超过2亿韩元部分的20%） 

200亿韩元以上 3,980,000,000韩元 + （超过200亿韩元部分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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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韩国主要的间接税项 

 

间接税主要有增值税、证券交易税、教育税、综合不动产税、关税等。 

  

增值税 

 

增值税(Value added tax, VAT)是一种对于生产，分销及发送货物或提供服务等每个阶段
所征收的间接税。原则上，增值税是一种对所有资产和消费行为进行征税的一般消费税
。同时，增值税也是一种把税收负担转加给他人的间接税。它采取多层征税方式，对各
交易环节实现的增值额征税。 

  

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一般纳税人和简易纳税人两种，两者拥有不同的征税体系。由于简易
纳税人对象范围为“上年度供给对价未满4,800万韩元的个人经营者”，在此仅说明一
般纳税人的征税体系。 

分类 内容 

对象 非简易纳税人的所有纳税经营者 

内容 履行记账、税务发票的递交和领取、申报、缴纳税款等所有义务 

征税标准 不包含增值税在内的供给价额(货价) 

交易过程中征税 另外征收税额 

税率 10% 

应纳税额 卖出税额 - 可抵扣的买入税额 

税费的抵扣与退还 返还超出卖出税额的买入税额部分 

补加税款 《增值税法》规定的所有补加税款均适用 

无缴纳义务 不适用 

<增值税简述> 

原则上，无论一般纳税人(个人、法人)还是简易纳税人，增值税均应在规定申报时间(一
年有两段申报季)内进行申报和缴纳。 

<增值税的申报、缴纳时间> 

申报 申报时间 申报、缴纳时间 

预申报 
·第1季：1月1日~3月31日 

·第2季：7月1日~9月30日 

· 各预申报期结束后的25天之内 

· 个人经营者不进行预申报，但须作上一 

  季1/2纳税额的初级报告。 

正式申报 

·第1季：4月1日~6月30日 

·第2季：10月1日~12月31日 

* 预申报缴纳部分除外 

· 各纳税季结束后的25天之内 

· 但，不包括预申报和零税率等已申报退 

  还的申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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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税 
 

证券交易税是对转让证券或股份征税的一个税种。通过有价证券市场(证券交易所)或协
会注册市场(科斯达克，KOSDAQ)转让上市股票、协会注册股票，或者通过场外交易市
场(第3市场)转让股票时，韩国证券存管公司(KSD)成为纳税义务人；通过证券公司转让
股票时，证券公司为纳税义务人；私人之间转让股票时，转让人为纳税义务人。 

 

相应股票等的转让价额的基本税率是0.5%，相应股票等的转让价额的弹性税率分二：对
于通过有价证券市场转让的股票征收0.15%，通过协会中介市场(KOSDAQ)转让的股票
征收0.3%。 

 

教育税 
 

教育税是为筹集增加教育财政所需经费而引入的一种税收制度，目的在于提高教育质量。
是在对金融、保险业从业者所征收的收益、个别消费税额、交通/能源/环境税及主税征
收的目的税。 

征税标准 税率 

金融保险业从业者的收入 0.5% 

个别消费税额 30%（煤油、重油、丁烷、衍生油为15%） 

交通、能源、环境税额 15% 

酒类税额 10%（税率超过70%的酒类为30%） 

<教育税的征税标准及税率> 

综合不动产税 
 

综合不动产税是韩国政府根据《不动产保有税修改方案》(2003年)制定综合不动产税法
案时提出的，是不动产综合应对策略中的一环。它是为加强对不动产过多保有者的征税
力度、打击不动产投机、完善地方税收体系而引进的一种税收制度，于2005年起正式施
行。 

  

它不同于现行的财产税，财产税是住址所属地方自治团体向管辖区域内的土地、建筑物
所有人征收的一种税金。它是对超过国税厅规定的一定标准的土地、建筑物所有者，在
分析全国不动产所有情况后，适用累计税率征收的税款，当事人必须主动申报和缴纳。 

  

征税对象：住宅情况，住宅公开标价合算金额超过6亿韩元(征税标准日当前，一户人家
中一个人拥有相关住宅的独有权时，即一户人家一处住宅的情况，为9亿韩元)；综合合
算征税对象地皮(毛地或荒废地)的情况，国内所在征税对象地皮的公开标价合算金额超
过5亿韩元；另外合算对象地皮(在经商用建筑物标准面积范围内，获得附属地皮与法令
上允许的事业用地等)的情况，国内所在征税对象地皮的公开标价合算金额超过80亿韩元
，他们都属于征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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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综合不动产税每年有可能随不动产政策而发生变动，因此敬请参考《综合不动产税
法》等法律法规，了解确切的征税标准、税率等事项。 
 
关税 
 
关税(Customs Duty)是指对进口物品征收的税目。 
 
根据《海关法第15条》，海关的征税标准根据进口物品的价格或数量而定；《关税法》
第49条 规定，关税率根据《关税法》附表—《关税率表》所规定的各产品的税率而定。 
 
对于详细情况，请查阅海关网站(www.customs.go.kr) 
 
6.2.3 其他赋税制度 
 
零税率制度 
 
零税率制度是对提供特定物资或劳务采用0%税率的制度。不但不征收卖出税额，而且全
额退还之前对交易环节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买入税额，是完全消除增值税负担的一种完
全免税制度，遵循消费地征税原则。 
 
免税制度 
 
免税制度则是基于《增值税法》对提供特定物资或劳务免除纳税义务的制度。在免税之
前环节已缴纳的增值税已经包含在免税物资、劳务的价格内，是一种部分免税，没有完
全消除增值税的负担。 

适用范围 

零税率 

·  出口物资 

· 船舶、飞机的国外航行 

· 在国外提供的劳务 

· 其它通过外汇获得的物资和劳务 

免税 

· 普通平民的基础生活必需品和劳务 

· 类似于劳动的个人劳务：个人劳务(艺人、作曲家等) 

· 用于国民老年福利的物资和劳务 

· 免税物资的进口 

· 文化相关物资和劳务 

· 其它被免税的特定用途物品 

· 有关生产要素的物资和劳务 

<零税率与免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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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地方税 

 

除了国税以外，根据居住地区，地方自治体为了自己确保、调配向地方居民提供行政服
务的必要经费而征收的税金。 

 

地方税根据不同赋税对象可分成财产税、所得税、消费税等。财产税又可具体分成财产
税、综合土地税、汽车税、购置税等。所得税主要有地方所得；消费税有注册执照税、
休闲税、香烟消费税、地方支援设施税、地方消费税、地方教育税等。 

 

6.3.1 购置税 

 

购置税是对购置一定资产的取得者征收的赋税，宗旨是对在不动产、车辆等所有权转移
过程中显现出的税负能力(纳税能力)的取得者征收税款。 

 

购置税的征税标准为取得当时的价格。这是指征税对象物品取得以前为取得该物品已向
交易对方或第三者支付或应该支付的一切费用。 

购置税的标准税率如下，其税率可在标准税率的50%范围内根据条例进行增减调整。 

分类 税率 

不 
动 
产 
取 
得 

① 因继承而取得 
2.00% 

(农地 2.30%) 

② 除上述①以外的无偿取得 
3.50% 

(非经营事业者的取得 2.80%) 

③ 原始取得 2.80% 

④ 委托财产从受托人转移到受益人的情况 
3.00% 

(非经营事业者的取得 2.50%) 

⑤ 为分割共有物或解除共有权的份额转让的取得 2.30% 

⑥ 因遗物加合或总遗产分割的取得 2.30% 

⑦ 因其它原因的取得 
4.00% 

(农地 3.00%)  

动 
产 
取 
得 
 

船
舶 

  登记、 
注册 
对象 
船舶 

① 因继承而取得 2.50% 

② 通过继承取得以外的无偿取得 3.00% 

③ 原始取得 2.02% 

④ 根据收入取得与因订购条件而取得 2.02% 

⑤ 委托财产从受托人转移到受益人的  
    情况 

3.00% 

⑥ 因其它原因的取得 3.00% 

小型船舶 2.02% 

其它船舶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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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税率 

动
产 

车
辆 

营业用 

汽车 
4.00% 

非营业用汽车 
5.00% 

(轻量车 4.00%) 

非营业用乘人汽车 
7.00% 

(轻量车 4.00%) 

《汽车管理法》规定的二轮汽车 2.00% 

其它汽车 2.00% 

机
械
设
备 

《建设机械管理法》规定的需注册的机械设备 3.00% 

《建设机械管理法》规定的无需注册的机械设备 2.00% 

飞
行
器 

《航空法》第3条规定的飞行器 2.00% 

最大离陆重量5,700kg 以上(包括5,700kg)的飞行器 2.01% 

最大离陆重量不满5,700kg的飞行器 2.02% 

高尔夫会员权、马场会员权、公寓酒店会员权、综合体育
设施会员使用权 

2.00% 

另外，对于以下购置物品，必须以高税率来征税。 

<购置税的重税率> 

分类 重课税率 

类型 A 

为在首都过密遏制区域(不包括适用于《关于搞活产
业集成与工厂设立的法律》的产业园区、引资区，
和适用于《关于国土计划与使用的法律》的工业区)
内新建或增建工厂，而取得事业用征税物品的情况 标准税率 ＋ 2％的 2倍 

位于首都过密遏制区的法人总店或主要办公室事业
用房地产的情况 

类型 B 
获得属于奢侈性财产(别墅、高尔夫球场、高级娱乐
场、高级住宅、高级船舶)的不动产的情况 

标准税率 ＋2％的 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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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重课税率 

类型 C 

在大城市成立法人[包括收购由总统令规定的休眠法
人(以下称“休眠法人”)。下同]或设立分店、分办
公室的情况 

随着法人的总店、主办公室、分店或分办公室搬迁
到大城市，取得大城市内不动产(包括其设立、设置
和搬入后的不动产的取得)的情况 

(标准税率 ×  3倍) 
－ 2％的 2倍 

因在大城市(不包括适用于《关于搞活产业集成与工
厂成立的法律》的引资区，和适用于《关于国土计
划与使用的法律》的工业区)内新增设工厂而取得不
动产的情况的情况 

类型A与类型C同时适用的情况 标准税率的3倍 

类型B与类型C同时适用的情况 标准税率的 3倍 ＋ 2％的 2倍 

除外，购置税的免征对象为如下： 

      •对国家等免征(国家、地方自治团体的不动产取得等) 

      •按照用途区分的免征税(公益事业、居民共同所有、法定邮政局营业用不动 

        产的取得等) 

      •因天灾等的替代取得免征税(2年以内) 

      •因土地征用出现的替代取得(1年以内) 

      •形式上的所有权取得（因法人的合并等出现的取得，因继承出现的特定取得等） 

      •在免税店内购买金额在50万韩元以下(包括50万韩元)时 

6.3.2 注册执照税 

 

注册执照税是指相关财产权其它权利的取得、转移、变更和消灭事项在公共机关登记或
注册时，和对于各种法令规定的执照、允许、注册、指定、检查、审阅、审查等特殊营
业设备或行为，获得行政厅行为性执照时所征收的一种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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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执照税的征税标准与税率> 

分类 征税标准 税率 

不 

动 

产 

注 

册 

所有权 

① 因继承取得 
不动产价格 0.8% 

(农业用地 0.3%) 

② 继承以外的无偿  

     取得 

1.5% 

(非盈利事业用 0.8%) 

③ 有偿取得 2%(农业用地1%) 

④ 所有权的保留 0.8% 

⑤ 公有、共有与所 

     有遗物的分割 

因分割取得的 

不动产价格 
0.3% 

所有权以外的物品 

和租赁权的设定和 

转移 

① 地上权 不动产价格 

0.2% 

② 抵押权 债权金额 

③ 地役权 
所约定土地的 

价格 

④ 承租权 承租金额 

⑤ 租借权 月租金额 

⑥ 拍卖申请、财产 

     保全、假处分 

债权金额 

⑦ 临时登记 不动产价格 

以上各项外的登记 每件 3,000 韩元 

法 

人 

注 

册 

法人的设立与合并 
① 设立和入账 

② 资本 · 出资的增加 

付款额 0.4% 

(非盈利法人0.2%) 

再评估准备金的资本转入 

(但是，自再评估日起3年内资本转入的情况
除外) 

增资金额 

0.1% 

总公司、 

主要办事处的搬迁分公司、 

办事处的设立除上述外的登记每件 

每件 75,000 韩元 

23,000 韩元 

23,000 韩元 

其 

它 

注 

册 

汽车登记 

非营业用汽车 

营业用 

其它 

5% 

2% 

3% 

(轻量型汽车2%) 

船舶登记 0.2~1% 

航空器登记 0.01~0.02% 

建筑机械登记 
新购、所有权
转移 抵押授权 

1% 

0.2% 

信托财产登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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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居民税 

 

居民税可大致分为均等部分和财产部分。均等部分是指向位于市、郡内的个人、办事处、
公司等的法人按平均定额征收的税款，而财产部分则意味着以事业场的建筑面积为征税
标准，向把事业场设在市、郡内的人所征收的税额。 

 

居民税中的均等部分居民税可按照《条例》规定的在标准税率50%范围内进行增减税率
的调整，财产部分的居民税则根据地方自治团体长官规定的条例，为标准税率以下。  

 

居民税的征收对象与税额如下： < 居民税、地方所得税的征税标准和税率 > 

分类 征税对象 税额 税率 

居 

民 

税 

均
等
部
分 

个人
均等 

住所在市、郡管辖区域内的个人 
10,000韩元内
并按条例决 

定限制税率 

把工作场所设在市、郡管辖区域内的
个人 

50,000韩元 标准税率 

法人
均等 

从业人数超过100人， 

资本金和出资金额超过100亿韩元 
500,000韩元 

标准税率 

 

从业人数超过100人， 

资本金和出资金额在100亿韩元以下
(包括100亿韩元) 

350,000韩元 

从业人数在100人以下(包括100人)， 

资本金和出资金额超过50亿韩元 
200,000韩元 

从业人数超过100人， 

资本金和出资金额在30亿-50亿韩元 

从业人数在100人以下(包括100人)， 

资本金和出资金额在30亿-50亿韩元 100,000韩元 

 从业人数超过100人， 

资本金和出资金额在10亿-30亿韩元 

其他法人 
50,000韩元 

 

财产部分 赋税标准为当前工作场所的建筑面积 

工作场所建筑面积250韩元/m2

(污染物质排放工作场所征收两
倍) 

6.3.4 地方所得税 

 

地方所得税分成所得部分和从业人员部分。所得部分的地方所得税是指以所得税额、法
人税额、农业所得税额为征税标准而征收的税款；从业人员部分的地方所得税是指以从
业人员工资总额为征税标准，向支付给从业人员工资的雇主所征收的一种税目。 

 

例外：税额未满2,000韩元的小数额部分，免征地方所得税；对于从业人员在50名以下
(包括50名)的情况，不征收从业人员的地方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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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所得税的征收对象与税额如下： 

< 地方所得税征收标准与税率 > 

分类 征收对象 税额 备注 税率 

所得部分 

所得税 所得税额 10% 

标准税率 法人税 法人税额 10% 

农业所得税 农业所得税额 10% 

从业人员（员工） 将向员工支付或已支付的相关月份的工资总额 0.50% 

财产税是对土地、建筑、船舶与航空器的所有者而征收的市、郡地方税(或者区税)，土
地的征收对象分为综合合计征税对象、单独合计征税对象和分计征税对象。 

财产税的征税标准按照财产的市价基准额，财产税的基准税率如下，其税率在基准税率
的50%范围内，按条例规定可加减调整。但是，在过度密集地区内新建或增建工厂时，
其财产在最初征税标准日起5年内适用0.25%(其它一般建筑物税率)之5倍的税率(1.5%)。 

<财产税的征税标准和税率> 

分
类 

征税标准 税率（%） 

土
地 

综合 

合计 

5,000万韩元以下(包括5,000万韩元) 

5,000万-1亿韩元(包括1亿韩元) 

超过1亿韩元 

0.2% 

10万韩元+5,000万韩元超出额的0.3% 

25万韩元+1亿韩元超出额的0.5% 

单独 

合计 

2亿韩元以(包括2亿韩元)下 

2亿-10亿韩元以下(包括10亿韩元) 

超过10亿韩元 

0.20% 

40万韩元+2亿韩元超出额的0.3% 

280万韩元+10亿韩元超出额的0.4% 

分计 

1.田地、果园、牧场用地与林地 

2.高尔夫球场与高级娱乐场所用土
地 

1、2以外的土地 

征税标准额的0.7% 
征税标准额的4% 
征税标准额的0.2% 

建
筑
物 

高尔夫球场与高级娱乐场所用建筑 

住宅区工厂用建筑 

其它一般建筑 

征税标准额的4% 

征税标准额的0.5% 

征税标准额的0.25% 

住
宅 

别墅 0.40% 

其它 

住宅 

6,000万韩元以(包括6,000万韩元)下 0.10% 

6,000万-1.5亿韩元以下(包括1.5亿
韩元) 

1.5亿~3亿韩元(包括3亿韩元) 

超过3亿韩元 

船
舶 

高级船舶 征税标准额的 5% 

其它船舶 征税标准额的 0.3% 

航空器 征税标准额的 0.3% 

过度密集地区内工厂的新﹒增建 0.25%的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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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外国人取得土地 

 

7.1  外国人取得土地的制度 

 

外国人在韩国国内购置地皮时，必须遵循《外国人土地法》、《外商投资促进法》和
《外汇交易法》。希望在韩购置土地的外国人除一部分特批地皮外，必须按照一定程序
进行申报、购置土地。由于申报对象和批准对象的区分非常严格，且各购置程序也不同，
因此必须非常注意。此外，土地的购置、使用与开发有着一定的规定和限制，同时在土
地相关规则方面，外国人和韩国人没有区别，一视同仁。 

<外国人取得土地时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 

分类 《外国人土地法》 《外商投资促进法》 《外汇交易法》 

对象 

外国人(外国自然人、外
国法人、外国人具有50%

以上(包括50%)的国内法
人等) 

外国人(外国自然人、外
国法人、外国永居权持有
者、国际经济合作机构等) 

非常住外国人 

主要内容 
土地取得申报：外国人取
得韩国土地时，必须按一
定程序进行申报 

外商投资申报：属于外商
直接投资的情况，须根据
一定程序进行投资申报 

不动产取得申报：非常住
外国人获得韩国不动产相
关权利（包括全税权、抵
押权等）时 

申报机关 土地所属市、郡、区厅 
办理外汇业务的银行， 

Invest KOREA 
办理外汇业务的银行 

申报日期 自签约之日起60天内 交付所投资金前取 取出不动产取得资金时 

主管部门 国土海洋部 知识经济部 策划财政部 

《外国人土地法》 

 

《外国人土地法》对外国人在韩国取得土地时的申报和批准进行了规定。《外国人土地
法》仅以土地所有权为对象，因此不动产(建筑)及相关权利(全税权、抵押权等)的取得无
需按照《外国人土地法》的规定进行申报。 

 

外国人、外国政府等如签署购买大韩民国国内地皮的相关合同时，从合同签署日起的60

天内必须向市长、郡守或区厅进行申报。但，《关于认证中介商的业务与不动产交易申
报的法律》第27条所规定的“不动产交易申报”情况，和《住宅法》第80条的2所规定
的“住宅交易申报”的情况无需作上述申报。 

 

《外商投资促进法》 

 

出于盈利目的取得不动产(营业用办公建筑、工厂用地、租赁用住宅等)时，应按照《外
商投资促进法》的规定注册为外商投资企业，然后按照《外国人土地法》的规定进行土
地取得申报。要注意的是，如果 外国人(法人)持有50%以上(包括50%)的当年股份，则
相应外商投资企业符合《外国人土地法》的“外国人”定义，须按照《外国人土地法》
的规定进行土地取得申报；如果外国人所持股份不超过50%，则相应外商投资企业不符
合“外国人”定义，视为本国人，无需申报即可取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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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不动产相关赋税 

 

房产税根据买入与保有关系、房地产买卖关系等，采用不同的税率。购买房地产时须交
纳购置税、注册税与增值税(2011年1月1日起，取缔了“注册税”税目，统一称“购置
税”，一部分称为“注册执照税”)。保有房地产时须交付财产税和地方教育税，另外根
据房地产的位置与规模，须缴纳的赋税存在一定差异。出售房地产时，必须负担附加价
值税。出售时的附加价值税随着个人与法人等的不同形式也不同。外商投资企业如果根
据《赋税特例限制法》等，可获得房地产赋税方面的各种优惠。 

 

7.2.1 购买阶段的赋税 

 

不动产购买阶段(除农地以外的不动产有偿继承取得)须缴纳的税种有购置税(购置成本的
4%)与附加价值税(建筑物购买成本的10%，公司的情况下可获得扣除或返还）。由于购
置税的附加税包括农渔村特别税(0.2%)和地方教育税(04%)，因此总体购置税率为4.6%。 

 

7.2.2 保有阶段的赋税 

 

保有阶段须缴纳财产税和地方教育税(财产税的20%)。如在首都圈过密限制区内新建、
增建工厂，须连续5年按标准税率的5倍(1.25%)征收财产税。上述情况下，如所保有不
动产超过一定规模(住宅6亿韩元、综合合计课税对象土地5亿韩元、个别合计课税对象土
地80亿韩元)时，须缴纳综合不动产税(住宅为标准赋税的0.5-2.0%、土地为综合合计标
准赋税的0.75-2.0%、个别合计标准赋税的0.5-0.7%)和农渔村特别税(综合不动产税的
20%)。 

 

7.2.3 出售阶段的赋税 

 

出售时须缴纳增值税(建筑物转让价额的10%)。个人须缴纳转让所得税(6-35%，注册后
保有2年以上的情况)和地方所得税(转让税的10%)；法人须缴纳法人税(2亿和2亿韩元以
下10%、超过2亿韩元22%)和地方所得税(法人税的10%)。但，个人情况的税率如下：
未登记的财产为70%、登记不满1年时50%、登记1-2年时40%，转让所得税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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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eloitte 可提供的服务 

 

中国服务组（Chinese Services Group) 

 

介绍 

 

Deloitte全球网络包括一个在专业服务公司之中属于独一无二的平台 —中国服务组(CS

G)。 Deloitte的中国服务组成立8年以来，已成为中国和海外的公司、政府机构和投资
组织的独特市场资源。该网络涉及的范围延伸至全球的所有问题，我们对服务于中国
公司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CSG作为一种市场合力，向在中国投资的海外公司和向海外拓展的中国公司推广及提
供Deloitte的专业服务。作为一个利用中国专业知识、弥合文化差距及确保客户服务卓
越性的平台，全球性的CSG与中国公司协同合作，与多成员公司、多行业、多功能及 

多学科的方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Deloitte的CSG实践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跨越六大洲。凭借如此广阔的地域
覆盖范围，加之还有准备为您的公司提供服务的中国分散式专业人士小组，无论您将
扩展至哪个区域，Deloitte均可为您提供服务。  

 

中国服务组如何提升价值？ 

 

由于中国一直是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投资主导着之一，中国服务组能通过如下渠道提
升价值： 

   对中国市场投资 

     • 充分利用中国的“开放平台”，在有关问题上发挥重大作用，为不同地区和行业  

       提供本地专识 

     • 提高得勤在客户的重点关注事项上的市场地位 

   对韩国市场投资 

     • 促进与中国行业专家和重要决策者的沟通 

     • 为您的业务提供及时了解韩国法规和最新动向的渠道 

 

中国服务组 
覆盖范围 

中国服务组网络已经覆盖全球六大洲的120多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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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地区中国服务组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重大战略决策。随
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韩国不但已经成
为中国第三大的经济伙伴国家，而且中国将韩国
视为中国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国之一。 

 

为了帮助中国企业提高在韩国投资成功的机会，
德勤安进中国服务组协同其他领域的专家人士以
及全球CSG建立的中国企业服务网络，以流畅的
中文沟通为基础，专门为中、韩之间的跨境投资
活动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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