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税务预警”
加工业制度 – 总统令
新的总统令和规定可能会减轻加工工业来自税收改革

形式进行运营的公司【在IMMEX框架下的公司（该公司

的压力和影响

被授权进行货物和服务的零时进口，转型或维修，然
后免税再出口等），并且该公司已经根据加工业条款

为了减轻2013年税务改革对加工工业的影响。2013年

履行了其转移定价义务】将不再受到加工业法令中有

12月26日，墨西哥总统颁布法令，获准了几项与所得

关“机械设备所有权要求”的限制。“所有权要求”

税、增值税以及在墨西哥境内使用外方拥有的机械设

已经在新的所得税法（ITL）中得到重申。该“要求”

备等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随后，税务机关分别在12

被免除的条款被定义为“保留条款”。

月30日和1月1日发布“杂税”规定，并提到一些税务
改革措施正在影响加工行业的运作。在加工业协会

对加工工厂的“所有权要求”规定，至少有30%被用于

（INDEX）和税务机关谈判过程中，协会要求政府逐步

进行加工改造和维修的机械和设备必须被签署了《加

减轻新的行业法规对相关厂商带来的压力。税务改革

工协议》的“外方”提供，并且该机械设备不能够被

对加工行业者的资格进行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同时对

加工工厂或墨西哥相关方所拥有过。这项规定在2014

其盈利范围进行了很大程度上的限制。

年的税务改革中被保留，而且“保留条款”不适用于
没有达到30%要求的加工工厂-所有加工工厂要求在
2014年年底以前达到30%的最低要求，否则将有失去常

总统令

设机构（PE）保护的风险存在。总统令为了能够给予

从2014年1月开始生效的总统令(除非另有变更)包括

外方资本2年的缓冲期（自2014年起），暂时恢复了“保

下列措施：

留条款”。但从第三年开始 (即起2016年)， 没有达
到30%要求的加工工厂，将有可能不再受到常设机构保

中和由“非抵税工资费用”带来的的负面影响：根据

护；申请“安全港”条款或“预约定价协议”（APA）。

新的所得税法(ITL)，在员工福利没有少于上一年的情
况下，与员工工资相关的53%的花销将被算作免税部分，

取消“部分免征所得税”：新的总统令正式取消了在

并可以用作抵扣雇主的缴税额。但如果员工福利少于

由2003年总统令批准的“部分免征所得税”。该项免

上一年，那么“免税花销”的抵扣比例将被降至47%。

税法令，在2013年的改革中就被提出应该进行废除。

这类部分的“不可抵扣开销”将增加加工工厂的税基、

因此，从2014年开始所有的加工工厂将要按30%的正常

所得税纳税额以及其有效税率。

公司税率支付所得税，而不再使用2003年法令中的
17.5%或更低的有效税率。

新的总统令规定，在新的所得税法定义下，有资格从
事加工运营的公司将会被准许获得一个相当于其税收

向外方购买货物时获得的直接抵税额：2013年的改革

申报额47%的额外税收减免。因此，针对“免税员工福

取消了临时进口到墨西哥的物品免受增值税的规定，

利”规定中的税收抵扣限制将会被部分抵消。使用“安

并且要求当货物被零时进口到墨西哥时，加工工厂为

全港”协议或者选择从墨西哥税务机关获得“提前定

外方资本代扣16%的增值税。税务改革提到加工工厂可

价协议”（APA）来履行其税收义务的加工业者能够享

以可以使用当月代缴抵扣税率抵扣下一月的增值税。

受这项额外的税收减免优惠。但是无论加工业者的选

当前的总统令允许加工工厂用抵税额支付其增值税，

择如何，都应该在其会计明细记录中清楚的划分加工

从而避免了其在向税务机关支付税收时遇到的财务负

生产运营与其他活动，并确认其免税的工资支付项目。

担。这项优惠政策只适用于从税务机关获得了证明文

尽管额外的税收抵扣不能完全的抵消员工福利抵税上

件的加工业工厂，并且其购买的货物适用于出口的（见

限的影响，但它确实给予了加工业者，其他产业无法

下文）。

享受到的利益。
加工工厂必须建立库存监控记录和会计分录来追踪货
总统法令同样也要求加工工厂在下一个纳税年度3月

物和原料的详细信息（以出口为目的或以在墨西哥销

之前，提交一个用于描述税收优惠金额和计算方式的

售为目的）。

反馈信息。
“杂税”规定
截 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加 工 工 厂 运 营 “ 保 留 条 款 ”

下列是影响加工工厂的杂税规定:

（Grandfather Clause）：按照IMMEX 法令对加工运
营的定义，在2009年12月31日以前，任何以加工工厂

对"生产活动"的定义： 税务改革既定目的之一是将加
工制造活动的概念限制在“出口制造服务”的范围之

内，并以此限制加工工厂在墨西哥境内进行其生产产

设机构保护，以此使其外方资本能够满足所有所得税

品的直接销售与分销。根据新的所得税法，加工工厂

法的要求，并为外方提供一个能够将所有以加工运营

如果希望获得“常设机构”保护的权利，所有从加工

为目的的资产（包括外方拥有资产）计算在内的方式。

工厂的生产活动中得到的收入，必须只能从“出口加

如果加工工厂选择使用转移定价的方式，那么其必须

工服务”中派生。根据“杂税”条款规定，该收入合

在2014年6月30日之前告知税务机关其意愿。

规的条件是：符合加工生产服务条款（或与其相关的
服务）规定的，并提供给外国关联方的收入。规定同

加工工厂的增值税认证: 按上述的信息，2013年改革

时申明，加工生产活动收入不包括从销售或分销完成

去除了针对加工工厂的临时进口物品免征增值税

品得到的收入，其中：（a）由加工工厂制造的产品；

（VAT=0%）的优惠，不过允许加工工厂使用抵税额支

或（b）在墨西哥境内外被购买的由加工工厂制造的产

付增值税，但前提是该加工工厂需要被墨西哥税务机

品【无论该产品是否如与其它产品（并非由该加工工

关认证。2014年1月1日，税务机关在“外贸杂税规定”

厂生产）分别或同时被购买】。

中发布了获得此认证的“要求”和获得认证后的“优
惠”政策。一个“三级”评级系统（AAA,AA,和A）会

这项规定会从2014年7月1日开始生效，其目的是为了

被用于评估加工工厂的监管、总体税收和海关合规等

给予加工工厂充足的时间对其非加工活动收入收入进

项目;

行调整或划分。在此之前，加工工厂可以将其所有的
收入算作符合“定义”要求的收入，只要他们有可以
区分不同类型的收入、成本和花销的会计分录。
“预约定价协议”（APA）是进行转让定价和“常设机
构”（PE)申请的选择：“杂税规定”指出，加工工厂
可使用预约定价协议来履行其转移定价义务和获得常

要求

A 评级*
优惠

以电子文档形式提交申请。
有适当的存货控制以追踪进口
的货物和原料。
获得由墨西哥税务机关出具的
有关其履行税务义务的正面意
见。
从未出现在墨西哥税务机关网
站“逃税者“名单中。拥有有
效的”电子印章”并且在过去
的12个月内没有缺失。
能够证明其所有人事都在社会
保障机构注册并能够提供其支
付社保费用的文件。
能够提供在墨西哥投资的证据。
提交上一个纳税年海外客户和
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

要求

AA 评级
优惠

能够获得临时进口货物的增 与A评级相同的的要求，加上：
值税抵扣额。申请提交后20个 其上一年在墨西哥境内的运营
工作日内可获得增值税回还。 至少有40%是通过与获得了官
方发布的“履行税务义务”正
认证有1年的效期，如果加工 面意见的，并从未出现在税务
工厂在有效期到期前 30日提 总局“逃税者”名单中的供应
出申请并继续合规营运，认证 商完成的。
将会被自动更新。
至少有5年从事加工生产运营；
或者上一年度，其在社会保障
机构注册的员工数量超过1000
人；或者机械设备的价值超过
5000万墨西哥比索。
公司的纳税义务在认证申请提
交一个月之内没有被评估；如
果被评估，其纳税义务已经被
全数完；或者已经与税务当局
达成协议，每月进行支付。

能够获得临时进口货物的增值税
抵扣额。
申请提交后15个工作日内可获得
增值税回还。
在审计前30天内，可以对任何遗
漏做自我更正。
海关当局不会自行开始检查公司
的税务遗漏，而是通过邀请函的
方式向其发出通告。
认证有2年的效期，如果加工工厂
在有效期到期前30日提出申请并
继续合规营运，认证将会被自动
更新。

要求

AAA 评级
优惠

相同A评级的条件，加上：
其上一年在墨西哥境内的运营
至少有70%是通过与获得了官
方发布的“履行税务义务”正
面意见的，并从未出现在税务
总局“逃税者”名单中的供应
商完成的。
至少有7年从事加工生产运营；
或者上一年度，其在社会保障
机构注册的员工数量超过2500
人；或者机械设备的价值超过1
亿墨西哥比索。
公司的纳税义务在认证申请提
交一个月之内没有被评估；如
果被评估，其纳税义务已经被
全数完；或者已经与税务当局
达成协议，每月进行支付。

相同A评级的优惠，加上：
能够获得临时进口货物的增值税
抵扣额。
申请提交后10个工作日内可获得
增值税回还。
在审计前60天内，可以对任何遗
漏做自我更正。
海关当局不会自行开始检查公司
的税务遗漏，而是通过邀请函的
方式向其发出通告。
认证有3年的效期，如果加工工厂
在有效期到期前30日提出申请并
继续合规营运，认证将会被自动
更新。
允许提交月度综合海关备案 (许

近12月内，增值税退税申请没
有被拒绝。

近12月内，增值税退税申请没
有被拒绝。

可)。

允许海关官员，根据他们的需
要进行初始和额外的审查。

公司将会在海关库存监控的条件
下，被算作合规运营。

关于IMMEX 项目: (1) 项目依
旧有效；(2) 所有地址和常设
机构都已经在墨西哥税务机关
登记；
(3) 已经为加工制造运营设立
了所需的基础设施；(4) 能够
证明在过去的12个月中，被转
型和出口的商品至少达到同时
期内临时进出口量的60%；(5)
证实在申请提交后（至少一年）
加工工厂合法的使用真实的资
产进行加工运营；(6) 提供对
于加工运营的描述。

在进行海关例行程序检查时，可
以不用出示商品序列号。
可以从公司税务地址完成出口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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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认证被暂缓，纳税人将有10天的时间向税务机关

结论

提供证据以继续其认证。如果认证被取消的话，那么

总统令和规定的发布是在2014年税务改革后，面对加

纳税人在此后的24个月内都不能在获得新的认证。

工工厂挑战的最后回应，但仍有很多问题没有被解决。
根据加工业协会（INDEX）的报告，行业代表们还将

根据纳税人的所在地的不同，认证申请需要在2014年4

继续与税务机关谈判。我们期望更多的官方陈述会相

月15日和10月22日之间提交。加工工厂在认证过期前

继而来。

发出通知的话并证明其继续合规运营，认证将会被自
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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