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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纳税义务人包括个人、单位和经济组织。

中国目前主要税种如下： 
 – 所得税类：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
 – 流转税类：增值税、消费税
 – 财产行为税类：印花税、契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
 – 关税

自2007年实行新企业所得税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处理以来，外
商投资企业不再享有税收激励或税收优惠政策。

然而仍有一些重要因素与外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密切相关，如：
 – 居民企业/非居民企业
 – 新税收激励政策：如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企业所得税计算时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所得免征流转税/所得税等

 – 源泉扣缴
 – 转让定价

中国税收制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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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

纳税范围 

除个体工商户和合伙企业外，在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
业、外国企业和国内企业）和以及营利性组织都有义务缴纳企业所得税。

居民企业：
 – 居民企业指的是在中国设立的企业或是根据其它国家（地区）法律设
立，但其实际管理层和控制方在中国境内的公司；

 – 居民企业应就其所有来源于中国境内和境外的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

非居民企业：
 – 非居民企业指的是根据其它国家（地区）法律设立的企业且其实际管理
层和控制方在中国境外，但在中国境内设有常设机构或场所或在中国境
内没有常设机构或场所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收入；

 –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应当就其所设机构、场所取
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场
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
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
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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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

一般而言，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但此外还有如下税收政策，主
要包括：
 – 在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
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1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2.5%）；在2022年1月1日至
2024年12月31日期间，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
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2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5%）；

 – 国家鼓励行业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
 – 特定地区鼓励类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
 –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
 – 中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其所设机构场所取得的来源
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有实
际联系的所得，按核定利润征收，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

 – 中国境内没有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或虽内设立机构场所的但取
得所得与该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收入的
企业所得税率为10%。

一般而言，在计算应税收入时，如果企业取得的收入直接相关且有合
理依据，以下项目能在税前列支：
 – 成本
 – 费用
 – 税金
 – 亏损

转让定价同期资料 适用范围 报告期限

主体文档  –  年度关联交易总额超过10亿人民币；
或者

 –  发生跨境关联交易且企业所属集团已
准备主体文档。

最终控股企业会计年度终
了之日起12个月内

本地文件
满足以下任意一项条件的纳税人：
 –  年度有形资产所有权转让金额超过2
亿人民币；

 –  年度金融资产关联交易（股份/债务
转让）金额超过1亿人民币；

 –  年度无形资产所有权转让关联交易
金额超过1亿人民币；或者

 –  年度其他关联交易（对于关联借款
而言仅以利息计算）金额超过4000
万人民币。

次年6月30日（应自要求
提供之日起30日内提供）

特殊事项文档
满足以下任意一项条件的纳税人：
 –  参与集团成本分摊协议；
 –  超过关联方债资比（如：金融机构

5:1，其他公司2:1）。

次年6月30日（应自要求
提供之日起30日内提供）

国别报告
 – 纳税人为跨国企业集团的最终控股企
业，且合并报表收入合计金额超过
55亿人民币；

 –  纳税人被跨国集团指定为国别报告的
报送企业。

最终控股企业会计年度终
了之日起12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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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定价

中国转让定价报告采用“三层式”报告法，包括：主体文档、本地文
档、国别报告。此外，针对特殊交易应准备特殊事项文档。中国转让定
价信息披露/报告制度具体要求如下：

转让定价同期资料 适用范围 报告期限

主体文档  –  年度关联交易总额超过10亿人民币；
或者

 –  发生跨境关联交易且企业所属集团已
准备主体文档。

最终控股企业会计年度终
了之日起12个月内

本地文件
满足以下任意一项条件的纳税人：
 –  年度有形资产所有权转让金额超过2
亿人民币；

 –  年度金融资产关联交易（股份/债务
转让）金额超过1亿人民币；

 –  年度无形资产所有权转让关联交易
金额超过1亿人民币；或者

 –  年度其他关联交易（对于关联借款
而言仅以利息计算）金额超过4000
万人民币。

次年6月30日（应自要求
提供之日起30日内提供）

特殊事项文档
满足以下任意一项条件的纳税人：
 –  参与集团成本分摊协议；
 –  超过关联方债资比（如：金融机构

5:1，其他公司2:1）。

次年6月30日（应自要求
提供之日起30日内提供）

国别报告
 – 纳税人为跨国企业集团的最终控股企
业，且合并报表收入合计金额超过
55亿人民币；

 –  纳税人被跨国集团指定为国别报告的
报送企业。

最终控股企业会计年度终
了之日起12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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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存在国内关联交易的企业被免除转让定价同期资料义务。

单一功能亏损企业无论是否达到同期资料准备标准，均应当就亏损年
度准备同期资料的本地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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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德国于2014年3月28日签订新版税收双边协定，并于2017年1月
1日开始生效。

股息扣缴税率

在受益所有人是公司，并直接拥有支付股息的公司至少25%资本的情
况下，所征税款为股息总额的5%。

此外，如果德国公司持有少于25%中国公司的资本，且满足一定条件
的，从中国公司通过股权转让获得的资本利得在中国免税。

纳税相关期间

服务类常设机构的判定标准以在任何12个月内连续或累计超过183天为
限，工程类常设机构则为连续超过12个月为限。

在任何12个月内停留连续或累计达到或超过183天，个人独立劳务负有
纳税义务。此期限与常设机构的判定相一致。

中德税收双边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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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特许权使用费

为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特许权
使用费，在某些情况下的实际税负由7%降为6%。为专利、商标、有关
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信息（专有技术）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的扣
缴税率仍为10%。

新双边协定取消了原先关于利息与特许权使用费在德国15%的核定源泉
税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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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义务

满足以下条件的个人，有义务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
 –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
 – 无住所而一个公历年度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183天的个人；
 – 无住所而一个公历年度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不满183天但有来源于中
国收入的个人。

满足以上前两项的个人为居民纳税人，满足第三项的个人为非居民纳
税人。

应税收入与税率

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 工资薪金收入；
 –  个人劳务收入；
 –  稿酬收入；
 –  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  经营业务收入；
 –  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
 –  财产租赁收入；
 –  转让财产收入；
 –  偶然所得等。

以上前四项收入采用累进税率，税率为3%到45%。经营业务收入的累
进税率为5%到35%。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收入，转让财
产收入以及偶然所得采用比例税率，税率一般为20%。

一般纳税处理

对于居民纳税人，上述前四项收入，即将工资、劳务、稿酬和特许权
使用费收入作为“综合所得”按年合并征税；对于非居民纳税人，应
就各项收入按月或按次计算申报税金。

个人所得税



居民纳税人综合所得，年应纳税所得额应为年度收入扣除年标准扣除
额人民币60,000元、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及税法规定的其他扣
除额之后的金额。对于非居民工资薪金收入，应纳税所得额应为月度
收入扣除月标准扣除额人民币5,000元之后的金额；个人劳务和特许权
使用费收入的应纳税额为每项收入额的80%；稿酬收入的应纳税额为
收入金额的56%。

符合居民纳税人条件的外籍个人可以自行选择适用以下专项附加扣除
政策：

扣除项目 扣除标准

子女教育 每个子女每年12,000元（每月1,000元）

学历继续教育 每年4,800元（每月400元）

职业资格继续教育 每年3,600元（仅限取得证书当年）

大病医疗 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指医保目录范围
内的自付部分）超过15,000元的，据实扣
除，限额每年80,000元

首套住房贷款利息 每年12,000元（每月1,000元）

住房租金 每年9,600~18,000元（根据所在城市每月
800/1100/1500元）

赡养老人（60岁以上） 每年24,000元（每月2,000元）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自2022年1月1日起） 每年每个婴幼儿12,000元（每月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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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项目 扣除标准

子女教育 每个子女每年12,000元（每月1,000元）

学历继续教育 每年4,800元（每月400元）

职业资格继续教育 每年3,600元（仅限取得证书当年）

大病医疗 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指医保目录范围
内的自付部分）超过15,000元的，据实扣
除，限额每年80,000元

首套住房贷款利息 每年12,000元（每月1,000元）

住房租金 每年9,600~18,000元（根据所在城市每月
800/1100/1500元）

赡养老人（60岁以上） 每年24,000元（每月2,000元）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自2022年1月1日起） 每年每个婴幼儿12,000元（每月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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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过渡期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内，选择继续享受现行的
免税补贴，即住房补贴、语言培训费、子女教育费、商务差旅补贴、
伙食费、干洗费、探亲费及搬迁费，但同类事项不得同时享受。一经
选择，同一纳税年度不能变更。



增值税

在中国境内开展如下业务的纳税人，有义务缴纳增值税：
 –  销售货物
 – 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 进口货物
 –  提供服务

目前增值税税率如下：

流转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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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交易 适用税率

销售或进口商品* 13 % 

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13 % 

交通运输业 9 % 

部分现代服务业

 – 有形动产的租赁
 – 其他

13 % 
6 % 

邮政业 9 %

电信业

 – 基础电信服务
 – 增值电信服务

9 %
6 %

金融业 6 %

建筑业 9 %

生活服务业 6 %

不动产的转让/租赁 9 %

* 农产品、天然气等税率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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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公司应为何种类
型的增值税纳税人主要是根据公司业务和财务会计系统的完善程度由
主管税务机关而确定的。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年累计销售额的
判断标准为500万元人民币。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可转登记为小
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采用两种不同的计税方法，主要区
别为销项税的不同税率以及进项税能否抵扣。小规模纳税人的所有交
易减按3%的税率征收，但不能进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免。2022年4月1
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小规模纳税人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可以享
受增值税免税优惠。

当前，这将被视为过渡期，现阶段并不是所有增值税进项税额都可被
允许抵免，例如那些对于金融及生活服务行业征收的部分。并且对于
某些交易，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以选择简易征收办法来缴纳增值税。
（以5%的税率减征，但增值税进项税额不能抵免。）

除部分特例外，在中国出口货物的纳税人可以享受出口退税，因此出
口货物的总体税负相对较低。此外，纳税人提供跨境试点行业服务，
可以享受零税率或者免税政策。

 



进口关税/出口关税

在中国对进入中国境内的货物和物品以及部分出口货物征收关税。关
税主要从价计征，在部分情况下从量计征，或者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方
式征收。

进口关税税率

进口关税税率是根据进口货物的税率表确定的。进境货物原产国的确
定也是决定适用进口关税税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出口关税税率

部分出口货物也有出口关税税率，出口关税税率根据关税代码而定。

关税



作为一家综合性咨询和审计事务所，罗德在全世界50个国家拥有111家自属的分支机
构。我们全球 5260名员工得到了客户的信赖。

联系人

姚蔚岚 / VIVIAN YAO
税务咨询师 (中国)
合伙人

电话： +86 21 6163 5200
vivian.yao@roedl.com

广州市天河北路183号
大都会广场4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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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 86 20 2264 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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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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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600号
陆家嘴商务广场3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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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roedl.com

北京 太仓

广州 上海

太仓市郑和中路319号
东亭大厦16楼
邮编：215400

电话： +86 512 5320 3171
taicang@roed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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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oedl.com/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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