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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 

企業逃漏稅是必要的 
罪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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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打小鬧逃漏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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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展拳腳“萬萬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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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係就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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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破解常見的逃稅思維
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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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半推半就還是逼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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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主動逃稅情形及其主要風險： 

⒈收入不開發票(逃稅) 

⑴貨物銷售不開票，存貨處理將成為大難題! 
 
⑵服務收入，船過水無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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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利潤較大，找其他發票入帳來加大成本、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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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找存貨的發票，最大的難題還是存貨處理。 
 
⑵找發票來加大成本、費用，不可碰觸的底線是 
  
 “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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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生意不賺錢靠退稅賺錢的奇怪想法(騙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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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通過移轉訂價轉移利潤(避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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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買東西拿不到發票，會計要不要入帳? 
  

常見的被動逃稅情形及其主要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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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付傭金、給回扣是做生意的眉角？ 
          但拿不到發票就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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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取得“失控發票”，付了稅金又不給抵稅，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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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無意拿到問題發票，如何避免惹禍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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⒌賣東西客人不要發票，如何照開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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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 

理順投資架構與交易
流程的小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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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對的事情 VS 把事情作對 

               甚麼是對的投資架構？ 
稅的考慮不是全部，但至少是重要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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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那一種投資架構比較適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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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 

合夥企業 

有限公司 

個體工商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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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投資者 

 
境內投資者 

公司 個人 公司 個人 

有限
公司 

合夥
企業 

個體
工商 

不可 
可以/ 

有行業限制 
不可 不可 

企業 
類型 

投資者 
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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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 
先納稅100*0.25=25萬元 

剩餘75萬元之可分配利潤 

有限合夥制 
100萬元采先
分後稅方式

分配 

說明 

（1） 
自然人 

應繳個人所得稅75*20%=15萬元； 
剩餘60萬元（合計稅率40%） 

應繳稅
1,000,000*35%-
14,750(速算扣
除額)=335,250
元。剩餘66.5
萬元（稅率
33.5%） 

外資公司的股東
為外籍個人的暫免
徵個所稅。但有限
合夥企業不適用。 

（2） 
境內法人
（有限公司） 

應繳稅75*0%=0萬元      剩餘75萬元 
（若境內法人投資者的股東為自然
人的，境內法人投資者再將剩餘利
潤分配給自然人，應繳稅參見第（1）
項；若境內法人投資者的股東為境
外法人的，境內法人投資者再將剩
餘利潤分配給境外法人，應繳稅參
見第（3）項。） 

合併到法人其
他收益中，應
繳稅
100*25%=25萬
元； 
剩餘75萬元 

此 時 有 限 合夥制 的
稅率與公司制相同。 

企業 
類型 

投資者 
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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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 
先納稅100*0.25=25萬元 
剩餘75萬元之可分配利

潤 

有限合夥制 
100萬元采先分後稅

方式分配 
說明 

（3） 
境外法人 

應 繳 稅 75*10%=7.5 萬
元； 
剩餘67.5萬元（合計稅
率32.5%） 

應 繳 稅
100*10%=10 萬 元 ； 
剩 餘 90 萬 元 （ 合
計稅率10%） 

此時有限合夥制的
稅率低於公司制。 
如果適用35%累進
稅率的，實際稅率
32.5%的平衡所得
是60萬。即超過此
數的，此時有限合
夥制的稅率將高於
外資法人投資的有
限公司制。 
 

企業 
類型 

投資者 
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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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考慮企業利潤分配給投資股東時， 

當自然人股東的有限公司整體稅率是40%時，則
應優先以有限合夥制成立，但若自然人股東的
有限公司整體稅率是25%(外籍個人股息紅利免
稅)時，則應優先以有限公司成立。 

若綜合考慮臺灣人在臺灣的綜所稅及於大陸地區 

的現行規定，此結論就不一定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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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境外投資人是法人，則應優先以有限合夥制成
立(10%低於32.5%)。若投資人是境內法人(例
如臺灣人先成立的大陸公司)則有限合夥制的
稅率是與公司制相同的。 

雖然表面看起來有限合夥制的稅收負擔似乎 

低或等於公司制，但有限合夥制仍存在以下幾點 

變數，造成無法絕對說有限合夥制的所得稅負擔 

低於公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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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夥企業不適用《企業所得稅法》，且合夥 

企業非納稅主體(穿透原則)，無需繳納企業所得 

稅，因此以有限合夥形式設立的企業似乎不能享 

受企業所得稅法對有限公司的稅收優惠政策，但 

未來又有若干鬆動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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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2015年11月16日國家稅務總局發佈《有限合夥制創業投資企業 

法人合夥人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公告》(81號文)，放寬了與 

有限公司創投企業一樣的採取股權投資方式投資於未上市中 

小高新技術企業滿2年的，其法人合夥人可按照對未上市中小 

高新技術企業投資額的70%抵扣該法人合夥人從該有限合夥制 

創業投資企業分得的應納稅所得額。但此規定不適用於該合 

夥制創投企業的自然人股東，此優惠政策自2015年10月1日起 

執行。 

另外國家對小型微利企業的稅收優惠及各地方政府單獨執行 

的地方優惠政策是否會有變數也須列入考慮. 

 
29 



漢邦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HAMBER 

李仁祥總經理主講 

上海鼎業會計師事務所 DINGYE 

⒉合夥制企業的留存收益要先徵稅 

 

⒊投資盈虧抵稅問題 

       合夥制企業的當年度利潤沒有可先抵減過去 

五年的累積虧損的說法，而合夥制企業的法人股 

東也不可以用合夥企業的投資虧損抵減本公司的 

應納稅所得額。此點也是合夥企業比有限公司不 

利的。 

 

 

30 



漢邦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HAMBER 

李仁祥總經理主講 

上海鼎業會計師事務所 DINGYE 

31 



漢邦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HAMBER 

李仁祥總經理主講 

上海鼎業會計師事務所 DINGYE 

32 



漢邦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HAMBER 

李仁祥總經理主講 

上海鼎業會計師事務所 DINGYE 

  個體工商戶對台胞開放領域/經營範圍 

序號 行 業 列 舉 
2011國民經濟
行業分類編號 

備 注 

1 紡織、服裝及家庭用品批發 F513 中類 

2 文具用品批發 F5141 小類 

3 體育用品批發 F5142 小類(僅限部分) 

4 其他文化用品批發 F5149 小類 

5 
零售業(煙草製品零售除外,並且

不包括特許經營) 
F52 大類(有除外規定) 

6 裝卸搬運(僅限港口貨物裝卸活動) G581 中類(僅限部分) 

7 
貨物運輸代理(僅限國際船舶代理

活動) 
G5821 小類(僅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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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行 業 列 舉 
2011國民經濟
行業分類編號 

備 注 

8 倉儲業 G59 大類 

9 餐飲業 H62 大類 

10 軟體發展 I651 中類 

11 娛樂及體育設備出租 L7121 小類 

12 圖書出租(僅限漫畫圖書出租) ※ L7122 小類(僅限部分) 

            序號12的※：經營圖書為國內出版單位的正式出版物或
由批准的圖書進出口單位進口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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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行 業 列 舉 
2011國民經濟
行業分類編號 

備 注 

13 
社會經濟諮詢 

(僅限貿易諮詢服務、企業管理諮詢服務) 
L7233 

小類 

(僅限部分) 

14 廣告業(不包括廣告發佈服務) L724 
中類 

(有除外規定) 

15 包裝服務 L7293 小類 

 

16 

辦公服務中的以下專案:標誌牌、
銅牌的設計、製作服務,獎盃、獎
牌、獎章、錦旗的設計、製作服

務;翻譯服務 

L7294 
小類 

(僅限部分) 

17 攝影擴印服務 M7492 小類 

18 洗染服務 0793 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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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行 業 列 舉 
2011國民經濟
行業分類編號 

備 注 

19 理髮及美容服務 0794 中類 

20 洗浴服務 0795 大類 

21 婚姻服務(不包括婚姻介紹服務) 0797 
中類 

（有除外規定） 

22 家用電器修理 0803 中類 

23 其他日用產品修理業 0809 中類 

24 建築物清潔服務 08111 小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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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小型企業優惠問題 

大陸對小型企業也有一些優惠政策，可以合法使用。 

⑴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率降為20%，且自2015年10 

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對年應納稅所得額在30 

萬元以下的，其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 

（此政策可能在今年公布提高到50萬元） 

⑵限額以下的小微企業免征增值稅 

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月營業額不超過3萬元(按季 

納稅9萬元)的，免征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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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順交易流程的小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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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鏈條越長，稅負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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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交易方式選擇的思考： 

⑴發外加工：      
  付加工費與買賣材料與成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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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加工貿易: 
 

   來料加工與進料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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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貿易商角色: 
   
   傭金Base與買賣斷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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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貨款收付: 
 

        代收代付性質與買賣交易性質 

                關鍵字:墊付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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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跨界銷售 : 
 
a.混合銷售(一筆生意又有銷售又有服務的)   
課稅原則:西瓜偎大邊 
 
b.兼營銷售 
(賣不同稅率的東西或另外提供服務的)   
課稅原則:從高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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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出口退稅: 
 
   工廠可以作出口貿易嗎？ 
       關鍵字:視同自產產品出口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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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納稅人身分的選擇  
  
   一般納稅人與小規模納稅人 
                  稅務居民與非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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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單元 

面對稅務查核的應對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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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部】 

本公司招聘內賬會計兩
名，要求工作經驗在5年
以上… 

【財務部】公告 

“公司決定發放節日獎，
請各位同仁準備好發票，
前來財務部報銷”。 

稅務風險就像病毒，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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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應付稅務稽查？ 

⒈ 首先自查 

企業應在稅務稽查之前，先行進行自我檢查， 

爭取在稅務稽查前辦理補稅手續，如此可降低 

補稅+罰款+滯納金的損失。 

把賬務審核一遍，做到賬表、賬賬、賬證、賬 

實相符，將不合格發票整改一下，如項目不全， 

尤其是付款人名稱不是全稱的； 

稅務稽(檢)查最難的準備的是將財務帳和庫存帳

調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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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稽查接待技巧: 

⒈對等原則：老板可禮節性出面應付，但對公司 

各項財務問題不作肯定性答復和介紹，由財務負 

責人接待。老板可當著稽查人員說：  要全面配合 

稽查工作，要什么拿什么，然后借有其他事先行 

離開。 

⒉陪同：稅務稽查人員在公司經營場所走訪，一 

定要有財務負責人陪同，稅務機關人員的問題， 

先請財務人員解釋，非財務人員盡量含糊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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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稽查注意事項： 

⒈不要一股腦兒將財務部內部資料全拿出來，

他們要什么你根據情況提供。 

⒉盡量少說話。在閑談時，最好不要提及工作

上 的事，防止言多有失。 

⒊對生產車間、倉庫、餐廳等相關場地進行清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