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新版個人稅法公布
連續住滿 6 年才對境外所得課稅
據旺報 2018 年 12 月 26 日報導，大陸新版「個人所得稅法」
從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上路，但最新推出的實施條例，確定對
台商台幹在內的境外人士擴大稅收優惠力道。舊制本就對台商設
有「5 年條款」，允許連續在大陸 5 年符合稅務居民條件時，才
延長到「6 年」，讓不少台商鬆了一口氣。
大陸官方從 2018 年 9 月拍板新版「個人所得稅法」，將必
須全球課稅「大陸稅務居民」條件，從原有「在中國境內居住滿
一年」趨緊為「一個納稅年度內在境內居住滿 183 天」一度引發
台商緊張，擔心是否稅負與查稅力道因此大增。
從 10 月底公開的新實施條例徵求意見稿中，明文將「5 年條
款」優惠納入，直到近日透露出的正式版內文中，也維持台商「坐
月子」條款持續，允許只要在大陸居住累計滿 183 天的任一年度，
單次離境超過 30 天，就可重新起算納稅居民的連續年限，另外
將「5 年條款」優惠加碼延長到「6 年」。
簡言之，台商或台幹從 2019 年開始，只要在中國大陸境內
無住所，居住累計滿 183 天不要連續超過 6 年，或是 6 年當中，
有過單次離境超過 30 天紀錄，就符合對境外人士放寬境外繳稅
的優惠條件。
同時過去對境外人士提供的「90 天豁免政策」也在新制中繼
續維持。只要屬於大陸境內無住所的個人，在一個納稅年度內的
境內居住累計不超過 90 天，其境內來源所得但由境外僱主支付，
且不由僱主於境內機構所負擔的部分，可免繳納個所稅。

歡迎台商資金回流

財長：國稅局幫你搞定稅事

據中央社 2018 年 12 月 16 日報導，海外資金匯回專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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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 6 年課徵境外所得，但這次新制不僅維持原優惠，甚至加碼

2019 年 2 月出爐，為讓海外台商資金有「另一條回家的路」，
財政部長蘇建榮表示，國稅局已組成諮詢窗口。
蘇建榮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由於台灣實施 CRS 的時間在
訊，給予了台商緩衝空間。蘇建榮坦言，今年年中財政部原本規
稅率，但資金匯回需符合「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

立

認定的「自願性稅務遵從計畫」（VTC）規範，因此必須向亞太

則

劃單一純益率或同業利潤率標準，對海外匯回資金給予較優惠的

整理

2019 年，且 2020 年才會首度與簽有租稅協定的國家交換稅務資

防制洗錢組織（APG）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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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今年兩岸春節加班機規劃將於 1 月 10 日前敲定，紓解台商返鄉需求

蘇建榮強調，2019 年 2 月海外資金匯回專
法草案一定會出爐。雖然，海外資金匯回專法

圖／中央社

2009 年遺贈稅調降，資金流入股市與房地產，
導致房價飆漲的惡果。

無法在年底前上路，但海外台商仍有另一條「回
家的路」。蘇建榮說，財政部配合行政院的「歡
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由 5 區國稅局組
成單一窗口，協助台商釐清回台投資相關稅務
疑義，提供稅務法規諮詢服務，讓他們了解什
麼是本金、什麼是所得。
蘇建榮說，對於有心想將資金匯回的台商，

據聯合報 2018 年 12 月 27 日報導，中國
東方航空及廈門航空今年初因飛行 M503 北向
爭議航路，導致所提的台商春節加班機申請未

國稅局會協助解決稅務問題，賦稅署也會發解

獲我方同意，不少台商擔心 2019 年春節重演

釋令，將本金與所得的定義釐清，且營利事業

航線爭議。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表示，經兩岸

在國外繳過的稅，回台亦可扣抵，現在問題比

民航主管機關溝通，將同意東航及廈航新年度

較大的不是企業，而是「個人」的部分。

的加班機申請，雙方將進一步溝通「盡量朝可

蘇建榮表示，相較於企業帳務明確，個人
的海外資金更難釐清是本金或所得，且 2010
年以前的海外所得不課稅，中國大陸所得則依
現行兩岸關係條例併入綜所稅課徵，加上很多

能不要限制的方向來努力」。
大陸民航局公告，將啟動安排 2019 年春
節六百多班次的春節加班機。不過，陸民航局
2018 年 1 月初片面開通 M503 北上及 W121、

台商多是繞道英屬維爾京群島（BVI）等免稅天

W122 及 W123 相關銜接航路，對飛行相關航

堂成立紙上公司再轉投資，多元型態也導致稽

路的中國東方航空、廈門航空的航線爭議，我

徵困難，現在修法最主要是解決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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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委會：將同意東航、廈航春節加班
機申請

民航局遲未核准其 176 班春節加班機，東航和

最後，則是海外匯回資金的控管。蘇建榮

廈航因此主動宣布取消申請。當時海基會還提

說，這麼多的錢回來一定要控管，草案會要求

出六點方案應急，並呼籲台商及早調整春節疏

匯回資金需設專戶、做實體投資，否則恐重演

運期間機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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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雙方民航主管部門持續溝通春節兩岸春節
加班機相關事宜，對彼此關心的問題皆能理
解。但是否代表兩家航空公司已承諾未來不飛
行 M503 爭議航路？邱垂正不建議如此解讀，
盼雙方能在相互尊重、互釋善意下共同處理相

2018 兩岸企業家峰會圓滿閉幕

眾台商專程返台悼念

2018 年 12 月 22 日綜合報導，海基會前董
事長江丙坤日前驟然辭世，享壽 86 歲，消息
一出震撼各界，特別是大陸台商，至少有數百
人在微信朋友圈關心、哀悼，感念他對兩岸關
係的貢獻。
悼念會於江前董事長生前最後一份公職地
點─海基會公亮廳舉行。12 月 14 日至 21 日，
有近百名大陸台商協會代表專程返台至悼念會

據 nownews 2018 年 12 月 7 日報導，2018

堂弔唁並向江前董事長家屬致意。一名台商會

兩岸企業家峰會日前在廈門圓滿閉幕，峰會期

長表示，「與江丙坤先生接觸多年，這些年來，

間兩岸企業在電子、醫藥、金融、農業、文創

江董為台商做了非常多的事情，直接或間接幫

及服務業、中小企業及青年就業創業等領域達

助的台企至少有數千家，貢獻卓著。看著江董

成一系列的合作協定，簽約項目共 36 個，金額

已屆耄耋之年，本應在家含飴弄孫，為了兩岸

超過 103 億元人民幣，其中涉及兩岸在花卉、

和平，仍不辭辛勞穿梭兩岸，為台商權益奔走，

水果、茶葉、養殖、深加工、旅遊等產業的合作。

令人感佩，就算正值年末趕工之際，說什麼也

本次峰會兩岸企業家出席的人數創新高，

要特別返台一趟向江前董事長致意。」

是兩岸企業家峰會舉辦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次。
與會的峰會理事長、前副總統蕭萬長則說，面
對全球及兩岸經濟的變局，兩岸企業合作也將
推進到一個全新的階段。作為民間交流合作的
重要平台，兩岸企業家峰會責無旁貸，將加強
結合兩岸企業界的資源和優勢，共同打造升級
版的兩岸產業合作模式，推進兩岸產業的同步
轉型升級。

福建股權台資板

百家掛牌

Taiwan Business Leaders and Events

關細部問題。

江丙坤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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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垂正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這段時間以

據經濟日報 2018 年 12 月 5 日報導，福建
海峽股權交易中心「台資板」5 日上午舉行首
批百家企業掛牌儀式。
海峽股權交易中心是經福建省政府批准設
立，由福建省金融工作辦公室負責監管，成立
於 2011 年 10 月。 在 原
「股改板」及「交易板」
之 外， 於 2018 年 10 月
又成立「台資板」。「台
資板」的定位是為台灣
企業提供掛牌展示、股
份制改革、掛牌交易、
股權登記託管等各類綜
合金融服。
福建海峽股權交易
中心「台資板」對於申
請掛牌企業的條件要求
十分寬鬆，僅要求必須
是依法設立、符合大陸
國家產業政策且業務清

圖／海基會
▲ 海協會陳雲林前會長弔唁江丙坤後，與台商致意。

晰、公司經營合法合規、
股權結構清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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