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查稅打三假

臺商留意稅務治理

據經濟日報 1 月 28 日報導，中國大陸今年度稽查重點將圍繞「三
假」違法行為，包括無經營業務虛開發票的「假企業」、騙取退稅的「假
出口」及騙取疫情稅收優惠的「假申報」。安侯建業 (KPMG) 會計師
劉中惠提醒臺商，要留意日常稅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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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中惠指出，大陸國家稅務總局近年來打擊稅務犯罪專項行動頗
有斬獲，累計查處涉嫌騙稅企業 32.23 萬戶。大陸臺商企業雖多不至
於存在故意造假騙稅情形，但可能因疏於日常稅務治理，欠缺恆常監
控流程而誤觸紅線。

近期協助臺商進行業務重組，劉中惠發現有些公司已經停業，由
於註銷需要經過一定的程序，還要準備特定資料，或存在某些無法立
即處理的問題，一直未辦理清算解散，出現長期空殼公司的狀態。倘
若維持不註銷狀態也沒有定時申報稅務，企業將被納入工商非正常運
營名單及稅務黑名單，後續不管是註銷公司還是重新註冊公司，仍會
被稅務機關追繳，再不處置，營業執照可能被吊銷。此外，企業法定
代表人的個人徵信亦會受影響，不可以擔任新公司的股東、高管，甚
至無法辦理貸款、出國和其他一些和信用有關的業務。

KPMG 協理任之恒為客戶進行稅務檢查時，也發現一些執行面的
細節問題，他舉例，公司將產品賣到保稅區，並有海關出口紀錄，就
列報出口退稅，殊不知報關單上的收貨人以及發票買受人顯示的為境
內企業，尚不符退稅條件，幸而及早發現調整流程，方得以避免風險
進一步蔓延。

劉中惠指出，此次查核重點主要涉及流轉稅範疇，包括發票開立，
報關以及出口退稅等經營環節，偏偏臺商在管理大陸子公司時，通常
著重於定期報表審視，又審計工作的範圍主要針對財務數據的真實性、
完整性等面向，因此並不能取代稅務檢查工作。隨著大陸的稽查方向
調整，臺商也要跟緊腳步，提升日常稅務治理。

中國大陸《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正式施行
據聯合新聞網 1 月 15 日報導，中國大陸《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
於今 (2021) 年 1 月 18 日正式施行。

經濟部表示，將持續關注大陸《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施行情
形，及其未來新頒布的相關法令，適時通報臺商管控風險；對於有意
撤出大陸的臺商，也將持續協助回臺投資或轉赴新南向政策國家布局；
並就臺商在大陸投資糾紛案件提供法律諮詢及行政協處服務，與陸委
會、海基會保持密切聯繫，以維護臺商合法投資權益。

經濟部指出，《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規定，在大陸投資軍工、
軍工配套等國防安全領域、在軍事設施和軍工設施周邊地域投資，及

經濟部提醒臺商注意，《外商投資安全審查
辦法》明訂臺灣投資人參照適用，故自該辦法施
行後，臺商赴陸投資的業別若落入安全審查須申
報審查項目，應事前依大陸相關之安全審查程序
提出申報。

經濟部進一步指出，但該辦法對於「重要」、
「關係國家安全」、「關鍵技術」等用語仍缺乏
明確定義，執行上恐存有高度不確定性的風險，
且對於拒不申報、提供不實資料或隱瞞資訊、未
按照附加條件投資等違規行為，除可能被撤除投
資外，亦可能被納入大陸國家信用信息系統實施
聯合懲戒，一旦被納入，恐對臺商影響甚鉅，臺
商應注意風險。

中國大陸排污新規 3 月上路
據經濟日報 1 月 31 日報導，中國大陸公布
《排汙許可管理條例》，自 3 月 1 日起施行。依
據《條例》，依照法律規定實行排汙許可管理的
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應當申請取得
排汙許可證。根據汙染物產生量、排放量、對環
境的影響程度等因素，對排汙單位實行排汙許可
分類管理。

依據《條例》，未取得排汙許可證排放汙染
物的，由生態環境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或限制生
產、停產整治，處人民幣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
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業、關閉。《條
例》還明訂，排汙單位自行監測數據與主管單位
現場執法的監測數據不一致時，以主管部門監測
數據為執法依據。

2016 年，大陸發布《控制汙染物排放許可
制實施方案》，自此開始實施排汙許可制度。截
至目前，大陸各地已對 384.08 萬家排汙單位完
成分類，將其中 273.44 萬家固定汙染源納入排
汙許可管理範圍，對 33.77 萬家核發排汙許可證，

並對應發證但暫不具備條件的 3.15 萬家下達排
汙限期整改通知書。

南方科技大學教授胡清認為，相較於國外，
大陸的排汙許可制度起步較晚，該《條例》將為
「按證監管」提供更明確的指導方向，為「一證
式」管理打下基礎。

跨境人民幣新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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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關係國家安全的重要農產品、重要能源和資
源、重大裝備製造、重要基礎設施、重要運輸服
務、重要文化產品與服務、重要信息技術和互聯
網產品與服務、重要金融服務、關鍵技術及其他
重要領域，並取得所投資企業實際控制權的外
商，須在投資前向相關單位申報。

臺商應注意

據聯合新聞網 1 月 11 日報導，中國大陸發
布銀發〔2020〕330 號文《關於進一步優化跨境
人民幣政策支持穩外貿穩外資的通知》，鼓勵企
業在資本、貿易及個人項下多使用人民幣進行跨
境收支。

臺商應注意如何利用 330 號文中的人民幣外
債、境內企業借款給境外企業，及個人人民幣跨
境匯出等新規，進行資金境內外調度最大利益的
安排。
( 一 ) 人民幣外債可通過單一專戶管理

按現行規定，外債必須按一個外債合同對應
一個外債專戶形式辦理資金收付，330 號文則允
許一個人民幣外債合同可以對應多個外債專戶，
或多個人民幣外債合同可以對應一個人民幣外債
專戶，330 號文將使臺商未來借入人民幣外債在
境內使用過程更為便利。
( 二 ) 便利大陸境內企業借人民幣給境外企業

未來大陸境內企業要借人民幣資金給境外企
業，提前還款金額將不計入企業境外放款餘額，
過去臺資企業從大陸境內借外幣資金給境外企
業，會被加計 50% 占用額度，如果借款 100 萬
美元給境外企業，那就共會占掉 150 萬美元的
對外借款額度，但如果是借款 100 萬美元等值
人民幣資金給境外企業，就不會被要求加計占用
額度。
( 三 ) 允許人民幣 NRA 帳戶同名帳戶匯款

330 號文明確了人民幣 NRA 帳戶，可以接
收境外同名帳戶匯款，其實 2016 年人民銀行已
經允許人民幣 NRA 帳戶的資金可以用於定存，
一般來說，大陸境內銀行定期存款利率都高於境
外，這也是為什麼臺商會願意考慮將境外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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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轉存到境內 NRA 帳戶，目的當然是為了
賺取利差，除此之外，NRA 帳戶中的定期存款甚
至還可以用作擔保臺商在大陸境內或境外公司借
款，甚至也可以進行貿易融資，擴大資金靈活運
用的目的。
( 四 ) 便利人民幣跨境境內投資

對製造業臺商來說，雖不屬於投資類型企業
（投資公司），但人民幣資本金還是可和外幣資
本金一樣用於境內再投資。臺商將境內企業的人
民幣利潤用於境內再投資，可將人民幣資金從利
潤分配企業帳戶，直接劃轉至被投資企業或股權
轉讓方帳戶，不需額外開立人民幣投資專用存款
帳戶，就是被投資企業也不需要開立人民幣資本
金專用存款帳戶。

在 1 月 6 日發布的大陸上海銀發〔2020〕
247 號文，甚至允許註冊在臨港新片區的外商投
資企業，若是以人民幣出資可以不開立人民幣資
本金專戶。
( 五 ) 臺籍個人跨境人民幣匯款

大陸人民銀行 2018 年頒布的 3 號文《關於
進一步完善人民幣跨境業務政策促進貿易投資便
利化的通知》，已允許外籍個人在規定範圍內將
人民幣資金匯出到境外，本次 330 號文進一步再
簡化匯出流程，對臺籍個人薪資為例，以人民幣
匯出在大陸境內取得的薪資，可避免過去要換匯
兩次的匯率風險。
需注意的是，本次 330 號文再次明確，雖臺
籍個人每天可以從境外匯款至大陸境內同名帳戶
8 萬元人民幣，但還是僅限使用於大陸境內消費
性支出，不得用於買股票或投資其他金融商品。

福建公布首批同等待遇清單
據經濟日報 1 月 3 日報導，大陸福建於 2 日
公布首批 225 條同等待遇清單。其中，較引人注
目的是，「在福建自貿區內的臺資企業，可申請
註冊為大陸企業」。

這 225 條同等待遇清單涉及項目包括經濟、
社會、文教、便利化等四個領域。其中經濟領域
133 項，重點在權益保障、行業准入、醫療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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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合作、文創旅遊、用地需求、金融服務、財
稅服務、通關服務等方面；社會領域有 66 項，
重點在衣食住行、就業創業、醫保社保、人才待
遇、司法服務、參政議政、基層治理等方面；文
教領域有 17 項，重點涵蓋了子女就讀、招錄招
考、獎助學金、課題申報、體育活動、文教交流
等方面；便利化領域有 9 項，涉及金融便利、出
行便利、就醫便利、辦證便利、醫保核銷便利等
方面。

經濟領域的重點包括「在自貿區內的臺資企
業可申請註冊為大陸企業」、「可設立銀行、保
險公司等」、「允許投資建設總裝機 5 萬千瓦以
上水電站」、「參與 5G 網絡研發、工業互聯網、
人工智能平臺、物聯網等新基建產業」、「兩岸
影視作品可在平潭開展版權交易」、「首創臺商
臺胞金融信用證書」等項目。

社會領域的重點包括「可申請公共租賃住
房，購買商品房首付、貸款申請享受當地同等待
遇」、「臺灣文藝人才可在閩參評職稱」、「同
等享受福建省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障和醫療服務
待遇」等項目。

文教領域的重點包括「全部採認臺灣所有高
校學歷」、「臺胞子女可依據國家政策規定享受
中考高考加分待遇」、「支持高校聘用臺灣全職
教師」等項目。

便利化領域的重點包括「對臺胞外匯管理便
利化。臺胞臺企可開展人民幣存款、匯款、現鈔
兌換等業務」、「臺胞可在銀行開戶。辦理銀行、
保險、證券等金融業務」、「可申領臨時駕駛許
可，不用考試直接核發，最長一年」等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