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商企業在中國大陸若以個人支付收付款 恐涉及逃漏稅
據工商時報 5 月 24 日報導，行動支付快速便捷，已成為中國大陸
目前最常見的支付方式。許多臺商企業透過微信、支付寶等行動支付
方式進行經常性的收付款作業。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段士良表示，日前杭州、廣東、南京都有
公司以個人行動支付帳戶收支企業單位經營款項，中國大陸稅局以銀
行金流、貨物流、發票等查核，認定企業隱匿收入，最後裁罰企業需
補繳所得稅、增值稅、城建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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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士良指出，在企業所得稅方面，臺商企業要小心漏報風險與稅
前扣除，若企業通過行動支付方式收取貨款，即使均已申報，因帳務
資金不透明，無法體現於企業帳上，仍有可能被認定為存在少報或隱
匿收入，而成為大陸稅局重點稽查對象。如果用行動支付方式轉帳，
因無法取得合法憑證以列支成本，導致企業所支付的相關款項無法於
企業所得稅申報時進行稅前扣除，將使企業的所得稅應納稅額增加。

在增值稅面向，行動支付將影響發票，大陸稅局若查核發現發票、
銀行帳戶資金流、貨物流向不一致，臺商企業可能被認定為虛開發票。
段士良建議，增值稅也要留意申報風險、進項抵扣等問題，因為行動
支付容易與個人消費紀錄混淆，導致部分透過行動支付方式收款收入
未能即時申報增值稅或是無法無法開立增值稅專用發票，導致企業單
位無法進行增值稅進項抵扣。
在個人稅部分，若企業透過個人行動支付方式支付員工薪資，可
能存在漏報個人所得稅或刻意逃漏個人所得稅的狀況，且依性質不同
可能造成稅款計算上之差異，像是企業提供與單位員工的現金網路紅
包，則應按照工資薪金所得，適用 3％～ 45％超額累進稅率計稅，還
有企業派發給其他單位個人與銷售無關的網路紅包，則應按照偶然所
得 20％稅率，由派發紅包的企業單位進行代扣待繳稅款。

行動收支大額款項須實名認證外，依據中國大陸相關規定境內銀
行對「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應主動向中國大陸反洗錢監測分
析中心和中國人民銀行通報。「大額交易」企業是人民幣 200 萬以上；
境內個人是人民幣 50 萬以上；境外個人是人民幣 20 萬以上。「可疑
交易」則按不論金額，只要銀行認為客戶的身分、行為、交易的資金
來源、金額、頻率、 流向與性質有異常，應當及時評估和通報。

整理

資誠提醒臺商企業，行動支付雖然快速便捷，但企業與個人仍應
加強稅務風險意識，提高稅務管理的合規能力，審慎評估可能的稅務
與法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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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在中國大陸繳稅回臺抵減注意事項
據經濟日報 5 月 14 日報導，臺商及臺幹申報中國大陸來源所得
後，在大陸已繳納稅額可以回臺抵減綜所稅額，不過須留意相關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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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大陸來源所得，應在綜所稅結算申報時
併同申報；不過為了不讓兩邊都課稅的情形發生，
如果在大陸已經繳過所得稅，可以從應納稅額中
扣抵，避免造成重複課稅。

官員指出，經常往返大陸的臺幹，如果屬於
臺灣的稅務居民，必須申報綜所稅，通常就不會
是大陸的稅務居民，當地來源的大部分收入，也
會是就源扣繳，譬如當地給出的薪資扣繳單，就
是完稅證明之一。但只有陸方出示的完稅證明還
不夠，納稅義務人申報大陸來源所得時，應檢附
大陸完稅證明，經過我方海基會的驗證，才能扣
抵在大陸已經繳納的所得稅。

但是抵稅時必須注意，可以扣抵的綜所稅稅
額，最高不能超過因加計大陸來源所得而增加的
應納稅額。舉例說，假設有位上班族因為業務需
求，必須往返兩岸，他去年在大陸的收入，折合
新臺幣約為 10 萬元，已經被陸方就源扣繳 10%
所得稅（折合新臺幣約 1 萬元）；而他今年在申
報綜所稅時，計算多項扣除額後，適用的綜所稅
稅率為 5%（折合新臺幣約 5,000 元），那他即
便列報合格的大陸地區完稅證明，還是只能抵減
5,000 元應納稅額。
每年申報綜所稅時，雖然國稅局可以提供許
多所得資料查詢，但大陸來源所得並不在查詢範
圍，臺商或臺幹應主動申報，漏報或未申報被查
獲，不只會補稅，還會面臨額外的罰鍰。

申報抵減大陸稅額注意事項

注意項目

重點規範

完稅認證

陸方提供的完稅證明，需經過我國海基
會的認證

抵減上限

可以扣抵的綜所稅稅額，最高不能超過
因加計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而增加的應
納稅額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

大陸人頭代持臺商股權
企業傳承問題多
據經濟日報 5 月 24 日報導，資誠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徐丞毅表示，過去臺商基於對中國大陸
投資限制、法律風險區隔、增加業務機會等商業
考量，可能會安排外部第三人，代為持有自己實
際出資的股權，但是安排接班時，恐怕會面臨產
權不清、轉讓重稅、金流遭重複課稅、人頭捲款
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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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國稅局指出，首先，完稅證明在申報前，須
經過海基會驗證；其次，如果在臺適用稅率低於
大陸稅額，可能無法全額扣抵。

第一個問題是產權不清，通常代持股東實際
出資、受益狀況等，多半已不可考，因此若無第
一代臺商支持，這筆爛帳將遲遲無法清理。

第二個問題是收回稅負成本過高，代持個人
股東將股份轉回給實際股東，涉及 20% 股權轉
讓的資本利得稅，若公司持有增值的不動產，則
納稅更高。

第三個問題為金流，代持個人股東收到股轉
款後，金流該如何回到第一代臺商，也是令人頭
痛的問題，更可能被認為有受贈的「偶然所得」，
造成重複課稅的風險。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在第一代臺商掌
權時，人頭股東都沒意見，然當第二代想要掌權
時，卻可能會面臨百般阻撓，倘若第一代臺商不
幸遭逢意外，或因疫情久久無法到大陸視察，人
頭戶可能擅自變更公司印鑑、銀行帳戶密碼，除
了資產泡湯外，還可能鬧上家庭革命。

要解決代持股的問題，首先得看當初是否有
代持協議，依據目前大陸的司法解釋，實際出資
人與名義出資的代持協議，是可以被支持的，也
就是當實際出資人要求解除代持協議時，工商登
記可以依據代持協議、股東會決議進行變更，稅
局也有機會不另行課稅，更不用跑資金流。

勞動部：人力銀行不得刊登
中國大陸職缺
據聯合報 4 月 29 日報導，勞動部發函人力
銀行，要求不得刊登企業召募人員赴中國大陸就
業的職缺資訊，並要求全面下架，違者恐最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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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50 萬元，若有仲介行
為則最高罰 500 萬。
其中，積體電路、半
導體或 IC 產業更被列
為關鍵產業，將加重
處罰。

勞動部日前發函
給人力銀行指出，近
年受美中科技戰影
響，大陸半導體產業
積極透過挖角及滲透
等手法建立自主供應
鏈，而臺灣半導體研
發人才儼然成為大陸
鎖定挖角目標，因此
依行政院今年 4 月召
開「研商防制人才挖
角會議」指示，依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34
條「未經許可之大陸地區勞務不得在臺灣地區從
事廣告活動」、第 35 條規定「從事臺灣地區人
民赴大陸地區就業之人力仲介業務列為禁止項
目」，要求業者將就業地點涉及中國大陸者先行
下架。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服組組長陳世昌解
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34 條規範的是刊登職
缺廣告行為，35 條所規範的是仲介、媒合國人
赴陸就業，所以 35 條規範的是仲介行為。在臺
灣，原則上禁止刊登工作地點在大陸的職缺，但
過去有一種例外狀況就是當臺灣企業經經濟部投
審會許可去大陸投資，且在當地有實際營業行
為，該公司就可以在臺灣刊登大陸職缺廣告。

陳世昌說，過去基於兩岸產業交流頻繁，勞
動部因此採寬鬆認定，對於所謂大陸地區勞務的
認定是受雇於大陸企業，如果是臺灣企業將員工
派駐到大陸工作，就不屬於大陸地區勞務的概
念，因此排除管制。

近幾個月，由於大陸對臺灣半導體、紅色供
應鏈產業強力挖角，對臺灣國際競爭產業造成威
脅，因此行政院要求各部會積極處理因應，經濟
部在 4 月召開會議，會中決議有關大陸地區勞務
的定義必須從嚴解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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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日前發函要求人力銀行全面下架中國大陸地區
工作的職缺。

勞動部發展署署長施貞仰表示，發函給業者
後，已請業者先自行清查相關職缺。但不代表人
民不能到中國大陸工作，只是限制不能在人力銀
行、媒體上刊登招募廣告，依據法規，廣告職缺
可罰 10 萬至 50 萬、仲介行為則開罰 5 萬至 500
萬。她強調，由於有多種態樣，需再做進一步討
論，現階段希望先下架，勞動部之後將研擬裁量
基準。

臺商全球布局 對陸投資比重逐年下降
據工商時報 5 月 22 日報導，經濟部依據投
審會統計指出，我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由 2010
年 的 146.18 億 美 元 降 至 2020 年 的 59.06 億
美元，同一期間對大陸以外地區的投資金額由
28.23 億美元，增加至 118.06 億美元，對大陸
投資比重下降的趨勢相當明顯。
經濟部再依據大陸商務部「大陸與臺灣經
貿交流概況」，2020 年全年批准臺商 5,105 個
項目，下降 2.8％，實際使用臺資金額 10 億美

經濟部指出，大陸受到工資、土地、原物料
等生產成本上漲，以及環保議題等因素影響，投
資環境已不若以往；而近來美中貿易衝突、科技
戰更造成臺商生產線外移，對陸投資占整體對外
投資比重下降是臺商全球布局的結果，只是反映
現實情況，絕非特定投資案所造成的影響。

上海碳市將上線

業各出奇招因應，像全球最大貨櫃航運商馬士基
為了避免可能增加數 10 億美元碳稅成本，將在
2023 年推出首艘可承載 2,000 箱的碳中和燃料
船隻；臺灣的永豐餘集團則在兩岸植林逾 3.2 萬
公頃，因應未來碳中和，甚至碳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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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下降 37.3％；若加上臺商第三地的轉投資，
2020 年實際使用臺商投資項目 5,198 個，下降
4.6 ％； 實 際 使 用 臺 資 金 額 26.1 億 美 元， 下 降
33.4％。仍顯示 2020 年全年臺商對陸投資下降
的趨勢。

8 產業臺商蠢動

據工商時報 5 月 3 日報導，因應氣候變遷，
碳匯、碳權已演變為世界強權角力戰，一旦全球
開徵碳稅，美、中兩國經濟規模將大受影響；同時，
碳權商機跟著浮現，中國大陸碳排放權交易市場 6
月底前在上海上線，業界透露化工、造紙、鋼鐵、
建材、航空運輸等 8 大產業臺商也躍躍欲試。
據統計，全球碳排放量 2019 年約 330 億噸，
其中，美國占 50 億噸、大陸占 101 億噸，一旦
全球開徵碳稅，對美、中兩國都不利。

另 據 Refinitiv 統 計，2020 年 全 球 碳 市 配 額
成交額約 2,300 億歐元，包含現貨與衍生品，
其中歐盟碳市占 87％（碳期貨、碳期權等衍生
品逾 9 成、現貨低於 5％）、北美碳市（含加州
ETS、美國 RGGI 等）占 11％、大陸（含八大碳
交易試點，僅現貨）不及 1％。
若論覆蓋規模，歐盟碳市占全球溫室氣體
年排放量 4.11％，其次是大陸占 2.46％，韓國
ETS、 加 州 ETS、 澳 洲 ERF 排 名 第 3 ～ 5 名。 目
前全球碳市覆蓋率僅 11％，若加計碳稅覆蓋率
達 16％。

目前全球碳市以歐盟涵蓋面最大、流動性最
高，世銀估算，隨著上海碳交易試點將啟動，推
出碳配額衍生品，有機會在覆蓋面超車歐盟碳
市。業界分析，全球碳市以化工、造紙、鋼鐵、
建材、煤炭、航空、電力與熱力、有色金屬冶工
等八大產業居多，多為碳排放較高產業。
面對碳中和可能引發的碳稅、碳權，各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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