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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商在大陸投資的重心，近幾年已逐漸從製造業

轉移到大陸的內需市場與服務業。在大陸的內需市場

與服務業中，有限合夥企業與個體工商戶剛好都是在

台商投資架構的金字塔上下兩端，而這些都是原來製

造業思維的台商所不熟悉的。

而恰好大陸自2016年1月1日起，進一步擴大和

放寬台灣居民在大陸申請設立個體工商戶的行業領

域、地域範圍及經營條件，此項開放讓台灣人可以合

法在大陸成立個體工商戶。

此次新出台的政策與過去相比，主要有三個特

點：

一是開放領域，從零售業和餐飲業2項，擴大至

廣告、包裝服務、服裝及家庭用品批發、文具用品批

發等24項；

二是開放地域，在原有9省市基礎上新增加17個

省、自治區、直轄市，達到26個；

三是經營條件，取消對從業人員不超過10人和

營業面積不超過500平方米的限制。

因此從現在開始台灣人（不一定是傳統定義裡的

台商）也可以用個體工商戶這種新的投資型態到大陸

大部分地區合法投資到許多基層的零售業或服務業，

這對到大陸小資本創業的台灣人多了一個有用的投資

方式。同時也有許多目前已經進入大陸內需市場的台

商感慨在大陸無法獲得國民待遇，而台灣人獲准設立

個體工商戶是體現國民待遇的一個例證，這是其他外

國企業在大陸享受不到的綠色通道。

二、大陸個體工商戶與有限公司的區別

(一)設立的法律依據與成立條件不同

台商應善用

文／李仁祥

大陸個體工商戶的特性

發展大陸內需市場

差　別 個體工商戶 有限責任公司

法律依據 《公司法》《個體工商戶條例》

投資主體 法人從事經營的自然人或家庭

成立名稱
有嚴格規範，與公司責

任形式及經營範圍有關

冠以“廠”、“店”、“館”、

“部”、“行”、“中心”等字

樣

設立資金
設立資金最少3萬元，

一人公司最低10萬元
沒有最低限額限制

財務核算 有健全的財務管理制度沒有財務制度要求（註）

註： 個體工商戶對財務會計沒有嚴格要求，有利小型經營者不需

比照有限公司規範記帳及出具會計師審計報告，有助於降低

合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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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權利責任與稅收政策不同

(三)清算程序與經營管理不同

三、大陸最新開放台灣居民設立個體工商

　　戶的具體內容 
(一)開放領域／經營範圍

(二)開放地域

自2016年1月1日起,在2012年已開放的北京、上

海、廣東、福建、江蘇、浙江、湖北、四川、重慶

等9個省市的基礎上，在天津、河北、山西、遼寧、

吉林、安徽 、江西、山東、河南、湖南、海南、貴

州、陝西全省（直轄市）及黑龍江、廣西、雲南、寧

夏等17個省(自治區）的設區市可直接申請登記為個

體工商戶，無需經過外資審批，不包括特許經營。

(三)經營條件（歷年開放沿革）

差　別 個體工商戶 有限責任公司

債務承擔 有限責任

個人經營的，以個人財務承擔；家

庭經營的，以家庭財產承擔（無限

責任）

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

徵收方式

（註）

1. 查帳徵收—核

算規範

2. 核定徵收—不

能提供完整、

準確的收入或

成本費用憑證

1. 查帳徵收—核算準確（與有限公

司相同）

2. 定期定額徵收—規模小無建賬能

力

3. 定率徵收，也稱“帶徵”—具有

特殊情形。方式2、3都屬簡易

徵稅方法。

註： 個體工商戶最大的優勢就是利用它的簡易徵稅方式，如果設

立一個個體工商戶而享受不到簡易徵稅的好處，就失去它的

最大價值了。後段文章會特別介紹個體工商戶的課稅規定。

序
號

行　業　列　舉 備　注
2011國民
經濟行業
分類編號

1 中類F513紡織、服裝及家庭用品批發

2 小類F5141文具用品批發

4 小類F5149其他文化用品批發

3
小類（僅限

部分）
F5142體育用品批發

5
大類（有除

外規定）
F52

零售業（煙草製品零售除外，並

且不包括特許經營）

6
中類（僅限

部分）
G581

裝卸搬運（僅限港口貨物裝卸活

動）

7
小類（僅限

部分）
G5821

貨物運輸代理（僅限國際船舶代

理活動）

8 大類G59倉儲業

9 大類H62餐飲業

10 中類I651軟體發展

11 小類L7121娛樂及體育設備出租

16
小類（僅限

部分）
L7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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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小類L7293包裝服務

17 小類M7492攝影擴印服務

18 中類0793洗染服務

19 中類0794理髮及美容服務

20 大類0795洗浴服務

22 中類0803家用電器修理

23 中類0809其他日用產品修理業

24 小類08111建築物清潔服務

12
小類（僅限

部分）
L7122

圖書出租（僅限漫畫圖書出租）

（註）

13
小類（僅限

部分）
L7233

社會經濟諮詢（僅限貿易諮詢服

務、企業管理諮詢服務）

21
中類（有除

外規定）
0797

婚姻服務（不包括婚姻介紹服

務）

14
中類（有除

外規定）
L724廣告業（不包括廣告發佈服務）

註： 經營圖書為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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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別 個體工商戶 有限責任公司

清算程序 自行清算或者指定清算
無清算程序，直接辦理歇業

手續

分支機構
可以設立分支機構，獨

立核算或者合併核算
不能設立分支機構

經營範圍 可以變更不可以變更

經營場所
有固定的經營場所及從

業人員

從事客貨運輸、販運以及擺

攤設點、流動服務的個體工

商戶無須固定的經營場所

起始時間 從業人員 營業面積

2012年1月1日 不超過300平方米不超過8人

2012年4月1日 不超過500平方米不超過10人

2016年1月1日 無限制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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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籍人士設立個體工商戶應準備的資

料：

1. 個體工商戶設立登記申請書（到工商部門領取或相

關網站下載）

2. 台胞證及1吋照片

3. 經營場所的房屋產權證明（產權證影本、租賃合同

等）

4. 如委託其他人代為辦理的，還需提交委託代理書

（到工商部門領取或相關網站下載）

5. 個體工商戶名稱預先核准通知書（到工商部門辦理

名稱預核准）

6. 居住證明（向居住地派出所申請）

四、大陸個體工商戶的徵稅規定 
(一)個體工商戶的課稅規定

個體工商戶徵稅方法有以下幾種：

1. 定期定額徵收：對雖設置帳簿，但帳目混亂或成本

資料、收入憑證、費用憑證殘缺不全，難以查帳的

個體工商戶，稅務機關可以實行定期定額徵收管

理；個人所得稅附徵率應當按照法律、行政法規的

規定和當地實際情況，分地域、行業進行換算；

個人所得稅可以按照換算後的附徵率，依據增值

稅、消費稅的計稅依據實行附徵。

2. 定率徵收—按開票額乘上核定利潤率徵收個人經營

所得稅。

3. 查帳徵收—與有限公司的查帳徵收相同，但適用個

人經營所得累進稅率；

上述的前兩種核稅方法都是屬於簡易徵收法，其

中第一個核稅方法，在核稅期間個體戶根本就不須建

帳與提供財務報表，當然就不會被認定為逃漏稅，是

個體戶最方便的課稅方式。第二個核稅方法類似於台

灣的擴大書審，是利用核定同業利潤率的概念計算所

得額課稅。

(二) 個體工商戶的所得稅

大陸對個體工商戶的利潤是課徵個人所得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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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課徵的企業所得稅是完全不同的稅種。

1. 個體工商戶的經營所得不適用《企業所得稅法》，

而適用《個人所得稅法》。

2. 經營所得按照個人所得稅的“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

營所得”稅目徵收5%∼35%的個人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稅率表

（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適用）

個體工商戶開立發票與聘請員工的增值稅與各種

附加稅、薪資個人所得稅、伍險一金的規定與有限公

司完全相同。

五、大陸對小微企業（含個體工商戶）的

　　稅收優惠政策

為了幫助中小企業的發展，近年來，大陸政府從

稅收政策上給予了中小企業很多優惠。

(一)簡化一般納稅人認定程序

自2015年4月1日起，將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改

為一般納稅人資格登記，如果登記資訊正確的，當場

完成登記，且取消了實地查驗環節。

(二) 進一步擴大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

策範圍（此點個體工商戶即不適用）

從事國家非限制和禁止行業的並符合下列條件的

小型微利企業，減按20%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1. 工業企業：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從

業人數不超過100人，資產總額不超過3,000萬

元；

2. 其他企業：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從

業人數不超過80人，資產總額不超過1,000萬元。

符合規定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在季度預繳企業

所得稅時，可以自行享受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

策。並在匯算清繳時通過填寫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

“從業人數、資產總額、所屬行業、國家限制和禁止

行業”等欄次履行備案手續。

根據2015年財稅34號及17號文規定，自2015年

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間，對年應納稅所得額低

於20萬元（含20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其所得減

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

所得稅。包含以往不能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核

定徵稅型小微企業也納入優惠範圍。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第61號文又規定，就

進一步擴大小型微利企業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

策範圍，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

對年應納稅所得額在20萬元到30萬元（含30萬元）

之間的小型微利企業，其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

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三) 關於小微企業免徵增值稅和營業稅有關

問題

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兼營營業稅應稅項目的，應

當分別核算增值稅應稅項目的銷售額和營業稅應稅項

目的營業額，月銷售額不超過3萬元（按季納稅9萬

元）的，免徵增值稅；月營業額不超過3萬元（按季

納稅9萬元）的，免徵營業稅。

《國家稅務總局2014年第57號國家稅務總局關

於小微企業免徵增值稅和營業稅有關問題的公告》

(四)個體工商戶採取簡易徵稅的優惠政策 

如第四單元所述，規模較小的個體工商戶允許用

定額包稅、核定利潤率等方法課稅，讓個體工商戶可

以合法選擇稅負較低、帳務處理較簡單的課稅方式。

這也是小微型台商應該要善用的投資身分。

（本文作者為漢邦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

級數 全年應納稅所得額 稅率 速算扣除數

1 5%不超過1.5萬元的

2 10% 750超過1.5萬元至3萬元的部分

3 20% 3,750超過3萬元至6萬元的部分

4 30% 9,750超過6萬元至10萬元的部分

5 35% 14,750超過10萬元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