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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帮助对外投资者了解和熟悉菲律宾共和国（以下简称菲律

宾）的政治、经济、人文环境，特别是税收法规，提高税收合规水平，

我们编写了《中国居民赴菲律宾投资税收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该指南旨在为中国居民赴菲律宾投资和从事经营活动提供初步的税

务信息导引，涵盖以下六章的内容：

第一章是对菲律宾投资环境的概述，重点介绍菲律宾在现行的法

律法规下鼓励外资进入的领域及措施，以及限制外资准入的相关规

定。从整体上看，近几年来，中国对菲律宾投资总量和贸易进出口额

出现了逐年增长的发展趋势，然而，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

投资环境中可能出现的变数以及税收负担（变化），都会对企业在菲

律宾的投资风险产生影响。挑战和机遇并存，这要求中国投资者在投

资前应对菲律宾的法律法规、经济政策以及税收环境有更清晰的认

识。

第二章是对菲律宾国内税制的概述，包括菲律宾的税制体系和税

法渊源，基于菲律宾现行适用的《国家税务法典（1997）》，该部分

对菲律宾现行的六大主要税种制度进行逐一介绍，具体是指所得税、

增值税、消费税、比例税、关税及单据印花税，并阐述了各类税种的

征管方式。值得说明的是，要详尽了解上述各类税种制度内容并跟踪

其最新发展动态，需紧密结合菲律宾财政部长或国家税务局局长不定

期发布的各类行政性文件，包括税收条例、税收备忘录命令、税收备

忘录裁定、国家税务局的裁令、税收备忘录通告、税收行政命令等。

第三章介绍菲律宾的税收征管机构和管理制度，从适用于居民纳

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的征管制度分别展开论述，涉及税务登记、账簿

凭证管理、纳税申报、税务检查、税务代理、法律责任等多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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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是对菲律宾特别纳税调整政策的概述，重点在于讨论现行

的转让定价规则，涵盖的内容包括关联交易的认定、同期资料的现行

规定、转让定价调查的原则和方法、预约定价安排等。目前菲律宾尚

未引入受控外国企业规则及资本弱化规则。

第五章围绕中菲税收协定的解释和适用而展开，重点介绍下列条

款：协定的适用范围；常设机构条款；营业所得、劳务所得、投资所

得、财产收益及其他所得的课税权分配；税收抵免；非歧视待遇条款

以及相互协商程序。除了协定文本外，该部分的讨论还结合了菲律宾

税务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做出的相关司法判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

菲律宾签订的税收协定议定书中规定有最惠国条款，即菲律宾对于中

国居民来源于菲律宾的“国际运输营业利润”以及“股息所得”给予

单边性的最惠国待遇，也就是说，中国居民从菲律宾取得的这两种所

得可以享有的协定优惠并不局限于中菲税收协定，而是参照适用菲律

宾对外签订税收协定中最优惠的协定待遇。此外，第五章还介绍了在

菲律宾的税务纠纷解决机制，包括税务纠纷和解、税务诉讼以及非诉

讼争端解决机制。

基于上述五章的内容，第六章对于中国纳税人在菲律宾投资可能

存在的主要税收风险进行重点提示。

《指南》仅基于2020年6月前收集的信息进行编写，敬请各位读

者在阅读和使用时，充分考虑数据、税收法规等信息可能发生的变化

和更新。同时，建议“走出去”企业在实际遇到纳税申报、税收优惠

申请、税收协定待遇申请、转让定价调整、税务稽查等方面的问题时，

及时向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或专业机构咨询，以避免不必要的税收风

险及由此带来的损失。

《指南》存在的错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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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菲律宾概况及投资主要关注事项

1.1 国家概况

1.1.1 地理概况

菲律宾位于亚洲东南部，从北到南长达1000公里，北邻中国台湾

和中国大陆、日本、朝鲜半岛；西接泰、越、柬、老、缅、印；东临

太平洋；南部和西南与印尼、马来西亚隔海相望；是亚洲、大洋洲两

大陆和太平洋之间以及东亚和南亚之间的桥梁，其地理位置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菲律宾共有大小岛屿7000多个，其中吕宋岛、棉兰老岛、

萨马岛等11个主要岛屿占全国总面积96%。海岸线长约18533公里[1]。

图1 菲律宾地图

地图来源：中国地图出版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菲律宾国家概况》（2020年9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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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地貌复杂多样，有山脉、平原、高原、峡谷、湖泊、大河、

火山、草原、森林等诸多形态，境内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

菲律宾位于太平洋边缘的火山地震带之上，因此境内地震频繁，全境

有火山五十多座，其中活火山十一座。最有名的活火山是吕宋岛的“马

荣火山”，该山在1616-1968年间喷发30余次[2]。

菲律宾属热带雨林气候，高温多雨，湿度大，台风多。全年平均

气温在27℃，年降水量2000-3000毫米，年平均湿度78%。群岛西部

有旱季（11-次年4月）和雨季（5-10月）之分，东部海岸终年有雨，

并以冬雨最多。南部地区也终年多雨，无明显旱、雨季之分。东部太

平洋是台风发源地，每年6-11月多台风。

截至2019年12月，菲律宾总人口1.08亿，是世界上第13大人口大

国。近年来，菲律宾人口增长率近1.7%，是亚洲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

家。由于地区发展差异导致菲律宾人口分布很不平衡，马尼拉的人口

密度高达48000人/平方公里，而吕宋岛北部的一些地区人口密度仅为

几十人/平方公里。菲律宾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1.2%[3]。

1.1.2政治概况

1.1.2.1 政治制度

菲律宾现行宪法于1987年2月2日通过，同年2月11日由总统正式

宣布生效。菲律宾宪法规定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菲律宾实行

总统内阁制，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拥有行

政权，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六年，不得连任，总统无权实施戒

严法，无权解散国会，不得任意拘捕反对派。议会称国会，是最高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菲律宾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菲律宾概况-地理概况

（2016年8月18日更新）
[3]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菲律宾（2019年版）》，

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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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机构，由参、众两院组成。司法权属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2016

年5月30日，杜特尔特当选为菲律宾新一届总统，并于6月30日宣誓就

职。

菲律宾有大小政党超过一百个，主要政党包括：（1）自由党：

菲律宾的执政党，由菲律宾第五任总统曼努埃尔•罗哈斯于1946年创

立，早期成员主要是从菲国家主义党内分裂出来的自由派人士。（2）

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党：由前总统拉莫斯于1991年底创立，由人民

力量党、全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菲律宾穆斯林民主联盟、团结党等整

合而成。（3）民族主义人民联盟：前总统埃斯特拉达的执政党联盟-

民众奋斗党（LAMP）成员之一。（4）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南部穆

斯林武装组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政党。

全国划分为吕宋、维萨亚和棉兰老三大部分。全国设有首都地区、

科迪勒拉行政区、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等17个地区，下设81个省和117

个市。

1.1.2.2 法律体系

菲律宾法律制度从法系上看是罗马法系与英美法系的混合体，融

合了罗马法系与英美法系的特点和内容，这是因为菲律宾历史上曾先

后经历了西班牙和美国的统治。西班牙统治者在菲律宾强制推行西班

牙法（罗马法系），美西战争后美国取代西班牙成为新的殖民统治者，

美国殖民统治者将美国法律（英美法系）引入菲律宾，同时也保留了

部分西班牙法，形成了美国法与西班牙法相混合的菲律宾法律。

菲律宾法律渊源包括制定法、判例、习惯法。制定法种类包括宪

法、其他法律、命令、行政命令和行政规则。菲律宾立法权属于议会，

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在菲律宾只有最高法院的判例才具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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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力。作为法律渊源的习惯必须是普遍遵守的、能够作为一种规范加

以遵守并且是经过长时间形成的。

菲律宾司法权属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根据宪法规定，最高法院

是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拥有最高司法权。下设上诉法院、地方法院

和市镇法院，以及反贪污法院、税务法院等专业性法院。菲律宾最高

法院和中级法院的法官都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先由司法与律师理事

会向总统推荐名单，每个空缺推荐3名候选人，经任职委员会同意后，

由总统决定最终任命人选。最高法院由1名首席法官和14名陪审法官

组成。检察工作由司法部检察长办公室负责。

最高法院的权限包括：对重大案件、违宪案件、中级法院上诉案

件的审理权；对国内法律的解释权，对引起争议的法律、条约、国际

公约和行政协定或总统发布的法令、公告、命令、指示、条例的最终

裁决权；对司法部门官员和职员的任命权；对中级法院及其工作者的

行政监督权，对中级法院法官的处分权和解职权。最高法院有权监督

一切法院及其成员。最高法院有权任命司法部门的官员和职员。最高

法院受理的所有案件，必须在24个月内结案。根据宪法规定，最高法

院应在每次国会例会开幕后的30天内，向总统和国会提交司法工作的

年度报告。

1.1.3 经济概况

1.1.3.1 整体经济概况

2019年，菲律宾经济增长率为6.2%，国民生产总值（以下简称

“GDP”）3767.96亿美元，[4]菲律宾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产业的GDP

占比分别为9.2%、30.8%、60%。财政收入548.5亿美元，同比增长

11.9%，财政支出654.3亿美元，同比增长13.3%，财政赤字107.4亿美

元，占GDP的3.2%。2017年，菲律宾家庭最终消费支出总额按现价计

[4] 世界银行-菲律宾-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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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约为2268.16亿美元，占GDP的比重高达68.5%。2018年底，菲律宾

的家庭储蓄率为15.1%。截至2018年底，菲律宾外汇储备为总额784.6

亿美元，2016年10月曾高达851亿美元峰值，2017年5月，达820.6亿

美元。外债余额为1387.38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41.9%。2018年平

均通货膨胀率为5.2%[5]。

1.1.3.2 外交关系

菲律宾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已同126个国家建交。菲律宾将美

国视为经济、军事、政治上最密切的盟国，2014年7月，双方签订为

期10年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允许美军在指定区域新建和升级现

有军事措施。美国也是菲律宾最大的劳务输出国，在美国的菲律宾籍

劳工和侨民超过400万人。

菲律宾同日本在1956年建交，日本是菲律宾最大的援助国和最大

的出口目的地。2008年10月，菲律宾参议院审议通过菲日2006年签署

的《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菲律宾重视发展同东盟其他国家的关系，

并将其列为菲律宾对外政策的优先考虑对象。同时菲律宾积极参与、

推动和促进东盟内部的各项合作及经济一体化进程。

菲律宾同中国在1975年6月9日建交。阿基诺总统执政期间，中菲

关系跌入低谷。2016年10月18-21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进

行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

明》，标志着中菲关系实现全面转圜，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合作都进入

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海南省会见了

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1.1.3.3 贸易关系

[5]以上数据来源于菲律宾国家统计协调委员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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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是联合国成员之一，1979年加入关贸总协定，1995年又成

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创始成员国。菲律宾是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主要成员国，也是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

24个成员国之一。

对外贸易在菲律宾国民经济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独立后的大多

数年份里菲律宾的对外贸易额呈现增长态势。2019年菲律宾对外贸易

额为1825.2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709.3亿美元，同比增长2.34%，进

口额为1115.9亿美元，减少1.11%。其中，中国、日本、美国、新加

坡、泰国、韩国、德国、中国台湾、荷兰与马来西亚是菲律宾的前十

大贸易伙伴。菲律宾主要出口商品为：电子产品、其他制造产品、机

械及运输设备、金属组件、香蕉等；主要进口商品为电子产品、矿物

燃料和润滑油、运输设备、工业机械和设备、钢铁等。[6]

根据菲律宾中央银行公布的数据，2018年菲律宾净吸收外商直接

投资为98.02亿美元，同比下降4.4%；2019年，菲律宾吸收外商直接

投资为76.47亿美元，同比减少23.1%。这些投资主要来自新加坡，美

国，日本，韩国，中国等；主要流向金融和保险活动，电力、天然气、

蒸汽和空调供应，制造业、房地产活动等行业[7]。

2018年10月24日，菲律宾政府正式开始全面实施与欧洲自由贸易

联盟（EFTA）的四个成员国（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之

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FTA）。[8]

迄今为止，菲律宾已同3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经贸协定。
[9]2008年10月8日，菲律宾批准了《日菲经济伙伴关系协议》；2010

[6]以上数据来源于菲律宾贸工部网站
[7]以上数据来源于菲律宾贸工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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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7日，菲律宾与哈萨克斯坦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投

资保护协定》；2012年7月11日，菲律宾与欧盟签署《伙伴与合作协

议》菲律宾已与44个国家签署了税务条约。这些条约旨在促进国际贸

易和投资，避免双重征税，打击逃税。[10]

目前，欧盟给予菲律宾进口产品普惠制（GSP）待遇，超过6000

种菲律宾进口商品可享受零关税待遇。[11]此外，美国于2018年3月将

对菲普惠制（GSP）关税优惠政策延伸至2020年12月31日，涵盖5057

种商品。[12]

1.1.3.4 货币、银行机构与外汇管理

菲律宾货币为比索，可自由兑换。中国银行正在推动人民币与比

索直接结算业务。2016年以来，比索兑美元持续走弱，2019年略有回

转。年均兑换率2015年为45.503，2016年为47.492，2017年为50.404，

2018年52.662，2019年为51.796。[13]

1992年开始，菲律宾进行外汇管理制度改革。主要内容是：解除

外汇管制，实行浮动汇率；在银行体系之外，可以自由买卖外汇；外

汇收入和所得可以出售给授权代理行，也允许在银行体系之外进行交

易，还允许在菲律宾境内外自由存储外币，并可以自由用于任何目的。

在菲律宾注册的外国企业可以在菲律宾银行开设外汇账户，用于

进出口结算。所有进口商品的支付方式均无需中央银行批准，商业银

行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出售外汇用于支付进口：信用证、付款交单、承

兑交单、贸易账户和直接汇款。在所有出口商品中，出口商均需向银

行申领“出口报关单”。对出口可采取如下方式支付：许可的方式、其

[10]See DTR signedbyPhilippines fully implem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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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许可方式和可兑换的外币。在菲律宾工作的外国人，其合法税后收

入可全部转出。携带现金出入境需要申报，数额规定是1万比索，外

汇无限额，1万美元以上需报关。[14]

菲律宾中央银行是国家货币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和实施国家外汇

管理政策。菲律宾的银行系统分为四类：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农村

银行和政府特别银行。商业银行是菲律宾银行体系的核心，总资产约

占银行业总资产的90%，主要商业银行有：首都银行、BDO银行、菲

岛银行、菲律宾国家银行等。菲律宾当地主要外资银行有：渣打银行、

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美洲银行。中国银行在马尼拉设有分行。

在菲律宾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本地融资没有法律障碍，融资

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公司资质、项目效益、风险评估等方面要素。

1.1.4文化概况

菲律宾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90多个民族。马来族占菲律宾人

口的85%以上，包括他加禄人、伊洛戈人、邦班牙人、维萨亚人和比

科尔人等；重要的少数民族包括华人、美国人、南亚人、西班牙人、

韩国人、日本人、印度尼西亚人和阿拉伯人；还有为数不多的原住民。

跟据不完全统计，居住在菲律宾的华侨华人约有250万，占总人口的

2%-3%。菲律宾居民大约80%信奉天主教，6%信奉伊斯兰教，少数

人信奉独立教和基督教新教，土著居民多信奉原始宗教，华人多信奉

佛教。[15]

菲律宾约有70多种语言。国语是以他加禄语为基础的菲律宾语；

英语为官方语言，在菲律宾较为普及，凡是上过学的菲律宾人都会说

英语，菲律宾自称是“世界第三大英语国家”。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菲律宾（2019年版）》，

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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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菲律宾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种族起源、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统

治、各地移民的不断涌入，菲律宾文化呈现出多种文化相融合的现象。

菲律宾被认为是世界上节日最多的国家之一，各个民族的各种节日共

计几百个，全国性节日有二十多个，包括元旦、复活节、五月花节、

圣十字架节、国庆节、万圣节、黎明弥撒节、圣诞节等。

菲律宾人的名字通常是教名在前，随后是母姓首字，再是父姓。

菲律宾人注重礼貌，同辈人相见时，互相握手问好。遇见长辈时，要

吻长辈的手背，或拿起长者右手碰自己的前额，以示尊敬。邀请菲律

宾人赴宴应多次邀请，否则他们会认为这是客套，前两次均谢绝。在

菲律宾接受服务需要支付小费，计程车在10%左右，饭店和旅馆的消

费按10%附加在账单内，其他服务每次付2-4比索。

在菲律宾收受或赠送礼物不宜当众打开，否则客人会有被当众羞

辱的感觉。菲律宾人忌讳13和星期五。菲律宾人不爱食用生姜和兽类

内脏和腥味重的食物，也不喝牛奶和烈性酒。在菲律宾进门时不能脚

踏门槛，他们习惯进屋前先脱鞋。菲律宾人聊天时常谈论教育、孩子

等大众话题，而忌谈政治、宗教等敏感话题。

1.2 投资环境概述

1.2.1 近年经济发展情况

2003-2018年，菲律宾经济发展起起落落，但年均增长率达5%以

上。其中2007年高速增长，全国GDP增长一度达到7.1%。2009年，受

全球金融危机影响，GDP仅增长1.1%。2010年，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带

动其出口增长以及选举支出的拉动，GDP增长反弹到7.3%，创35年来

最高纪录。2012-2014年，菲律宾经济分别增长6.8%、7.2%和6.1%，

2015年回落至5.8%，2016年回升至6.8%，是亚洲增长较快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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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增长6.7%，在东亚地区位列第三，仅此于中国和越南。（见表

1）。

表1 2013-2018年菲律宾经济增长情况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经济增长率（%） 7.2 6.1 5.8 6.8 6.7 6.2

GDP总值（亿美元） 2794 2850 2858 2947 2989 3104

资料来源：菲律宾国家统计协调委员会

2017年，菲律宾实现GDP总值为2989亿美元，与2016年相比增长

6.7%，2018年经济增速为6.2%，位列世界第29。2018年农林渔牧业

产值305.7亿美元，占9.85%；工业产值1020.35亿美元，占32.87%；

服务业产值1777.95亿美元，占57.28%。

表2 2018年菲律宾GDP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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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菲律宾国家统计协调委员会

菲律宾各地区的物价水平极不平衡，总体物价高于中国。其中蔬

菜、温带水果的价格是中国的3-4倍；水、电和液化气等价格是中国

的2-3倍，宾馆住宿、饭店就餐约为中国的1-2倍，汽车、服装和鞋子

等价格与中国相当，房产、海产品和热带水果较中国便宜。 [16]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菲律宾在2019

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各国（地区）得分及排名表，排名为第56名。[1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6亚太地区经济展望”中指出，“2017

年，菲律宾经济的小幅增长，有望被持续走强的国内需求所拉动，这

将足以抵消净出口的紧缩。国内需求将受益于公共消费和投资增长，

在低失业率、低油价和海外劳工汇款增加的助推下，个人需求也有望

继续活跃。由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公私合作项目的实施，私人投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菲律宾（2019年版）》，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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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有望保持稳健增速。”[18]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

在190个经济体中，菲律宾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第95位，分值为62.8。

1.2.2 资源储备和基础设施

1.2.2.1 资源储备[19]

菲律宾地热资源丰富，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菲律宾全国已探明

石油储量为1.68亿吨，天然气为3.841万亿立方英尺，液化气为1.09亿

桶。苏禄是石油开采前景最好的区域，初步估计该区域蕴藏着2.03亿

吨石油等同物。巴拉望岛西北部海域有石油储量约3.5亿桶。煤和褐

煤的沉积量很大，已证实储存量为3.69亿吨，其中40%分布在塞米拉

拉（Semirara）岛上，潜在的储存量可能为15.9亿吨。

菲律宾的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储量巨大，目前已探明储量的矿藏

中，就有13种金属矿和29种非金属矿，在世界矿产资源中占有重要地

位。菲律宾的金属矿储量超过71亿吨，非金属矿储量为510亿吨，矿

产资源总价值约908亿美元。金属矿产主要有铜、金、银、铁、铬、

镍等。以单位面积矿产储量计算，菲律宾的金矿储量居世界第三位，

曾是世界五大黄金出口国之一；铜矿储量居世界第四位；镍矿储量居

世界第五位；铬矿储量居世界第六位。在达沃附近发现了世界上最大

的镁矿。

1.2.2.2 基础设施现状与发展计划

（1）基础设施现状[20]

[1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2016年1月。
[19]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中行：“一带一路”国别文化手册——菲律宾》，2016

年1月版。
[20]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中行：“一带一路”国别文化手册——菲律宾》，2016

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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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的交通运输业分为陆上运输、水上运输和航空运输。陆上

交通以公路运输为主，铁路不发达，均集中在吕宋岛。由于群岛地形

使公路和铁路建设的难度加大，水运和空运成为岛屿之间主要的运输

手段。水上交通承担了全国40%的货运和10%的客运任务。航空运输

主要承担岛屿之间的客运，由国家航空公司经营，全国各主要岛屿间

都有航班。菲律宾基础交通设施不足，长年缺乏投资。菲律宾首都马

尼拉是全国最大的交通枢纽和贸易港口。现代化的交通设施主要集中

于马尼拉及其周边的经济发达地区。

菲律宾陆上运输以公路为主。客运量占全国陆上运输总量的

90%，货运量占全国陆上运输货运量的65%。菲律宾公路通行里程约

21.6万公里，国道占15%，省道占13%，市镇路占12%，其余60%为乡

村土路，道路密度为0.72公里/平方公里；其中，路况良好的占35.16%，

路况一般的占32.12%，路况不佳、较差的占23.56%，另有9.17%的公

路路况未作评估。高速路总长500多公里，全国共有8166座桥梁。菲

律宾各岛距离较短，地势起伏不平，限制了铁路网的发展。菲律宾铁

路主要集中于吕宋岛，现有铁路线约500公里。由于铁路设施远远无

法满足交通需要，菲律宾政府大力发展铁路建设，计划在吕宋岛和棉

兰老岛新建南北铁路、苏比克-克拉克铁路、棉兰老铁路等，以改善

居民出行交通和满足货运需求。

菲律宾航道总长达3219公里，并拥有众多的自然港。由于是海岛

国家，海运和港口设施十分重要。目前全国有接近1500个运营港口、

商船千余艘。但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只有马尼拉、宿务、卡加延德奥

罗、怡朗、三宝颜和达沃等六大港口。大多数港口需要扩建和升级，

以容纳大吨位轮船和货物。

菲律宾航空运输业比较发达，全国有机场300个，国内航线遍及

40多个城市，全国各主要岛屿之间都有航班。国际航线较多，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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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家签有国际航运协定，主要机场有首都马尼拉的贝尼格诺·阿

基诺机场、宿务的马克坦机场和达沃机场等。但很多机场设施落后，

许多省会机场是土石跑道的简易机场。大多数主要航线每天或每周都

有多个航班从马尼拉飞往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及美国、欧洲与中东的

主要城市。

菲律宾的通信基础设施发展较好，近年来一直在扩建。国内网络

质量较高，共有六个可用平台：固定电话、固定线路、移动电话、有

线电视、无线电视与广播以及卫星通信系统。

（2）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杜特尔特政府在 “十项社会经济发展议程 ”基础上发布了

《2017-2022菲律宾发展规划（PDP）》（以下简称《规划》）[21]，

是“2040愿景”提出后的第一个中期发展规划。《规划》旨在为包容性

增长、高度信任的社会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以实现2040愿景。根据《规划》，菲律宾的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经济

增长7%-8%，全国人均收入达5000美元，贫困率由2015年的21.6%降

至14%，使600万人摆脱贫困，尤其关注贫困的农村地区和贫困率较

高的特定区域。此外，《规划》还提出了把失业率由5.5%降至3%-5%，

推动教育普及，加强健全防御机制，使政府获得更高社会信任度，大

大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等。该政府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发展领域，

提出了“大建特建”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拟定基础设施支出占GDP

的比重达到7.4%的目标，计划至2022年在基础设施领域投入8-9万亿

比索。

“大建特建”计划推行后，国家经济发展署公布了77个国家重点

基础设施项目，涵盖了铁路、机场、港口、农业灌溉、水利、道路桥

[21]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2017-2022菲律宾发展规划》，2017年。



中国居民赴菲律宾投资税收指南

15

梁等多领域项目，体现了菲律宾近年基础设施领域的主要发展方向。

菲律宾基础设施发展融资渠道多样，既有PPP等企业参与开发的商业

模式，也有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

机构和各国政府官方发展援助开发的执行模式。

①交通

《规划》指出要提高交通部门的效率以支持经济增长，通过为人

员和货物在国内、邻近地区和全球提供充足、方便、可靠和安全的运

输服务以提升交通部门的竞争力。政府将针对铁路、航空和港口制定

统一的国家运输政策，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并成立相关部门以施行

交通部门的发展战略。政府将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提高机场的运营效率

以达到最优的机场利用率，同时还将改善港口设施以确保岛际航运，

港口设施的扩建将遵循国际标准。此外，政府还将开发航道以容纳更

大的船只，确保可持续发展和港口效率，并成立一个独立机构调查运

输事故，提供运输安全建议。

②水务

国家水资源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发展署将加强与合作伙伴在水资

源管理方面的协调和联系，包括地方政府机构、国家政府机构、政府

拥有和控制的企业、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和学术界。政府将加强有

关单位在水资源项目开发和管理方面的能力，并审查有关水资源的现

有法律和法规。水资源缺乏地区的地表水开发将是优先发展领域，同

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按照规定的标准引入地下水补给系统。此外，

政府为了确保缺水地区和马尼拉地区的水安全，将开发新的水源，保

护流域现有和潜在的水源，并探索供水技术。同时，政府将实施灌溉

计划和洪水管理措施。

③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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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电力资源比较紧缺，政府将会支持电力设施所需的大规模

投资，并跟踪电力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以提高发电量。政府将鼓励市

场竞争以降低电力成本，具体措施包括：加快对零售电商牌照申请的

评估以扩大市场供应商名单，并加快电力部门和负债管理公司的发电

厂资产私有化，包括承包的发电厂和独立发电厂，优先考虑为未通电

地区提供电力服务，努力在2022年之前在全国实现电力普及。同时，

政府还将支持天然气工业的发展，为天然气工业建立一个有利于发展

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并优先制定天然气发展计划的方向，以指导该领

域的投资。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政府将继续实施旨在支持经济增

长和环境保护的EEC项目。此外，替代燃料计划下的若干项目（例如

汽车石油气计划和公共交通的天然气车辆计划）将继续推行。

④信息通讯

政府将扩大信息通讯基础设施的部署，解决数字连接的差距，并

继续把电子政务系统作为良好治理的重要工具，确保建设和维护大规

模集成的政府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和网络。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和融

合，政府将对现有的政策和监管框架进行重大改革，包括加强信息和

通信技术部门（DICT）和国家电信委员会（NTC）在维持市场竞争

和促进信息通讯在教育和人力资本开发领域的创新应用等方面的作

用。

⑤公共服务

政府首要解决的是教育领域现有的基建赤字，扩大基础教育设施

建设资金，为学校建筑提供基础设施，如电力、信息和通信技术、水

和卫生设施。其次，在医疗卫生领域，政府还将继续扩大菲律宾医院

发展规划、卫生设施提升计划（HFEP）项下的卫生设施发展以保障

卫生服务的提供。此外，政府还将为贫困家庭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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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的、安全的和能够抵御灾害的住房，并推行促进废物适当管理的

计划项目，以便更好地管理医疗和危险废物。

1.2.3 支柱和重点行业

根据菲律宾统计协调委员会的统计，菲律宾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三分之二以上，有40%的劳动力以农业为生。2018年农林渔猎业产值

为305.7亿美元，占GDP的9.23%。主要出口产品为：椰子油、香蕉、

鱼和虾、糖及糖制品、椰丝、菠萝和菠萝汁、未加工烟草、天然橡胶、

椰子粉粕和海藻等。

菲律宾的工业不发达，钢铁、冶金、机器制造等重型工业很少，

主要发展轻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在世界上处于落后地位。菲律

宾的工业项目主要有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燃料和动力业等。制

造业是菲律宾的工业支柱。2018年工业产值为1020.35亿美元，同比

增长6.85%。其中，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电力能源产值分别为27.79

亿美元、631.27亿美元、258.07亿美元和103.23亿美元，分别占GDP

的0.84%、19.06%、7.79%和3.12%。菲制造业主要是食品加工、化工

产品、无线电通信设备等，占制造业产出的65%以上。菲律宾矿产资

源丰富、种类繁多，在菲律宾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矿藏开采主

要由私人公司承担，但国内缺乏大规模的冶炼工业，大部分矿产供出

口，主要输往美国和日本。

菲律宾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突

出，2017年服务业产值达1790.11亿美元，占GDP的59.89%。其中，

交通、通讯及仓储业产值为190.97亿美元，占GDP的6.09%。菲律宾

是全球主要劳务输出国之一，在海外工作的劳工有1000多万人。2017

年菲律宾海外劳工汇款达313亿美元，同比增长5.3%，占GDP的9.8%。

2018在海外工作的菲劳工约230多万人，其中24.3%在沙特阿拉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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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15.7在阿联酋工作。2018年4-12月菲律宾海外劳工汇款达448.8亿

美元，约占GDP的13.55%。

菲律宾风光绮丽，物产丰富，民族众多，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历史上受西班牙和美国统治，留下众多历史遗迹，融合了东西方文化

与风俗，极富异国情调。菲律宾旅游业发达，1991年至2016年月均游

客量约23万人次；2017年到访游客数量660万人次；2018年到访游客

同比增长7.7%，达到716万余人次；2019年达到862万余人次。

1.2.4 投资政策

1.2.4.1 投资门槛

（1）外商投资制度

贸工部（DTI）是菲律宾负责投资政策实施和协调、促进投资便

利化的主要职能部门。贸工部下设的投资署（BOI）和经济特区管理

委员会（PEZA）负责投资政策包括外资政策的实施和管理；产品标

准化局主要负责产品技术标准和法规的管理和实施；进口服务署主要

负责特定产品进口法规的实施以及发起和指导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

措施的初步调查。此外，菲律宾在苏比克、克拉克等地区设立了自由

港区或经济特区，并成立了相应的政府机构进行管理。

菲律宾有数个涉及投资的重要法律，包括《1987年综合投资法典》

《1991年外国投资法》《1995年经济特区法案》《1992年基地转型及

发展法案》《地区总部、地区生产总部和地区仓储中心相关法案》《投

资者租赁法案》《1994年出口发展法案》和《建设经营转让法》（Build

Operate and Transfer Law，以下简称“BOT法”）。

①《1987年综合投资法典》[22]

[22]The Omnibus Investment Code of 1987, Executive Order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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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综合投资法典》（the Omnibus Investment Code of 1987）

共和国第226号法令，共和国第7981号法令进行了修正。[23]《1987年

综合投资法典》是菲律宾投资的基本法，是各类投资激励法案的综合，

适用于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投资。该法典阐述了投资的基本政策，由投

资署（the Investment of Board , BOI）负责法律的实施和投资管理。

②《1991年外国投资法》

《1991年外国投资法》（the Foreign Investments Act of 1991，FIA）

共和国第7024号法令，共和国第8179号法令进行了修正。《1991年外

国投资法》及其修正案规定，外国投资者[24]可在菲律宾绝大部分的经

济活动中投资经营，并规定了限制投资的领域，即限制外资投资清单。

该外国投资限制清单中详细列举了禁止和限制外国投资的领域，目前

已更新至第十版。

③《1995年经济特区法案》

[23]《1987年综合投资法典》共有六编，内容如下：第一编：投资激励法案。该法案为国

内外企业提供了一系列国家优先发展领域的综合鼓励措施，共分为五章，分别为投资优先领

域、投资优先计划、投资者基本权利、注册企业激励措施以及一般规定。其中，在第二章规

定“投资优先计划”（IPP），列明企业参与所列的领域可以享受相应优惠措施。如果企业

参与在“投资优先计划”之外的领域，在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后也能享受这些优惠措施：（1）
50%以上的产品出口（菲律宾公民所有的企业）；（2）70%以上的产品出口（外商持股40%
以上的企业）。第二编：无激励的外国投资，现已被《1991年外国投资法》取代。第三编：

对跨国公司在菲律宾设立地区或区域总部的激励措施。这编共分三章，分别为跨国公司取得

营业执照的规定、投资移民的规定以及地区总部激励措施。第四编：对跨国公司在亚太地区

或其他外国市场建立地区仓库提供零配件，或生产部件及稀缺原料的激励措施。第五编：特

别投资者的居留签证，详细规定了外国公民取得特别投资者居留签证的条件，如未曾受过刑

事惩处、投资资本不少于5万美元等条件。第六编：对出口加工区企业的激励措施，包括对

外国居民的居住激励以及出口税收优惠。
[24]根据《1991年外国投资法》规定，菲律宾国民（A Philippine national）指根据菲律宾

法律设立的公司，其有投票权的不低于60%的发行股本由菲律宾公民拥有；或者在海外组织，

根据菲律宾《公司法典》规定，在菲律宾注册经营，其有投票权的发行股本100%由菲律宾

公民拥有，或者为养老、其他雇员退休或分离福利基金的受托人所有，该基金受托人为菲律

宾国民，且不低于60%的基金收益流向菲律宾国民。不构成菲律宾国民的即为非菲律宾国民

（A non -Philippine national）。“外国投资”指非菲律宾国民，将外国货币和/或实物转移入菲

律宾并按照在菲律宾中央银行完成注册的其他资产形式所做的股权投资。菲律宾中央银行应

对外国货币以外的其他资产进行评估和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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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经济特区法案》（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Act of 1995）

共和国第7916号法令，共和国第8748号法令进行了修正。该法案于

1995年通过，旨在通过发展经济特区促进经济增长。经济特区管理委

员会（PEZA）负责该法的实施并给予经济特区内的合格企业优惠政

策。经济特区分为工业园区、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旅游经济区、

信息技术区、农业经济区等各类经济园区。每个经济特区都朝着政府

干预最小化、独立自由区域的目标发展。经济特区不需要政府提供特

别帮助，自我管理经济、金融、工业及旅游发展，同时与周边区域建

立起相应的联系。

④《1992年基地转型及发展法案》

《 1992年 基 地 转 型 及 发 展 法 案 》 （ Bases Conversion and

Development Act of 1992）共和国第7227号法令。根据该法案成立了

基地转型发展委员会、苏比克湾管理署（the Subic Bay Metropolitan

Authority，SBMA）以及苏比克经济特区和自由港区（the Subic Bay

Metropolitan Authority and the Freeport Zone）。在苏比克经济特区和

自由港区注册的企业将享受各种投资优惠，包括一流的商业、居住和

旅游设施。

⑤《地区总部、地区生产总部和地区仓储中心相关法案》

《地区总部、地区生产总部和地区仓储中心相关法案》共和国第

8756号法令明确了关于在菲律宾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Regional

Headquarters, RHQs）、地区运营总部（Regional Operating Headquarters,

ROHQs）和地区仓储中心（Regional Warehouses）的规定和指南。地

区总部是指跨国公司在菲律宾设立、但并不从菲律宾获取收入的分支

机构。地区生产总部指跨国公司在菲律宾设立、可以通过提供服务而

获取收入的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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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资署发布的“投资法律指南”，在菲律宾投资的相关法律之

间的关系和结构图如表3所示：

表3 投资法律指引表[25]

共和国法令与实施细则

第57号行政命令实施条例和细则“降低投资委员会进口的资本设备、备件和附件的关税

——注册的新兴企业和拓展企业”

实施规则和法规附件– AHTN 2017产品最终清单

第226号行政命令实施细则

实施细则第8762号共和国法，又称“2000年零售贸易自由化法”

70号行政命令实施细则

182号行政命令实施细则和规定–“提供全面的汽车复苏战略计划”

第313号行政命令实施细则

R.A. 7042 –“1991年外国投资法”

R.A. 7918 –修改EO226第39条第III款的法案。

R.A. 8792 –“2000年电子商务法”

经修订的实施R.A. 8502的法规

R.A. 7227 –“1992年基础转换与发展法”

R.A. 7652 –《投资者租赁法》

第7653号共和国法案–新中央银行法

R.A. 7717 –对“R.A. 6957”某些章节进行的修改

R.A. 7721–放宽外国银行在菲律宾及其他目的的进入和业务范围的法案

R.A. 7844 –“1994年出口发展法”

R.A. 7899 –“公寓法”

R.A. 7916 –“1995年经济特区法”

R.A. 7925 –“菲律宾公共电信政策法”

R.A. 8293 –“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

R.A.8366–“投资房屋法”

R.A. 8556 –“1998年融资公司法”

R.A. 8762 –“2000年零售贸易自由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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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8791–“2000年一般银行法”

R.A. 8799 –“证券法规”

R.A. 8800 –“保障措施法”

R.A. 9135 –“菲律宾关税和海关法典，经修正及其他目的”

R.A. 9136 –“2001年电力行业改革法案”

R.A. 9161 –“租赁改革”

R.A. 9178–“2002年BaR.A.ngay微商业企业（BMBE）法”

R.A. 9182 –“2002年专用车（SPV）法案”

R.A. 9184 –“政府采购改革法案”

R.A. 9194 –修订R.A. 9160的法案

R.A. 9211 –“2003年烟草管理法”

R.A. 9224-针对1997年《国家国内税收法》和其他目的对汽车消费税进行合理化修正的法

案

R.A. 9239 –“2003年光纤媒介法案”

行政命令

第57号行政命令（2018年起）

第30号行政命令– “建立能源投资协调委员会，以简化影响能源项目的监管程序”

第22号行政命令–“降低投资委员会进口的资本设备零件和配件的关税税率，注册的新企

业和扩展企业”

第136号行政命令–“成立贸易，工业，旅游，农业，自然资源，运输，通讯和服务投资

理事会以及其他目的”

第184号行政命令–“公布第十次常规外国投资负面清单”

第226号行政命令–“综合投资法规”

第70号行政命令– “降低由BOI注册的新兴企业和扩展企业进口的资本设备，备件和配件

的关税”

备忘录通函和行政命令

备忘录通函2018-09“对实施2017年投资优先计划的一般政策和具体指南的修订”

备忘录通函2018-07“根据2017年投资优先计划修订欠发达地区清单”

备忘录通函2018-08“对2017年投资优先计划的修订”

备忘录通函2018-06

2018年第1号行政命令–“降低投资委员会进口的资本设备，备件和配件的关税–注册的

http://boi.gov.ph/ufaqs/executive-orders/
http://boi.gov.ph/ufaqs/executive-orders/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eo-no-57-s-2018/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executive-order-no-30-creating-the-energy-investment-coordinating-council-in-order-to-streamline-the-regulatory-procedures-affecting-energy-projects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executive-order-no-22-reducing-the-rates-of-duty-on-capital-equipment-spare-parts-and-accessories-imported-by-board-of-investments-registered-new-and-expanding-enterprises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executive-order-no-22-reducing-the-rates-of-duty-on-capital-equipment-spare-parts-and-accessories-imported-by-board-of-investments-registered-new-and-expanding-enterprises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executive-order-no-136-establishing-the-council-for-investmetns-in-trade-industry-tourism-agriculture-natural-resources-transportation-communications-and-services-and-for-other-purposes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executive-order-no-136-establishing-the-council-for-investmetns-in-trade-industry-tourism-agriculture-natural-resources-transportation-communications-and-services-and-for-other-purposes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executive-order-184-promulgating-the-tenth-regular-foreign-investment-negative-list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executive-order-226-omnibus-investment-code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executive-order-70-reducing-the-rates-of-duty-on-capital-equipment-spare-parts-accessories-imported-by-boi-registered-new-and-expanding-enterprises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executive-order-70-reducing-the-rates-of-duty-on-capital-equipment-spare-parts-accessories-imported-by-boi-registered-new-and-expanding-enterprises
http://boi.gov.ph/ufaqs/memorandum-circulars-administrative-order/
http://boi.gov.ph/ufaqs/memorandum-circulars-administrative-order/
http://boi.gov.ph/wp-content/uploads/2018/12/MC-2018-09-Memo.pdf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m-c-2018-07-amendment-of-the-list-of-less-developed-areas-ldas-under-the-2017-investment-priorities-plan/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m-c-2018-08-amendments-to-the-2017-investment-priorities-plan/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memorandum-circular-no-2018-06/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administrative-order-no-1-of-2018-reducing-the-rates-of-duty-on-capital-equipment-spare-parts-and-accessories-imported-by-board-of-investments-registered-new-and-expanding-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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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企业和扩展企业”

2017年自由化董事会政策系列第33-44号董事会决议

2018-01号通函“自由化董事会政策”

2018-02号通函“库存委员会政策”

2018-03号通函“库存委员会政策”

备忘录通函第2017-003号“修订的BOI表格S-1的实施（年度报告）”

备忘录通函第2017-002号“经BOI认可的非政府组织的修订条款和条件”

第2017-001号通函“提交报告的命令”

第2016-007号通函“填写信息手册的细节”

《人民FOI手册》实施细则

备忘录通函第2016-006号–“人民信息自由手册”

人民信息自由手册

备忘录通函第2016-005号–“在2014年“农业综合企业和渔业”投资优先计划中对地域

供应考虑的修正

第2016-004号备忘录通函–“关于BOI注册商业实体遵守第1-2016号联合行政命令的补

充指南。

第2016-003号备忘录通函–“修订2016 IPP附件“ A”下的欠发达地区清单”

第2016-002号备忘录通函–“根据第226号行政命令提交的复议动议规则”

备忘录通函第2016-001号

联合DTI-DENR-DA-DOF-DOH-DILG-DOLE-DOTC行政命令编号 2009年01系列

2009年第1号行政命令“通过和实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

2016年第1号联合行政命令“第10708号共和国法实施细则和规定”

投资委员会通告第2014-01号

来源：菲律宾投资委员会网站

（2）外商投资领域

菲律宾政府将所有投资领域分为三类，即优先投资领域、限制投

资领域和禁止投资领域。菲律宾政府每年会制定一个投资优先计划，

列出政府鼓励投资的领域和可以享受的优惠条件，引导内外资向国家

自己指定行业投资。同时菲律宾政府不定期更新限制外资项目清单，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administrative-order-no-1-of-2018-reducing-the-rates-of-duty-on-capital-equipment-spare-parts-and-accessories-imported-by-board-of-investments-registered-new-and-expanding-enterprises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board-resolution-no-33-44-series-of-2017-liberalized-board-policies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circular-no-2018-01-liberalized-board-policies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circular-no-2018-02-inventory-board-policies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circular-no-2018-03-inventory-board-policies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memorandum-circular-no-2017-003-implementation-of-the-revised-boi-form-s-1-annual-report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memorandum-circular-no-2017-002-revised-terms-and-conditions-for-boi-accredited-ngos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memorandum-circular-no-2017-001-order-to-submit-reports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memorandum-circular-no-2016-007-implementing-details-of-information-manual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implementing-details-of-the-peoples-foi-manual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memorandum-circular-no-2016-006-peoples-freedom-of-information-manual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peoples-freedom-of-information-manual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memorandum-circular-no-2016-005-amendment-of-the-geographical-supply-consideration-in-the-2014-investment-priorities-plan-for-agribusiness-and-fishery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memorandum-circular-no-2016-005-amendment-of-the-geographical-supply-consideration-in-the-2014-investment-priorities-plan-for-agribusiness-and-fishery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memorandum-circular-no-2016-004-supplemental-guidelines-on-boi-registered-business-entities-compliance-to-joint-administrative-order-no-1-2016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memorandum-circular-no-2016-004-supplemental-guidelines-on-boi-registered-business-entities-compliance-to-joint-administrative-order-no-1-2016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memorandum-circular-no-2016-003-amendment-of-the-list-of-less-developed-areas-under-annex-a-of-the-2014-ipp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memorandum-circular-no-2016-002-rules-on-motion-for-reconsideration-filed-under-executive-order-no-226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memorandum-circular-no-2016-001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joint-dti-denr-da-dof-doh-dilg-dole-dotc-administrative-order-no-01-series-of-2009
http://boi.gov.ph/2018/02/20/administrative-order-no-1-of-2009-the-adoption-and-implementation-of-the-globally-harmonized-system-of-classification-and-labeling-of-chemicals-ghs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joint-administrative-order-no-1-2016-rules-and-regulations-to-implement-republic-act-no-10708
http://boi.gov.ph/sdm_downloads/board-of-investments-circular-no-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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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沿用2015年制定的第10版，外国公司在菲律宾从事的行业必须是

未列入外国投资限制清单的行业。

①限制外资项目清单[26]

根据2015年5月29日签署发布的第十版外资负面清单（the Tenth

Regular FNIL），限制性的领域包括两类，分别规定在清单A和清单B

中，清单A是基于宪法和特定法律的规定限制外国投资进入的领域

（见表4），而清单B是基于国家安全、国防、公共健康、道德和保

护中小企业的考虑而限制外商所有权的领域。

表4 限制外资项目清单（清单A）

禁止外商投资

进入的领域

除唱片外的大众传媒

各专业领域（如制药业、放射技术及X射线、刑侦、林业、法律等行业）

实际资本低于250万美元的零售企业

合作公司

私有安保公司

小型矿企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小规模内河资源的开发

拥有、运营和管理斗鸡场

核武器的制造、维护、修理、储存和拆解

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和反人员地雷的制造、维护、储存和

拆解

烟花爆竹的制造

外资持股不得

超过20%
私人无线电通讯网络

外资持股不得

超过25%

私人猎头公司，包括为当地和海外雇佣

使用本地资金建设和维护公共设施，除基于共和国法案第7718号（《BOT

法》）的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以及外国提供资金支持并且需要国际招标

的项目

[26]《第10版限制外资项目清单》，第184号令，2015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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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建设

外资持股不得

超过30%
广告业

外资持股不得

超过40%

自然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利用

私人土地所有

公用事业的管理和经营

除宗教团体和外教使团设立外教育机构

大米和玉米的栽培、生产、研磨、加工和贸易（零售除外）以及通过交

换、购买或其它方式获取大米、玉米和相关副产品

与国有或者政府控制的公司、企业、机构及市政公司签订协议，供应原

材料、货物和商品

经营需特许经营的公用事业

远洋渔船的运营

财产评估公司

公寓住宅所有

在清单B规定的行业中，外资持股不得超过40%，这七个行业分

别是：A.制造、维护、储存、拆解须经菲律宾国家警署（PNP）批准

的产品和原料（如枪支、火药、炸药、瞄准镜等）；B.制造、维护、

储存、拆解须经菲律宾国防部（DND）批准的产品（如军用枪支弹

药、火炮、导弹、战术飞机等）；C.制造和分解危险物品；D.蒸汽桑

拿浴室、按摩诊所及其他有可能危及公共健康和道德的行业；E.所有

的赌博性项目，除非其中有菲律宾娱乐及博彩公司（PAGCOR）的股

份；F.仅依靠国内市场、实际资本不足20万美元的企业；G.仅依靠国

内市场、实际资本不足10万美元、掌握先进技术或至少拥有50名雇员

的企业。

②特殊行业限制

A.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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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允许外国公司参与菲律宾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投资交易。菲

律宾证券交易所是菲律宾唯一的证券交易市场，经营股票、期货、债

券交易。菲律宾规定所持公司股份的上限通常为40%。菲律宾证券交

易所每月都会发布外国所有权水平的报告（Foreign Ownership Level

Report File）。

B.外国公司承包当地工程

菲律宾没有专门适用于国际工程承包的法律规则，其对国际工程

承包法律关系的调整，主要是基于国内一些相关法律，比如《BOT

法》，而且对国际工程承包中的执照、承包商的登记、监督和管理都

有专门的部门负责。

《BOT法》（An Act Amending Certain Section of RA6957，共和

国第7718号法令[27]）明确了私营企业参与通常由政府负责的基础设施

建设和有关服务的政策和规定。根据《BOT法》，外国承包商在菲律

宾从事工程承包，可选择适用菲律宾规定的承包形式，包括BOT（建

设-运营-移交）、BT（建设-移交）、BOO（建设-拥有-运营）、BLT

（建设-租赁-移交）、BTO（建设-移交-运营）、CAO（承包-增加-

运营）、DOT（开发-经营-转让）、ROT（修缮-经营-转让）和ROO

（修缮-拥有-经营）。根据该法案，特许经营年限最长为50年。[28]

菲律宾对外国承包商进入承包工程领域无限制，但对于菲律宾本

国政府出资的项目，外国承包商承揽部分不能超过项目资金的25%。

根据《BOT法》第2条规定，就基础设施项目的施工阶段，项目发起

人可以获得来自外国或国内的资金并接受外国承包人或本国承包人

[27] Build-Operate-Transfer Law, Republic Act No. 7718 (An Act Authorizing the Financing,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by the Private Sector and for
Other Purposes), Approved on May 8,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菲律宾（2016年版），

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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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若某项基础设施或发展设施的运行需要获取公共设施特许经

营权，则项目经营者必须为菲律宾国民（包括个人和公司），且必须

及时在菲律宾证券交易所注册，该项目至少60%为菲律宾国民所有。

而且外国承包商在项目的不同阶段应雇佣菲律宾本国劳工。

C.银行业开放

2014年7月，菲律宾国会通过了新的外资银行法修正案，对外资

银行准入和经营范围实行全面开放。此前法律规定只允许外资银行购

买或拥有本地银行60%的股份或设立分行。为此，许多外商一直在呼

吁菲律宾放开对外资银行的限制，菲律宾政府宣称此举也是菲律宾迈

向东盟经济一体化包括金融一体化的需要。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已签

署此项修正案。

（3）投资相关规定

①外商投资菲律宾的形式[29]

A.个体工商户

由一个自然人出资、拥有并营运的组织机构，承担无限责任，并

且该组织实体与投资人并无相互独立的法律人格，需向菲律宾贸工部

（DIT）申请成立。

B.合伙企业

由两名以上合伙人建立，具有区别于合伙人的独立人格，可以承

担有限责任或无限责任，在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申请设立，

要求每名合伙人至少出资3000比索。

C.公司

[29]Maria Rosaria L. Bernardo & Gia Angeli R. Geraldez.Structuring Foreign Investment.
Asia-Pacific Tax Bulletin, September/October 2013, p.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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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独立于股东且享有独立人格的实体，股东仅就其出资部分

承担有限责任。由5-15名发起人设立，需向SEC申请注册，实缴资本

至少为5000比索。

D.分支机构

外国公司的延伸机构，不是独立法人，为总机构在菲律宾经营商

业活动，可以在菲律宾境内取得收入，注册时需由总机构向菲律宾境

内汇入至少20万美元资本，例外情况下（如涉及高科技，或至少直接

雇佣50名员工），注册资本可减少至10万美元。分支机构需在SEC注

册。

E.代表处或联络办事处

代表总机构在菲律宾境内从事的活动包括且不限于信息发布、联

络、促销、质量控制等。代表处并无独立人格，只能以总机构名义行

事，且经营范围仅限于总机构和代表处的营业执照范围，不在菲律宾

境内取得收入，注册时需向菲律宾境内汇入3万美元资本，并在SEC

注册。

F.地区总部

地区总部是跨国公司在菲律宾成立的分支机构，代表总公司参与

国际贸易，作为子公司、分支机构以及附属公司在亚太地区及其他外

国市场的监管、联络和协调中心。地区总部并不从菲律宾获取收入。

地区总部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为5万美元，以做经营费用。

G.地区运营总部

地区运营总部是跨国公司在菲律宾成立的分支机构，与地区总部

不同的是，地区运营总部可从菲律宾取得收入。其收入来源主要是为

在菲律宾的附属企业、子公司和分公司提供包括下列事项在内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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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从事日常监管和计划、商业筹划和协调、提供和采购稀缺原料和

部件、提供金融咨询服务、市场控制和销量提升、培训和员工管理、

物流服务、研发服务和产品发展、技术支持和维护、数据支持和交换，

以及商业发展。地区运营总部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为200,000美元。

表5 各种投资机构形式的最低资本要求

机构形式 最低资本要求

代表处 USD 30,000

地区总部 USD 50,000

地区运营总部 USD 200,000

分支机构（内销型企业） USD 200,000

分支机构（出口型企业） PHP 5,000

个体工商户 0

合伙企业（一般情况） 0

外资合伙企业（内销型企业） USD 200,000

外资合伙企业（出口型企业） PHP 3,000

子公司（一般情况） PHP 5,000

子公司（外资持股40%以上的内销型企业） USD 200,000

子公司（外资持股40%以上的出口型企业) PHP 5,000

②注册流程

为有效开展经营活动，实体企业应向菲律宾有关机构注册。注册

机构为贸工部（DTI）和证券交易所（SEC）。其中，个体工商户须

在贸工部注册。

贸工部（DTI）是负责投资政策实施和协调、促进投资便利化的

主要职能部门，其前身为菲律宾商务部。贸工部的职责是，制定综合

的工业发展战略和进出口政策；创造有利于产业发展和投资的环境；

促进竞争和公平贸易；负责双边和多边投资贸易合作的谈判；支持中

小企业的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贸工部下设投资署（BOI）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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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管理委员会（PEZA），负责投资政策包括外资政策的实施和管

理。此外，菲律宾在苏比克、克拉克等地设立了自由港区或经济特区，

并成立了相应的政府机构进行管理。

除个体工商户外，其他外商投资形式，如分公司、代表处、地区

总部、地区经营总部、合伙企业均需在SEC注册。注册程序为：确定

公司名称→依据《公司法》拟定组织章程→某些情况下需要政府机构

提供担保→在银行开户→支付费用→取得公司营业执照→取得股份

过户登记薄和股东名册。

在按规定提交了评估文件后，对于子公司和资本超过3000比索的

合伙企业，证券交易所将颁发注册证书。对于代表处、地区总部、地

区运营总部及分支机构，证券交易所将颁发执照。

对于绝大多数公司，菲律宾公民须拥有至少60%的股份以及表决

权，不少于60%的董事会成员应是菲律宾公民。如果公司不能满足上

述关于菲律宾公民所占比例的要求，则必须满足特定条件。此外还可

以通过BOT方式或者PPP项目投资。

③并购

菲律宾关于并购等商业行为有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公司法》

对并购的手续和流程进行了相关规定，《反垄断和限制贸易的合并法》

（Republic Act 3247）明确了由于并购等行为造成的垄断或贸易阻碍

的情形及相关处罚措施。如无法律明文禁止，外资企业可按菲律宾国

内企业收并购流程并购菲律宾企业，具体做法如下：

（1）首先由双方董事会各自通过并购方案，并至少在专门召开

的股东或成员大会两周前提交方案。股东大会上，2/3以上股权票或

2/3以上成员票赞成即为方案通过（并购方案如需修改，亦须在股东

大会上获得相同比例的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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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案获股东大会通过后，合并双方总裁或副总裁在注明合

并方案、投票情况的合并书上签字，由董事会秘书或秘书助理认证后，

提交至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批准（如合并涉及银行、银行业金融

机构、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公用事业、教育机构或其他由特别法律

规范的特别行业，需先由相关政府机构出具推荐函）。

（3）SEC认定并购行为不与《公司法》或其他相关法律抵触后，

出具并购许可，并购行为自此生效。在菲律宾，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

事务所均可咨询并购事宜。

④对投资所得和资本汇回的管制

菲律宾对于投资人将资本和收入汇回母国并无严格管制。然而，

只有在菲律宾中央银行注册的外商才能使用从当地银行系统购买的

外币将投资所得、股利分红和利润全额汇回。根据中央银行在2011

年12月15日发布的第743号通知，基于《外汇交易管制规则》第34条

的规定，申请在银行注册的外商直接投资应当自款项汇入或者在菲律

宾实际资产交易五年内将数据提交至中央银行。对于未注册的外商直

接投资，应将数据记录于投资薄，对于汇入款项或资产的外汇交易，

应早于通知规定的五年期限。申请在中央银行注册的外资应在一年内

提交申请。超过上述期限，中央银行将不再接受有关投资注册。[30]

⑤土地购买限制

根据菲律宾宪法规定，外国人不得在菲律宾购买土地，但外国公

民或公司可以先成立一家菲律宾公司。公司的股权外方占40%以下

（含40%），菲方占60%以上（含60%），并且公司至少有5人，公司

成立后，必须在菲律宾开立主要的公司账户。账户的户头可仅为外国

[30] J. Loke, Philippines –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sec. 5.3, Country Analyses IB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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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由外国公民控制房产收入所获得的资金。该公司在购买菲律宾

土地前，须得到菲律宾投资委员会的许可，才可进行土地买卖的交易。

⑥租地规定

《投资者租赁法案》（第7652号共和国法案）[31]允许外国投资者

在菲律宾租用商业用地最长不超过75年（过去规定为50年）。根据该

法，任何到菲律宾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在遵守菲律宾法律和下列条件的

情况下，可租赁私人土地：①土地租赁合同期限为50年，仅可一次性

延长25年；②租赁的土地仅做投资用途；③租赁合同应符合《综合土

地改革法》和《土地政府法案》。

1.2.4.2 投资吸引措施

《1987年综合投资法典》是各类投资激励法案综合，主要包括《投

资激励法案》（the Investment Incentives Acts）；《出口激励法案》

（the Export Incentive Acts）；《农业投资法案》（the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Acts）；《外商经营条例法案》（ the Foreign Business

Regulation Act）；《1981年综合投资法典》（the Omnibus Investment

Code of 1981）。依据《1987年综合投资法典》，菲律宾投资署是负

责促进投资的政府机构。投资特许和优惠政策也由投资署规定，包括

税收激励和非税收激励。

（1）财政优惠激励与非财政优惠激励[32]

财政优惠激励存在不同的方式，包括：（1）免征所得税；（2）

允许从征税收入中减去人工费用；（3）减免用于制造、加工或生产

出口商品的原材料的税负；（4）可征税收入中减去必要和主要的基

[31] Investors’ Least Act, Republic Act No. 7652, approved on June 5, 1993
[3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菲律宾（2018年版），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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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费用；（5）进口设备相关材料和零部件减免关税；（6）减免码头

费用以及出口关税；（7）自投资署注册起的4-6年内免征地方营业税

等。

非财政优惠措施的形式包括：（1）简化海关手续；（2）托运设

备的非限制使用：托运到菲律宾的设备贴上可出口的标签；（3）进

入保税工厂系统；（4）雇佣外国公民：外国公民可在注册企业从事

管理、技术和咨询岗位5年时间，经投资署批准，期限还可延长。总

裁、总经理、财务主管或者与之相当的职位可居留更长时间。

（2）行业优惠

菲律宾政府会制定一个投资优先计划，列出政府鼓励投资的领域

和可以享受的优惠条件，引导内外资向国家指定行业投资。优惠条件

包括减免所得税免除进口设备及零部件的进口关税、免除进口码头

税、免除出口税费等财政优惠，以及无限制使用托运设备简化进出口

通关程序等非财政优惠。最新发布的《2017年投资优先计划》将制造

业、农业、渔业和林业、服务业（集成电路设计、创意产业和知识型

服务、飞机保养、维修和大修、替代能源汽车的充电站或加油站、工

业废物处理、通讯业、先进的工程采购和施工行业）、医疗保健服务

包括戒毒所、集体住房、公共基础设施，和物流业、创新驱动产业、

包容性商业模式、与环境或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能源、出口行业十

大领域列入首选项目。[33]该计划详情可以查询菲律宾投资署网站：

http://boi.gov.ph，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领域中有一些是限制或禁止

外国 投 资 的 领 域 （ 具 体 可 登 陆 菲 律 宾 投 资 署 网 站 查

询。

（3）地区优惠

[33]菲律宾投资署，《2017年投资优先计划》，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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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棉兰老岛地区优惠

菲律宾将棉兰老岛地区专门列入投资优先计划，2017年投资优先

计划专列《棉兰老岛自治区特别清单》，规定棉兰老岛地区以下产业

享受优惠政策：出口行业（包括出口商和供应商）、农业、农业企业

和渔业、基础工业（包括药业、纺织业、无机和有机肥、矿业勘探和

开发以及水泥制造业等）、消费品生产、基础设施和服务及水电供给、

工业服务业、工程工业、物流行业、东盟东部增长区相关投资企业、

旅游业、卫生和教育行业、穆斯林产业等。

②特殊经济区域的优惠

根据《经济特区法案》，菲律宾实施了专门针对特殊经济区域的

优惠措施。目前，菲律宾经济区主要有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PEZA）

管辖的96个各类经济区和独立经营的菲律宾弗德克工业区、苏比克、

卡加延、三宝颜、克拉克自由港等组成。这些经济特区可享有税收和

非税的各种优惠政策。[34]

③经济区优惠

菲律宾目前共有各类经济区239个，分为工业园区、出口加工区、

自由贸易区、旅游经济区、IT园区或建筑等。根据各经济区内企业从

[34]例如（1）企业可在4年内免征所得税，最长可延至8年。免征期结束后，可选择按照

总收入的5%缴纳“总收入税”（gross income tax），以取代国家税和地方税，其中3%上缴中

央政府，2%上缴地方财政。（2）进口资本货物（设备）、散件、配件、原材料、种畜或繁

殖用基因物质，免征进口关税及其他税费，同类物品如在菲律宾国内采购，可享受税收信贷，

即先按规定缴纳各项税费，待产品出口后再返还（包括进口关税部分的折算征收或返还）。

（3）经批准，允许企业生产产品的30%在菲律宾国内销售，但须根据国内税法纳税。（4）
免缴码头税费和出口税费。（5）给予初始投资在15万美元以上（苏比克自由港为25万美元）

的投资者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21岁以下）在经济区内永久居留的身份，他们可以自由出

入经济区，而不需要向其他部门申请。（6）简化进出口程序。（7）允许聘用外籍雇员，为

外国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办理2年的可延期工作签证，但外籍雇员数量不能超过企业总雇员

人数的5%。（8）企业用于员工技术培训和提高管理能力的费用一般可以从上缴中央政府的

3%税收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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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不同性质活动，可享受的优惠政策包括：A.进口固定设备、原材

料、零部件、良种牲畜和基因材料等免除关税；B.传统项目4年内免

征所得税，前沿项目6年内免征所得税；C.免征所得税后的收入，仅

需根据5%的税率纳税，以替代其他各项国家和地方税收；D.扣除进

口替代品课税；E.免除码头费用、出口税和进口费；F.减免对国内固

定设备、良种牲畜和基因材料的课税；G.可征税收入中额外减去人工

费用；H.托运设备的非限制使用；I.外国投资者和家庭的永久居留权；

J.雇佣外国公民；K.可不经菲律宾央行审批汇出收入；L.免除地方营

业税；M.如已缴纳5%综合所得税，外企在菲律宾分支机构免于缴纳

利润汇回税。需要注意的是，菲律宾央行规定外国直接投资者（FDI）

从2015年4月19日起，必须在向菲境内实际汇入资金后在菲央行登记

注册。为更有效地监控外资的流动，菲律宾中央银行将登记时限从过

去的2年之内完成缩短至现在的1年。 [35]

1.2.5 经贸合作

2012年3月，中国政府特使、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访菲。9月，菲总

统特使、内政部长罗哈斯来华出席中国-东盟博览会。10月，中国政

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傅莹访菲。11月，菲旅游部长吉米内兹出席上

海国际旅游博览会。2013年8月，菲前外长德尔罗萨里奥来华参加中

国-东盟特别外长会。2014年11月，阿基诺总统应邀来华出席亚太经

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其间习近平主席同

其简短会面。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赴菲出席第二十三次亚太经合

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月，王毅外长赴菲工作访问，同德尔罗萨

里奥外长举行会谈，并会见阿基诺总统和奥乔亚文官长。2016年11

[35]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菲律宾》（2018年版），

第35-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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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习近平主席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第二十四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期间与杜特尔特总统举行双边会见。

1975年6月9日，中菲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际，签署了第一个

政府间贸易协定，之后又签署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和避免双重征税协

定。2005年4月两国签署了《促进贸易和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06年6月签署了《关于扩大和深化双边经济贸易合作的框架协定》。

2016年10月杜特尔特总统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中国商务部和菲律

宾贸工部关于加强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商

务部和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署关于编制中菲经济合作发展规划的谅

解备忘录》、《中国发展改革委和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署关于开展产

能与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发展改革委、菲律宾交通部和

菲律宾公共工程部关于基础设施合作项目清单的谅解备忘录》、《中

国农业部与菲律宾农业部农业合作行动计划（2017-2019）》、《中

国质检总局和菲律宾农业部关于动植物检验检疫合作谅解备忘录》等

经贸技术合作文件。基于这一系列的政府间合作协议，中菲在教育、

科技、文化、旅游、国防、执法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2017

年3月，中菲双方签署《中非经贸合作六年发展规划》。

近年来，中菲双边商贸经济活动较为频繁。在赴菲投资方面（见

表6），2012年和2013年的投资数额出现下滑，在2014年回升到较高

水平（22495万美元），但2015年再次出现下滑，呈负值（-2759万美

元），截止2018年底，中国对菲律宾直接投资存量为8.3亿美元。中

国在菲律宾投资主要涉及矿业、制造业和电力等领域。

中菲经贸合作发展较快， 1975年中菲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为

7200万美元。近年来，两国贸易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势头。据中国海

关统计数据， 2018年，中菲双边贸易总额为556.7亿美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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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其中中方出口350.6亿美元，同比增长9.3%，进口206.1亿美元，

同比增长7.1%。

表6 中国对菲直接投资统计表

单位：万美元

年份 中国对菲律宾直接投资存量 中国对菲律宾直接投资流量

2011 49427 26719

2012 59314 7490

2013 69238 5440

2014 75994 22495

2015 71105 -2759

2016 71893 3221

2017 81960 10884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与此同时，中国同菲律宾进出口金额呈现出总体上升趋势（见表

7和表8），在2013-2018年间，中国向菲律宾的出口额均超过了从菲

律宾流向中国的进口额。据中国海关统计，近年来，中国对菲律宾出

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电机、电器、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机械器具

及零件；钢铁；矿物燃料，矿物油，沥青，矿蜡；服装；塑料及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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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钢铁制品；玩具、游戏和运动器材及其零部件；车辆及其零部件，

铁道车辆或电车除外；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中国从菲律宾

进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电机、电器、音响设备及其零部件；机械器

具及零件；矿砂、矿渣及矿灰；铜及其制品；食用水果及坚果，柑橘

类水果或甜瓜果皮；塑料及其制品；光学、照相、医疗和手术器械等；

矿物燃料、矿物油，沥青，矿蜡；动物和植物油脂、油料；玻璃及玻

璃制品。

表7 2011年-2017年中国和菲律宾贸易额

表8 2011年-2018年中菲贸易统计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总额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中方贸易差

2011 322.5（↑16.2%） 142.5（↑23.5%） 180.0（↑11.0%） -37.5

2012 363.7（↑12.8%） 167.3（↑17.4%） 196.4（↑9.2%） -29.1

2013 380.6（↑4.6%） 198.4（↑18.6%） 182.3（↓7.2%） 16.1

2014 444.6（↑16.8%） 234.7（↑18.2%） 209.8（↑15.4%） ＋24.9

2015 456.5（↑2.68%） 266.7（↑3.63%） 189.8（↓9.56%） ＋76.9

2016 472.1（↑3.4%） 298.3（↑11.9%） 173.7（↓8.4%） ＋124.6

2017 512.8（↑8.5%） 320.4（↑7.4%） 192.3（↑10.5%） +128.1

2018 556.7（↑8.5%） 350.6（↑9.3%） 206.1（↑7.1%） +144.5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企业在菲律宾新签承包

工程合同121份，新签合同额30.89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9.72亿美元；



中国居民赴菲律宾投资税收指南

39

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1674人，年末在菲律宾劳务人员4051人。[36]

新签大型工程承包项目包括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包菲律

宾马尼拉滨海新城项目（一期A岛）；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承包菲律宾

电信；西安西电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包菲律宾棉兰岛-维萨亚斯

直流项目0352等。

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经商参处登记的中国企业有近百家，其中

大多是大中型企业的分支机构。主要有中国路桥、中国港湾、中电建、

中能建、中建、中技、中机、中国地质工程等经营工程承包的大型企

业，也有中兴、华为等电信系统供应商，国航、南航、厦航、中国远

洋、中海等经营海空运输、船舶代理的企业以及中国国家电网公司等。

中国企业在菲律宾的机构大多是设立分公司或代表处，以独立法人形

式存在的不多。非独立法人的机构在开展业务方面局限性比较大，承

接项目、签订合同均要依托母公司进行。按照菲律宾的法律，外资的

建设承包商只能做外资项目，对承包菲律宾本国的工程项目有诸多限

制。

[36]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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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菲律宾税收制度简介

2.1 概览

2.1.1 税制综述

菲律宾的税收体制可以分为国税(National Taxes)以及地方税

(Local Taxes)两种。其中，国税是指由中央政府通过国内税务机关

(Bureau of Internal Revenue， BIR)施行并征收的税种，主要包括所得

税（Income Tax）、增值税（Value Added Tax）、消费税（Excise Tax）、

比例税（Percentage Tax）、印花税（Documentary StampTax）及赠与

税（Donor's Tax）。而地方税，是指由地方政府基于宪法的授权性规

定而施行并征收的税种，主要包括不动产税（Real Property Tax）、

不动产转让税（Real Property Transfer Tax）和商业税（Business Tax）。

对于特定的税种，地方政府部门无权课征，例如所得税(除了对银行

和其他金融部门课征的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及赠与税(除《地方

政府法典》 (Local Government Code)中另有规定)；销售、货物交换、

服务或其他类似交易中产生的比例税或增值税等。[37]

菲律宾的税务管理部门包括国家税务局(BIR)和地方税务机关。

2.1.2 税收法律体系

2.1.2.1 法律渊源

（1）国家税法的法律渊源

菲律宾税法的基本法律渊源是《国家税务法典(1997)》(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NIRC)，共由十四编组成（见表9）。这部法

律经历了数次修改和改革，目前规定在共和法令8424号——1997年税

[37]关于地方政府课税权限的范围，可参见《地方政府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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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改革法案(TheTaxReformActof 1997)中。2005年11月1日起实施的共

和法令9337号修正案(RA No. 9337)对《国家税务法典》的所得税和增

值税进行了实质性改革。

表9 《国家税务法典(1997)》各编的标题

第一编 国内税收总局的组织及职能 第八编 救济措施

第二编 所得税 第九编 合规要求

第三编 遗产税及赠与税 第十编 违法行为及处罚

第四编 增值税 第十一编 国内税收的分配

第五编 其他比率税 第十二编 监督委员会

第六编 特定商品的消费税 第十三编 废除条款

第七编 单据印花税 第十四编 最终条款

为有效实施《国家税务法典(1997)》，财政部长通常会参考国家

税务局局长的意见颁布所需的税务条例。对于《国家税务法典(1997)》

的条款，国家税务局局长享有排他性的解释权，但这一解释权受财政

部长的审查。用于解释《国家税务法典》条文的行政性文件包括以下

几种不同的类型：[38]

①税收条例(Revenue Regulations，RRs)：为了有效地实施《国家

税务法典(1997)》及相关法律，由财政部长参考国家税务局局长的意

见所签发的，用于规定、说明或界定的规则和条例；

②税收备忘录命令(Revenue Memorandum Orders，RMOs)：规定

指令或指引的文件，提供相关指南，并概述在实施总局所述的政策、

目标、计划和项目时必要的过程、运作、活动、工作流程、方法以及

程序（除审计以外）；

[38]Guide to Philippines Tax Law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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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税收备忘录裁定(Revenue Memorandum Rulings，RMRs)：由国

家税务局局长发布的有关《国家税务法典》及其他税收法律的可适用

于特定事实的裁令、意见和解释。总局局长可时不时地颁布 RMRs，

从而为纳税人提供在具体情况下适用税法及其结果的指引。

④国家税务局的裁令(BIR Rulings)：国家税务局对于纳税人及其

他利益相关人提出咨询的官方立场，国家税务局的裁令不能与RMRs

冲突，否则无效。

⑤税收备忘录通告(Revenue Memorandum Circulars，RMCs)：由

国家税务局或其他机构/办公室发布的适用有关法律、法规、条例及

先例的相关细节规定。

⑥税收行政命令(Revenue Administrative Order，RAOs)：涵盖有

关国家税务局的行政设置的事项。具体来说，包括组织框架、职能声

明、及国家税务局各部门的责任、权力的定义与委托、人员的编制与

要求及绩效标准等。

⑦ 税 收 委 任 权 命 令 (Revenue Delegation Authority Orders ，

RDAOs)：国家税务局局长根据法律授权给各税务官员的职能。

在菲律宾，最高法院的判决也是税收法律渊源的组成部分。最高

法院可以对较低层级的法院做出的涉及税收合法性、课征、核查、处

罚等案件的判决或裁令进行审查、改判、修改或确认，由最高法院做

出的判决可以构成对菲律宾税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解释。上诉法院

(Court of Appeals) 以及税务上诉法院(Court of Tax Appeals)的终级和

可执行判决也是被认可的对菲律宾税法的解释。

（2）地方税的法律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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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层面上，根据《地方政府法典》(1991年)，地方政府可以

征收税和其他费用以支持地方的发展任务、扩大服务范围并减少对中

央政府的经济依赖。地方的税收法律包含在地方政府根据《地方政府

法典》所颁布的法令中，并且由各地方政府的财务主管与估税员办公

室负责管理与执行。

2.1.2.2 主要税种概览

菲律宾的主要税种包括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印花税、关税

及比例税。其中，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例较重。

（1）所得税（Income Tax）[39]

所得税，是指针对某一主体从其财产、职业行为、交易或商业活

动，或者《国家税务法典(1997)》所规定的总收入相关的项目所取得

的收入，减去扣除项目以及/或者《国家税务法典(1997)》授权的其他

减免税额所课征的税收。需申报所得税的主体包括：

①居住于菲律宾的公民(resident citizens)就其来源于菲律宾境内

及境外取得的所得纳税；

②作为非居民的菲律宾公民(non-resident citizens)就其来源于菲

律宾境内的所得纳税；

③外国自然人，无论是否是菲律宾居民，仅需就其来源于菲律宾

境内的所得纳税；

④国内企业(包括合伙企业)就其来源于菲律宾境内及境外的所

得纳税；

⑤外国企业，无论是否在菲律宾从事交易或业务，仅需就其来源

于菲律宾境内的所得纳税；

[39] Index for Income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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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参与交易或商业活动的遗产和信托。

（2）增值税（Value-added Tax）[40]

增值税，是针对在菲律宾境内销售、易物、交换或租赁商品，并

提供服务所征收的税种。在1987 年税制改革中，菲律宾首次引入了

增值税，以取代年度定额税、向工厂与制造商征收的销售税、向随后

卖家征收的流转税、向进口产品征收的高级销售税和补偿税，以及对

一些产品的销售所征收的比例税。此后，与增值税相关的法律历经多

次修改，主要包括：

①共和法令7716号修正案(RA 7716)，亦被称为《扩展的增值税

法》 (“Expanded VAT Law of 1994”)，将增值税的范围扩大至服务及

不动产的销售与租赁，并改善增值税的征管；

②共和法令8241号修正案(RA 8241)，规定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缩小增值税的税基；

③共和法令9337号修正案(RA No.9337)，亦被称为《改革后的增

值税法》(“Reformed VAT Law of 2005”)，将增值税的税率从 10%提

高至 12%，并扩大了增值税的范围。[41]

需申报增值税的主体包括：

①在其从事商业或交易过程中，销售、易物、交换或租赁商品，

提供应税服务的主体或实体，年度总销售额或收入超过 1,919,500比

索；

②要求以增值税纳税人的身份进行登记却未登记的主体；

[40]Index for value-addedtax,
[41]J. Loke, Philippines - Corporate Taxation sec. 13.2, IBFD Country Analysi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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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任何进口产品的主体，无论其是否在从事商业或交易的过程

中。

（3）消费税（Excise Tax）

消费税，是针对在菲律宾生产、制造的用于国内销售或消费以及

其他目的的特定商品及进口产品所课征的税收。[42]

（4）比例税（Percentage Tax）

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109节第(w)条的规定，比例税的

征收对象是在交易和经营过程中销售或租赁货物、财产或提供服务免

征增值税的主体或实体。这些主体的年度总销售额或收入不超过

1,919,500 比索，且未进行增值税登记。此外，从事特定行业或交易

的行为(例如国内或国际客运交通或娱乐业等)，也需按总收入征收比

例税。在计算所得税时，比例税可以作为经营费用被扣除。[43]

（5）关税（Customs Duty）

在关税方面，进口到菲律宾的商品一般都要缴纳关税。关税主要

规定在《菲律宾关税与海关法》中。

（6）单据印花税(Documentary Stamp Duty)

单据印花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单据、文书、贷款协议，以及证明接

受、分配、销售、转移某一责任、权利或资产的文件。征收对象为上

述文件的制作者、签字人、接收者或转移者。[44]

[42]Index for excise tax
[43]Index for percentage tax,
[44]Index for documentary stamp duty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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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近三年重大税制变化

为了创造一个更为简化、公平和效率的税收体系，2017年1月新

一届菲律宾政府提交了对于《国家税务法典（1997）》的修正案（众

议院第5636号法案），即《加速成长与扩大包容税收改革法案》（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意图通过降低税率，拓宽税

基的方式，促进投资、增加就业，消除贫困。2017年12月19日，菲律

宾总统杜特尔特签署通过了该法案。[45]作为菲律宾综合税制改革的第

一部法案，该法案纠正了原有税制的不足之处，旨在降低个人所得税

税负，提高燃料、汽车、烟草和含糖饮料的消费税税率，建立更加简

单、公平、高效的税收制度。[46]

该法案对于《国家税务法典（1997）》作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修

改：（1）降低个人所得税负担，规定收入低于25万比索的个人免税，

并公布了新的个人所得税纳税额累进方法，对原有税制进行简化；（2）

增值税登记门槛从190万比索增加至300万比索，并规定营业额不超过

300万比索的个体经营或专业人士可选择就其收入超过25万比索的部

分使用8%的增值税替代个人所得税与比例税；（3）提高石油产品、

矿产品、烟草等产品的消费税税率，重构汽车产品的消费税，新增了

对甜饮料及整容手术的消费税；（4）提高印花税税率；（5）固定遗

产税与赠与税税率，简化税制；（6）新增电子销售记录的报告制度

与石油产品强制标记制度等。[47]该项改革法案带来的税收将用于菲律

宾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及政府公共支出，以支持菲律宾经济

高速增长。

[45] Congress of Philippine,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Republic Act No.
10963,effective from Jan.1, 2018.

[46]驻菲律宾经商参处：菲律宾税收改革法案助力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Seealso,
Department of Finance, The Comprehensive Tax Reform Program,

[47]See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e Also, Philippines – President
signs first package of Tax Reform Bill (03 Jan. 2018), News IB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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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0日，菲律宾众议院批准通过了综合税制改革的第二

部法案（众议院第8083号法案），即《旨在吸引更好更优质的投资机

会的税收改革法案》（Tax Reform for Attracting Better and High-Quality

Opportunities Bill, Trabaho Bill），旨在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和调

整税收优惠措施，创造更为公平、更具竞争力的税制环境，以吸引投

资。目前，该法案尚未成为正式立法。

该法案主要包含以下几类内容。[48]

其一，从2021年开始，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从现行的30%每两年降

低2%，目标在2029年降至20%。

其二，逐步拓宽税基，具体包括：一、对于总收入（gross income

taxation）课税，不再适用15%的税率；二、在针对教育机构、医院适

用10%的优惠税率、以及对于资本性支出适用税收完全扣除之前，首

先应当由高等教育委员会、教育部以及卫生部评估其长期的表现，进

而决定是否适用；三、在该法案通过的两年后，地区性的运营总部

（regional operating headquarters）所享受的10%的优惠税率将不再适

用；四、40%的可选标准扣除将统一适用于自然人或企业纳税人，对

其总收入的40%部分适用，并仅限于由贸易和工业部所认定的中小企

业和微型企业。

其三，提高税收优惠措施的合理化程度，具体包括：一、引入一

系列新标准，以便认定战略优先投资计划中可适用特殊税收优惠措施

的项目；二、纳税人可享受的所得税免税期间不得超过3年，且在免

税期结束后，其他的税收优惠享受期间不得超过5年；三、位于自由

港、经济区的已注册出口企业，以及使用出口销售额90%以上的海关

[48] SeeTrabaho Bill approved b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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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税制造仓库的出口企业，其出口销售额或者用于产品制造、加工的

基本设备、原材料的进口和国内采购，可以免征增值税。

2019年9月9日，众议院批准了第304号众议院法案，即《消极所

得和金融中介税收法案》(Passive Incom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ry

Tax Act, PIFITA)。[49]该法案的要点如下：[50]

对境内外纳税人的某些消极所得的预提税率调整如下：

（1）利息：任何债务工具实现的总利息支付或任何其他货币收

益的15％；

（2）非上市证券的资本利得：应纳税年度内处置非上市股票/债

务工具实现的净资本利得的15％；

（3）上市证券的资本利得：出售上市股票/债务证券的总售价的

0.6％（到2024年每年将减少0.1％）；

（4）首次公开募股的税款将被取消。

建议非居民外国公司收到的现金/财产股息应缴纳15％的最终预

提税（或更低的协定税率）。

不当累积所得的税率应改为不当累积的应纳税所得额的15％（某

些机构可例外）。

禁止扣除与免税收入/无须征税的收入相关的费用。

利息费用的扣除额将限于纳税人赚取的利息收入的50％，该收入

应预扣税款。

[49]Philippines - Proposed Passive Incom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ry Tax Act – passed final
reading b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0 Sep. 2019), News IBFD (accessed 28 Apr. 2020).

[50]Philippines - Proposed Passive Incom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ry Tax Act – passed
committee evaluation (03 Sep. 2019), News IBFD (accessed 28 Ap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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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履行准银行职能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属于PIFITA中

列出的收入类别将征收5％的总收入税(gross receipts tax, GRT)。此外，

将对从事人寿保险业务的企业征收2％的GRT。

对于某些工具，将取消单据印花税(documentary stamp tax, DST)。

某些文件（例如财产保险和年金保单）的DST费率将更改。出售国内

法人股的DST将被取消。

2019年9月9日，众议院通过了众议院第4157号法案，即《企业所

得 税 和 激 励 合 理 化 法 案 》 (Corporate Income Tax and Incentive

Rationalization Act, CITIRA)，该法案是政府全面税收改革计划的第二

个方案。[51]该法案的要点如下：[52]

现行企业所得税率（适用于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为30％，从

2021年开始每两年税率将减少2％，直到2029年达到20％；

取消某些纳税人的优惠税率，适用现行企业税率；

修订所提供的财政激励机制。对已批准活动在可延长的特定期间

内提供激励；及给予现有享受优惠政策的纳税人以日落优惠。如果纳

税人符合资格标准，则应在日落规定期满后重新申请激励。

2020年2月19日，参议院方式委员会提出了第1357号参议院法案，

即《企业所得税和激励改革法案》(Corporate Income Tax and Incentives

Reform Act, CITIRA)。该法案与众议院早些时候批准的第4157号众议

院法案相似，但有一些差异，该法案重点如下：[53]

[51] Philippines - Proposed Corporate Income Tax and Incentive Rationalization Act Bill –
passed b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0 Sep. 2019), News IBFD (accessed 28 Apr. 2020)

[52]Philippines - Proposed Corporate Income Tax and Incentive Rationalization Act Bill –
passed committee evaluation (06 Sep. 2019), News IBFD (accessed 28 Apr. 2020).

[53]Philippines - Proposed Corporate Income Tax and Incentives Reform Act – Senate bill
introduced (24 Feb. 2020), News IBFD (accessed 28 Ap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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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1月1日起，企业所得税（CIT）税率将降低至29％。到

2029年1月1日，企业所得税税率将逐渐降低至20％。

开展适格活动（qualified activities）的公司可能享有2至4年的免

税期，并可额外享受3至4年的企业所得税特别税率(Special Corporate

Income Tax, SCIT)，该税率到2020年将占总收入的8％，到2021年达

到9％，到2022年达到10％，逐渐代替所有税收。SCIT可以一次延长

3或4年，最多12年。

开展适格活动的公司可以在5-8年内按照一般公司所得税制度下

的加计扣除措施进行税额计算，此项加计扣除的政策最多可以延长3

年或4年，但最长适用年限不得超过12年，其中包括：

（1）最多可扣除50％的电费支出（该法案的早期版本并未有此

规定）；

（2）最多可扣除50％的人工费用；

（3）最多可扣除100％的研发费用；

（4）国内投入费用的额外扣除额最高可达50％；

（5）扣除对制造业的再投资补贴（最高为再投资的50％）；

（6）为该企业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而购买的资产的折旧准备金

（建筑物另外10％，机器另外20％）；

（7）增加净经营亏损结转额。

对于以下目前支付全部收入(gross income earned, GIE)的5%的税

率以代替所有税费的公司，其日落期将从5年延长至7年：

（1）100％出口其产品；

（2）在激励活动中雇用至少10,000名当地工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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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事“闲散”制造业（在CITIRA实施之日前连续三年从事

直接劳动支出与资产比率至少为70％的制造活动或项目，出口其制成

品的100％，实际运营区域位于马尼拉大都会区以外）。

该法案将提交参议院批准，并将进一步报告进展情况。

2.2 企业所得税(Enterprise Income Tax)

所谓“企业”，根据第22节第(B)条，包括合伙企业、合股企业

(joint-stock companies) 、 共 有 账 户 (joint account,

“cuentasenparticipacion”)、社团或保险公司。但是，“企业”一词不

包括：(1)仅为提供专业服务，不从商业交易中获取收入的普通专业

合伙；(2) 根据与政府之间的服务合同签订运营财团协议，为从事建

设项目或参与对石油、煤炭、地热或其他能源的开发而成立的合资企

业或财团。

2.2.1 国内企业

2.2.1.1 判断标准

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23节第(E)条和第(F)条，企业纳

税人依据注册地（The Place of Registration）的不同可分为两种不同

类 型 ： 国 内 企 业 (Domestic Corporation) 和 外 国 企 业 (Foreign

Corporation)。

依据第22节第 (C)条和第(D)条，[54]企业在菲律宾境内成立或组

建，或者依据菲律宾的法律成立或组建，即构成菲律宾税法上的居民

企业。

当一家企业并非在菲律宾境内成立或组建，也未依据菲律宾的法

律成立或组建，即构成“外国企业”。但是，若其在菲境内从事交易

[54]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I, Section 22(C) an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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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经营的活动，可被划分为“居民外国企业”（Resident Foreign

Corporation）。[55]

2.2.1.2 征收范围

国内企业应对其来源于境内和境外的所得负有纳税义务；而外国

企业，无论其是否在菲律宾境内从事交易或经营活动，仅就其来源于

菲律宾境内的所得负有纳税义务（见表10）。在认定国内企业与居民

外国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负时，应当采用正常企业所得税与最低企业

所得税之间的较高者，非居民外国企业则不受此限制。

表10国内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征税范围

主体类型 构成要件 税收义务范围

国内企业
在菲律宾境内成立或组建，或者依据

菲律宾的法律成立或组建的企业

对其来源于境内和境外的所得负有

纳税义务

居民外国

企业

在菲律宾境内从事交易或经营活动

的外国企业 就其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所得负有

纳税义务非居民外

国企业

并未在菲律宾境内从事交易或经营

活动的外国企业

2.2.1.3 税率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规定在《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二编第四章，

第27节和第28节分别规定了针对国内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的税率。对

于国内企业，第27条规定了一般性税率、特定主体适用的税率(如私

人教育机构、医院)、针对不同类型消极所得适用的税率，以及最低

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1）正常税率

①一般性规定

[55]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I, Section 22(H) and (I).



中国居民赴菲律宾投资税收指南

53

除了私人教育机构、医院，[56]政府持有或控制的企业、机构或部

门[57]外，菲律宾的国内企业在某一纳税年度就其来源于境内和境外的

应纳税所得额，应按照3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No.9337号

修正案，自2009年1月1日起这一税率调整为30%。[58]

依据菲律宾参议院第1906号法案[59]，对于国内企业在每一纳税年

度内从境内外取得的所有收入，均适用25%的税率。[60]

当企业的销售成本与其从境外和境外取得的总销售额或收入之

比不超55%时，该企业可选择适用以总收入乘以15%计算其应纳税

额。企业一旦做出这一选择后，在其满足上述条件的连续三个纳税年

度内不得撤回该选择。

②私人教育机构及医院

非营利的私人教育机构及医院应为其除第二编第四章第二十七

节第(D)小节中涉及的所得以外的应纳税所得额按10%的税率纳税。

但是，来自于不相关交易、业务或其他活动的总收益超过该私人教育

机构或医院所有来源的收入总额的50%，则全部应纳税所得额都应根

据该节第(A)小节的规定来征税。[61]

③国有或国家控制企业、机构或部门

[56]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IV, Section 27(B).
[57]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IV, Section 27(C).
[58]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of the Philippines, Act NO.9337, approved on May 4,

2005, Section 1(B)
[59]1906号法案（2019年1月1日已生效），即企业所得税激励改革法案（CORPORATE

INCOME TAX AND INCENTIVES REFORM ACT），旨在合理化现有的投资税收优惠，即

降低企业所得税相关税率的同时通过废除123项特殊法律投资税收优惠并整合成一个单一的

综合激励机制扩大税基.建立一个透明、有针对性和有时限的税收制度。
[60]See Senate S.B. No. 1906, Sec.8,
[61]“不相关交易、业务或其他活动”意思为任何本质上不是与该私人教育机构或医院行

使或实现其基本目的或职能相关的交易、业务或其他活动。“私人教育机构”为由个人或私

人团体在教育文化及体育部、或高等教育委员会、或技术教育和技能发展局签发的许可之下，

按情况根据现有法律及法规所开办并管理的一切私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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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有的特别或一般法律中有相反规定，所有国有或国家控制

的企业、机构或部门，除政府服务保险体系(GSIS)、社会保障系统

(SSS)、菲律宾医疗保险公司(PHIC)和当地水利部门( Sec.7(C) )[62]，

应根据本节中对从事类似商业、工业或活动的企业或组织的征税税率

为其应纳税所得额缴纳税款。

（2）针对国内企业的最低企业所得税[63]

当上述国内企业开始从事经营活动年度后的第四个应税年度起，

若该企业截止纳税年度末的总收入的2%大于依据第27节第(A)条规

定的一般性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则应当适用最低企业所得税。也就

是说，该国内企业的税负为正常企业所得税和最低企业所得税之间的

较大者。最低企业所得税超出正常企业所得税的部分应当向后结转，

可以抵免此后三个纳税年度的正常企业所得税。财政部长有权对处于

持久的劳动纠纷、不可抗力或正当的商业逆境而遭受损失的企业，停

止适用最低企业所得税。

（3）针对消极所得适用的预提税税率

①从储蓄和收益中获得的利息，或从类似储蓄、信托基金和类似

协议取得的其他金钱收益，以及特许权使用费。

国内企业从境内获取的上述收入，适用20%的税率征收最终税。

但是，国内企业在外币扩张储蓄制度项下从储蓄银行处取得的利息收

入应按该利息收入15% ( Sec.7.(D)(1) )[64]的税率缴纳最终的所得税。

②销售不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股票获得的资本利得

[62] Congress of Philippine,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Section7(C)
Republic Act No. 10963

[63]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 Chapter IV, Section 27(E).
[64] Congress of Philippine,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Section7(C)(2)

Republic Act No. 1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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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通过股票交易所出售或处置股票以外，销售、交换或以其他

方式处置持有国内企业股权份额所实现的净资本利得，征收15%的最

终税率。( Sec.7(D)(2) )

③对在外币扩张储蓄制度下取得所得的征税

在外币扩张储蓄制度下，储蓄银行通过与非居民、在菲律宾的离

岸银行单位、当地商业银行(包括经菲律宾中央银行授权通过外币储

蓄系统交易的外国银行在菲的分支机构)所开展的外币交易中取得的

所得，应当给予免税。除非此类交易的净所得，根据财政部长参考国

家税务局局长的意见，应当由银行缴纳常规的所得税。在外币扩张储

蓄制度下，由储蓄银行向居民提供的外币贷款产生的利息收入，应按

照 10%的税率缴纳最终税。

④企业之间的股权分配

菲律宾实施的是修正的古典税制（Modified Classical Tax

System）。国内企业从另一家国内企业处获取的股息无需纳税。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理解对于企业间股权分配的税收待遇，还需结合第73

节的规定。根据第73节第(B)款，若企业取消或赎回作为股息而发行

的股票，其实施的时间和方式使得该分配、取消或赎回，实质上全部

或部分地等同于对应税股息的分配，则在赎回或撤销股票时分配的金

额应在其所代表的盈利或利润分配的范围内视为应纳税所得额。所有

向股东或企业成员的分配，都应视作从最近累计的利润或盈余中做出

的，且应构成被分配人在收到股息当年的年度所得额中的一部分。[65]

合伙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基于第27节第（A）条的规定所申报

的应纳税所得额，在扣除所征收的企业所得税款后，应视为已实际或

[65]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XI, Section 7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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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由合伙人在同一纳税年度内取得且应在其个人能力范围内纳

税，无论相关所得是否实际被分配。[66]

⑤销售、交换或处置土地及/或建筑物取得的资本利得

从销售、交易或处置未实际用于企业经营但被视作资本资产的土

地和/或建筑所实现的资本利得，应基于该土地和/或建筑的总售价或

根据该法典第6节第（E）条确认的公允市场价值二者中较高的金额，

按照 6%的税率征收最终税。

2.2.1.4 税收优惠

菲律宾国内法中有关税收优惠措施的规定，除《国家税务法典

(1997)》外，还可见诸于《1987年综合投资法典》、《1995年经济特

区法案》等，具体内容详见1.2.4.2的讨论。此外，菲律宾于2015年12

月9日通过了《税收激励措施管理与透明法案》（The Tax Incentives

Management and Transparency Act, TIMTA），该法案的目的在于强化

授予与管理税收激励措施过程中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同时监督与跟

踪由促进投资的机构授予的税收激励措施。但是TIMTA并未改变现

行法律中已经规定的税收优惠措施，有关税收优惠措施的规定仍然主

要规定于前述法规中。

依据该法案，已注册并享受税收优惠的商业机构应当向IPAs

（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ies）履行相应的报告义务。在提交税收

申报单并支付税款的法定截止日期后30天内，商业机构向各自对应的

IPA提交一份完整的年度报告，申报其享受的与所得税、增值税和关

税有关的税收减免、扣除、以及不征税的具体情况。IPA则应在提交

[66]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XI, Section 7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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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税收申报单的法定截止日结束后60天内，将前述年度报告提交给

BIR。[67]

2.2.1.5 应纳税所得额

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二编第五章第31节的规定，“应

纳税所得额”是指本法中规定的总收入相关项目，减去本法及其他特

别法所允许的各项扣除。(Sec.8)。其中，总收入的计算规定在《国家

税务法典(1997)》第二编第六章，而允许扣除的项目规定在第二编第

七章。值得注意的是，第五章至第七章的内容既适用于计算企业的应

纳税所得额，也适用于计算个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为确保法条叙述上

的完整性，以下介绍将部分涉及个人所得税的内容。

（1）收入范围

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 32 节，无论收入取得的来源地

是否是菲律宾，总收入包括且不限于以下项目：

①以任何形式支付的服务酬劳，包括但不仅限于费用、薪酬、工

资、佣金及类似项目；②从事交易或营业活动或从事职业取得的总收

入；③处置财产取得的收益；④利息；⑤租金；⑥特许权使用费；⑦

股息；⑧年金；⑨奖励及奖金；⑩养老金；○11合伙人从普通专业合伙

的净收入获得的分配股。

有一些项目不包括在总收入中，例如根据税收协定给予免税的所

得；外国政府取得的所得；政府或其政治职能机构取得的所得；销售

债券、企业债券或其他五年期以上的负债证明取得的收益；赎回在共

有基金中股份取得的收益等。

（2）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

[67]The Tax Incentives Management and Transparency Act, 2015, se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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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30节，[68]下列组织取得的所得无

需纳税：

①并非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组建的劳动、农业或园艺组织；②无股

本股份的共有储蓄银行，和以互惠目的及非营利目的而组织并经营的

无股本合作银行；③为其成员利益而专门经营的受益人团体、社团或

协会，如会社体系下的兄弟组织、或共济会或由员工组织的非股份制

企业，专门向该团体、社团或协会、或非股份制企业的成员或其被扶

养人提供的有关人身、医疗、意外、或其他救济的款项；④企业所有

并专为其成员利益而经营的陵园；⑤为宗教、慈善、科技、体育、或

文化目的，或为了退伍老兵复健而专门组织并经营的非股份制企业或

协会，该企业或协会的净所得或资产应属于或有益于任何成员、组织

者、官员或任何特定人士；⑥非营利性质的商业联盟商会、或贸易局，

且其任何净所得都不会向任何私人股东或个人提供利益；⑦以非营利

目的组织的专门用于提高社会福利的公民联合会；⑧非股份制及非营

利教育机构；⑨政府教育机构；⑩农户或其他的共有台风或火灾保险

企业、共有沟渠或灌溉企业、共有或合作电信企业、或类似纯地方性

质的组织，其所得仅由单纯为解决其费用目的而从成员处征收的派捐

费、会费及收费组成；○11农户、果农，或类似以推广其成员产品并将

销售收入返还给成员的目的而组建并经营的组织，返还给成员的销售

收入将扣除基于其完成生产数量而计算的必要销售费用。

虽有上文规定，但无论上述何种类型及性质的组织从其财产(不

动产或动产)或从事的营利活动中取得所得，该笔所得都要承担法律

规定的税负。

（3）税前扣除

[68]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IV, Section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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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扣除的内容，规定在《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二编第七章，

[69]具体可分为三种类型：可扣除项、不可扣除项以及一些特殊的扣除

情形。

①可扣除项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从总收入中扣除的项目包括：费用、

利息、税款、亏损、坏账、折旧、油气井和矿山的耗竭、慈善和其他

捐助、研发、养老信托基金、某些款项抵扣性的附加要求。

A. 费用[70]

一般情况下，在纳税年度中从事开发、管理、经营及/或交易、

商业或履行职业的行为所支付或发生的正常且必要的费用，或是可直

接归于上述活动的正常且必要的费用，可从总收入中扣除。扣除的前

提是，纳税人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例如官方票据或其他充分的记录)

以证明被扣除费用的数额，以及该笔被扣除的费用与开发、管理、经

营及/或交易、商业或履行职业的行为之间的直接联系。

任何直接或间接支付给国家政府、地方政府机关、国有或国家控

股企业的官员或雇员，外国政府的官员或雇员或代表，或私人企业、

普通专业合伙企业或类型实体的构成贿赂或回扣的付款，不得进行扣

除。

B. 利息[71]

在一个纳税年度中，与纳税人的职业、交易或经营有关的负债所

支付或发生的利息数额，准予从总收入中扣除。纳税人被允许扣除的

[69]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I.
[70]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I, Section 34(A).
[71]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I, Section 3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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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费用应减去应纳最终税的利息收入的42%，根据 No.9337 号，[72]

该扣除比率自 2009 年起调整为33%。然而，下列利息不得扣除：

a.在纳税年度内，若个人纳税人以收付实现制申报的所得产生负

债，利息通过折扣或其他方式提前支付，但这类利息应准予在支付负

债的年度被扣除，并且若应付负债为分期还款性质，则与基本还款或

当年所付还款相对应的利息金额应在该纳税年度准予扣除；若纳税人

以及款项已支付或将支付给的主体是第36节第(B)条[73]所定义的主

体；或

b.若该负债的产生是为石油勘探提供融资。纳税人可选择是否将

取得用于商业经营或从事职业的财产所产生的利息进行扣除或视为

资本支出。

C. 税款[74]

在纳税年度内支付或发生的与纳税人的职业、交易或经营相关的

税款，应准予扣除，除了：a.所得税；b.由外国机关征收的所得税；

但若纳税人未在其纳税申报表中表达想要享有第34节第(C)条第(3)款

的任何优惠(与外国税收相关的抵免额)，则可准予将该部分税款扣

除；c.产税和赠与税；以及d.旨在增加被评估财产的价值而对当地优

惠计征的税款。

[72]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of the Philippines, Act NO.9337, approved on Ma y
4, 2005, Section 3.

[73]根据第 36 条第(B)款的规定,直接或间接地销售或交换财产导致的损失,在计算净所

得时不能扣除:1.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易。某一自然人的家庭应仅包括兄弟姐妹、配偶、被继

承人和直系晚辈；2.除了在清算过程中的分配,在个人与该个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50%以上已

发行股票的公司之间；3.除了在清算过程中的分配,在两家由同一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50%以上已发行股票的公司之间,若其中任一公司在销售交易日前的纳税年度,是一家个人控

股公司或外国个人控股公司；4.信托的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5.在信托的受托人与受托人之

间,以及另一家信托的受托人之间,若由同一人作为各信托的委托人；6.信托的受托人与该信

托的受益人之间。
[74]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I, Section 3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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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准予扣除的税款，在退税或抵免时，应在接受所述扣除项相

关的所得税优惠的当年计作总收入的一部分。

对于在菲律宾境内从事交易或经营的非居民外国个人和居民外

国企业，上述的扣除税款仅限于与来源于菲律宾的所得有关时，才能

允许扣除。对于国内企业，也可以在纳税申报表中表明其希望把在纳

税年度向外国支付或产生的所得税额与本条款中的税额将抵扣，实施

限额抵免。

D. 损失[75]

在纳税年度中实际承受的，未通过保险赔偿或通过其他形式补偿

的损失，应准予扣除：a.如果发生在贸易、专业或商业中；b.与贸易、

商业或专业有关的财产，如果损失是由于火灾、风暴、沉船或其他人

员伤亡，或由于抢劫，盗窃或挪用公款而造成的；c.如果在提交纳税

申报表时已将这种损失在遗产税申报表中扣除，则不得根据本款扣除

任何损失。

E. 坏账[76]

纳税人实际确认为无价值并在纳税年度内冲销的债务，除非与职

业、交易或经营无关，也与第36节第(B)条[77]提及的主体之间的交易

中的债务无关。但是如果该坏账在之后又被盘活，则在盘活的纳税年

度计入总收入。除了根据菲律宾法律成立的且主要业务是接收存款的

[75]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I, Section 34(D).
[76]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I, Section 34(E).
[77]根据第 36 条第(B)款的规定,直接或间接地销售或交换财产导致的损失,在计算净所

得时不能扣除:1.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易。某一自然人的家庭应仅包括兄弟姐妹、配偶、被继

承人和直系晚辈；2.除了在清算过程中的分配,在个人与该个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50%以上已

发行股票的公司之间；3.除了在清算过程中的分配,在两家由同一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50%以上已发行股票的公司之间,若其中任一公司在销售交易日前的纳税年度,是一家个人控

股公司或外国个人控股公司；4.信托的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5.在信托的受托人与受托人之

间,以及另一家信托的受托人之间,若由同一人作为各信托的委托人；6.信托的受托人与该信

托的受益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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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公司或银行以外的情形，在纳税年度内属于资本资产的证券失去

价值并被冲销，则该损失可以作为资本资产销售或交易的损失。

F. 折旧[78]

对于用于交易或经营的财产，其损耗、磨损(包括合理的陈旧费

用)的合理扣除额应当允许扣除。“合理扣除额”的计算方法包括：直

线法、余额递减法、年限总额法，以及由菲律宾财政部长参考国家税

务局局长的意见所规定的其他方法。对于由财政部长参考国家税务局

局长的意见制定的条例和规则，纳税人可以和国家税务局局长就财产

使用寿命和折旧率达成协议，所达成的协议对纳税人和政府部门具有

约束力。

此外，第34节第(F)条还针对下列财产的折旧做出特别规定：石

油生产中使用的财产，采矿中使用的财产，以及参与交易或经营的非

居民外国人以及居民外国公司可扣除的折旧。

G. 油、气井和矿山的耗竭[79]

对于油、气井或矿山，基于成本消耗法计算的耗竭或摊提的合理

扣除额，应根据财政部长鉴于国家税务局局长的意见颁布的法规及条

例。但规定，当损耗的扣除额等于所投资的资本时，就不得再给予更

多的扣除。在开始有商业价值的生产后，特定的无形开采勘探和开发

钻探成本：

a.应在发生当年进行扣除，前提是该支出是由于非出产矿井及/

或矿山所需而发生的。

[78]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I, Section 34(F).
[79]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I, Section 3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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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若该支出是因同一合约区域的出产矿井及/或矿山而产生的，则

应在支付或发生的当年全额扣除，或由纳税人选择将其资产化并进行

摊提。

H. 慈善及其他捐助[80]

根据第34节第(H)条的规定，纳税人的慈善和捐助可以在一定的

限额内扣除，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全额扣除。一般而言，在某一纳税

年度内实际支付的下列捐赠或赠与可以享受限额扣除：a.单纯为了公

共目的而向菲律宾政府或其代理机构或政府部门提供的捐赠；b.向单

纯基于宗教、慈善、科技、青少年及体育的发展、或文化或教育、或

退伍军人康复的目的而组建和运作的公认的国内企业或社团提供的

捐赠；或c.向社会福利机构，或向非政府组织所实际支付的捐款或馈

赠。

其中，并没有任何有益于个人股东或个人部分的净收入，在个人

作为纳税人的情况下，扣除数额不超过纳税人从交易、经营或职业中

不考虑本优惠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的 10%，在企业为纳税人的情况

下，这一限制比例为 5%。

在特殊情况下，纳税人的慈善和捐助可全额扣除，包括：a.向菲

律宾政府或向其代理机构或政府部门就所指定的国家重点计划或特

定活动提供的捐款；b.对特定外国机构或国际组织的捐助；c.对符合

特定条件的公认的非政府组织[81]的捐助。

[80]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I, Section 34(H).
[81]根据第 34 节第(H)条第(c)款的规定,“非政府组织”一词的意思为非营利的国内企

业:(a) 出于科技、研究、教育、性格塑造以及青少年和体育发展、医疗、社会福利、文化或

慈善目的,或结合上述各目的而专门组建并运营的,且净收入中不得有任何部分是有益于任何

个人的；(b) 公认非政府组织应在不晚于收到捐助的纳税年度结束后 3 个月的第 15 日之

前,直接向为实现其组织并运营目的或职能而进行的活动划拨使用金,除非根据财政部长参考

国家税务局局长意见后颁布的法规及条例的规定可给予期限的延长；(c) 管理费用的年管理

费用水平,应根据财政部长参考国家税务局局长意见后颁布的法规及条例中的规定而定,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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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研发[82]

纳税人可以将其在某一纳税年度内支付或发生的，与其交易、营

业或职业相关的研发费用，视为正常且必要的费用，该费用并不计入

资本账户。此类费用可以在支付或发生的纳税年度内进行扣除。如果

纳税人的此项费用计入资本账户但并不计入可折旧或耗损的财产类

型，则此项研发费用可以视为递延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递

延费用可以在纳税人所选择的不超过60个月的时间内按比例扣除。

但关于这部分的扣除规定，不适用于：a.任何用于取得或改良土

地的支出，或用于与应计折旧或损耗性质的财产相关的研究和开发支

出；以及b.任何因确定铁矿床或其他矿产(包括油气井)的存在、位置、

范围或质量而支付或发生的支出。

J. 养老信托基金[83]

为向其雇员支付合理养老金而设立或维持养老信托基金的雇主，

允许在纳税年度扣除其向该信托支付或转移的超过提存的部分，前提

是该数额并未曾被扣除过，且平均分配到转移或支付当年起随后的十

年内。

K. 某些款项可扣除性的附加要求[84]

任何已付或应付的可在计算总收益时扣除或纳入考虑的项目，或

准予扣除的折旧或摊销额，仅在有证据表明其应扣除并预扣的税款已

根据第58节及第81节的规定向国家税务局缴纳时才予以扣除。

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其总费用的 30%；且(d) 在组织解散时,其资产应分配给其他以类似

目的组建的非营利本国企业、或根据公共需求给予国家,否则将由法院分配给其判断之下可

以最好的方式完成已解散组织当初组建时的初衷的另一组织。
[82]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 Chapter VII, Section 34(I).
[83]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 Chapter VII, Section 34(J).
[84]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 Chapter VII, Section 3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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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可选择的标准扣除(Optional Standard Deduction, OSD)[85]

对于第27节第(A)条以及第28节第(A)条第(1)款所规定的国内企

业以及居民外国企业，可选择按照不超过总收入 40%的标准申报扣

除。除非纳税人在申报表中表明希望适用OSD，否则应该按照其他关

于扣除的规定据实扣除。一旦纳税人在所得税申报表中选用了OSD，

则在该纳税年度内不可撤销。除非国家税务局局长另行允许，否则该

企业应当保留与其总收入相关的凭证。依据菲律宾参议院第1906号法

案，国内企业以及居民外国企业，可选择按照不超过总收入20%的标

准申报扣除。[86]

②不可扣除项

在计算净收入时，以下项目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可扣除：a.个人、

生活或家庭费用；b.任何为新建筑物或永久改建、或为增加任何财产

或地产的价值而进行的改良活动所支付的金额；c.任何在已被扣除过

的用于复原财产或利用残值所花费的金额；d.为覆盖任何官员或雇员

的人身保险所付的保费，或当纳税人直接或间接受益于该保险时，与

该纳税人、个人或企业所从事的任一交易或业务有经济往来的主体的

人身保险所缴纳的保费。

此外，下列主体之间直接或间接地销售或交换财产导致的损失，

在计算净所得时不能扣除：a.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易，某一自然人的家

庭应仅包括兄弟姐妹、配偶、被继承人和直系晚辈；b.除了在清算过

程中的分配，在个人与该个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50%以上已发行股票

的公司之间；c.除了在清算过程中的分配，在两家由同一自然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50%以上已发行股票的公司之间，若其中任一公司在销售

交易日前的纳税年度，是一家个人控股公司或外国个人控股公司；d.

[85]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 Chapter VII, Section 34(L).
[86]See Senate S.B. No. 1906, Se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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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的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e.在信托的受托人与受托人之间，以及

另一家信托的受托人之间，若由同一人作为各信托的委托人；f.信托

的受托人与该信托的受益人之间。

③特殊扣除情形

A. 保险企业[87]

对于在菲律宾经营的本国或外国保险企业，其依法需在年内转移

至储备基金可能存在的净增长以及除本年根据保单和年金合同支付

股息之外的金额，可从其总收入中扣除。但所释放的储备金在释放的

当年应视作所得。

B. 虚假销售股票及证券所产生的亏损[88]

对于任何由于股票份额或证券销售或其他处置方式而声明承受

的亏损，若纳税人在进行该销售或处置之前的 30 天或之后的 30天

内取得(法律承认全额利得或亏损的购置或交易)，或是签署合同或基

于期权而取得了实质上相同股票或证券，则该亏损根据第 34 节不得

进行扣除，除非股票或证券交易商就其正常情况下进行的交易所产生

的亏损作出了声明。

（4）亏损弥补[89]

如果纳税年度中所承受的下列损失未经保险或其他赔偿方式进

行补偿的，应准予进行扣除：a.发生于交易、职业或经营之中；b.与

交易、经营或职业有关的财产，由于发生火灾、风暴、海难或其他伤

亡，或由于发生抢劫、失窃或侵吞的情况而导致的亏损；c.若在提交

[87]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I, Section 37(A).
[88]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I, Section 38.
[89]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I, Section 3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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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申报时，有关亏损已在遗产税纳税申报时从遗产税中扣除，则不

得再行扣除。

营业或企业的经营净损额在任一纳税年度中未能从总收入中扣

除的，可以向后在三个纳税年度内结转，但享受这一结转抵免的前提

是，发生净损额的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并未享受免税待遇，并且营业

或企业的所有权并未发生重大的变动。

此外，第 39 节[90]还规定了资本亏损及其数额的认定。所谓的“资

本亏损”是指销售或转让资产(不包括股票交易或其他属于纳税人存

货中的其他财产)时产生的亏损。对此类亏损的扣除仅限于此类销售

或交易取得的利得。

对于根据菲律宾法律组建的银行或信托企业，若其大部分业务为

吸收存款、销售权益证或记名形式的债券、信用券、本票或证明，或

其他由任一企业发行的债务凭证(包括由政府或政府部门发行的债务

凭证)，这类销售所导致的亏损不受上述限制，且在确定其他亏损的

限额时也不能将其考虑在内。

（5）特殊事项的处理

①清算与重组（Restructuring and Liquidation）[91]

A. 经营实体变更

如果一个合伙或其他非公司经营实体变更为公司形式，或发生其

他经营实体的形式变更时，可能涉及所得税、增值税、印花税和本地

与转让相关的税收。一般而言，在此过程中产生的销售或处置资产的

利得或损失，在计算所得税时均可确认。

[90]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I, Section 38 and Section 39.
[91]J. Loke, Philippines - Corporate Taxation sec. 9.2, Country Analysis, IBF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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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合并与分立（Merger and Division）

在发生合并与分立的情况下，下列情形中发生的利得或损失在计

算所得税时不予确认：a.法定的吸收合并（Statutory Serger）以及新

设合并（Consolidation）。在此种情形中，法定的合并（包括吸收合

并和新设合并）必须是在善意的(Bona Fide)商业目的下从事的，且不

能够仅仅出于逃避税收的目的。b.事实上的合并（De Facto Merger）：

所谓“事实上的合并”是指受让方用股份购买转让方全部或大部分

（80%）财产的一种并购方式。此种方式下，受让方公司在收购完成

后得以继续存在，且转让方并不要求获得受让方公司的控制权。如果

“事实上的合并”要享受不确认所得税的待遇，则此交易财产应当具

有永久性特点，且不能仅为货币性财产。c.将资产转移给受控公司。

此种情况包括，不超过五人的转让方将其财产转让给受让方公司（包

括被视为公司的合伙），以获取受让方公司的股票或参与权，进而取

得对受让方的控制。其中，“控制”是指通过持有股票，获取在该公

司中全部有投票权的股票所拥有的总投票权的51%以上。

上述三种交易形式所转让的财产的计税基础，在按照转让方确认

的利得额调整后，可在随后年度中处置此资产并判断利得或损失时，

结转至合并后的企业或受让方企业。

C. 收购公司（Purchase/ Takeover of a Company）及购买已有营

业

在收购公司时，在公司层面，除了产生所有权的变更外，并不产

生税负。但是，出售股份的股东则应缴税。如果是购买已有的营业，

一般情况下，出售方应当适用正常的所得税税率。但是，因出售国内

企业的股权而获取的资本利得、以及销售作为固定资产而持有的不动

产，应当缴纳最终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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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清算（Liquidation）

待清算企业在分配清算股利（Liquidating Dividends）时，并未实

现任何所得税意义上的所得或亏损。

②特殊行业的税务事项[92]

A. 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

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从菲律宾境内获取的总体收入，所适用的

税率为：针对贷款所得的税率从1%到5%，针对非贷款所得的税率从

0%到7%。

B. 保险公司

菲律宾境内保险业对于外资已经有较大程度地放开。在税收方

面，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外国企业，保险公司均可享受特殊的抵扣条

款。针对保险公司，如果准备金可在之后年度中冲回，并在该年度被

视为收入，那么，在其计入准备金年度，可以从该年度的收入总额中

扣除。除此之外，针对不同类型的保险公司，如火险、雇主责任保险

等，NIRC规定了一些特殊规则。

C. 建筑业

建筑公司若签订长期合同（超过一年的合同），应当依据完工比

例法（on a percentage-of-completion basis）申报收入。依据NIRC，为

了完成项目而组建并满足一定条件的合资企业或财团不能够视为税

法意义上的公司。对于其获得的收入，应当针对合资企业或财团的投

资方直接课税。[93]

D. 开采业

[92]J. Loke, Philippines - Corporate Taxation sec. 12, Country Analysis, IBFD 2017.
[93]J. Loke, Philippines - Corporate Taxation sec. 12.3, Country Analysis, IBF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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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宪法第XIV条将探查、开发、开采和利用菲律宾自然资源

的权利主体限制在菲律宾公民和由菲律宾公民持有资本超过60%以

上的公司和协会（Association）。同时，针对开采业的框架性条款，

可以参见菲律宾1995年《采矿法》（Mining Act of 1995）。石油企业

的所得税适用正常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了从事石油运营，依据与政

府签订的服务协议中的运营协议或财团协议而成立的国内合资企业

或财团，并不被认定为所得税法意义上的公司。

在税收方面，NIRC针对石油业的扣除方面设定了一系列特殊规

则，如废弃损失、菲律宾参与税收优惠限额（Participation Incentive

Allowance）、利息、红利等。在计算应税所得时，采矿项目可以选

择使用成本消耗法（Cost Depletion）或将探查、开发的费用列为可扣

除项目扣除。

E. 船运业和航空运输

针对菲律宾国内企业通过船运和航空运输的经营活动从各地取

得的净所得，均应适用正常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自1992年5月24日，

依据RA7471，菲律宾船运企业因海外船运运营而产生的所得，免征

所得税。针对外国公司，因船运和航空运输而产生的所得，对其总收

入适用2.5%的税率。

2.2.1.6 应纳税额

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31节的规定，“应纳税所得额”

是指本法中规定的总收入相关项目，减去本法及其他特别法所允许的

各项扣除以及/或免税项目。然后，结合乘以相适用的税率标准，进

而考察是否存在税收优惠条款。具体示例如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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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2019纳税年度计算示范表[94]

总收入（比索） 5，098，000

折旧/摊销 0

不可扣除利息 0

与贸易无关费用 0

准备金 0

总加回（total add-backs） 0

扣除项（-）

免税收入 0

折旧/摊销 -72，000

与交易相关的费用 -3，053，300

招待支出 -39，000

未计入销售成本的交通成本 -501，000

税收支出 -82，000

其他 0

总计 -3，747，300

调整项

亏损减免（loss relief） -1，086，100

通货膨胀调整（inflationary adjustment） 0

总计 -1，086，100

应税收入 264，600

适用税率 30%

税额 79，380

税收减免

税收优惠 0

预缴税款 0

减免总额 0

应纳税额 79，380

最低企业所得税额 101，960

最终总体税负 101，960

[94]Jude Ocampo; Karen Ocampo, Philippines - Corporate Taxation sec. 3., Country Analyses
IBFD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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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 合并纳税

菲律宾税法中并未有集团内部合并纳税的规定。[95]

2.2.2 外国企业

2.2.2.1 概述

（1）菲律宾税收管辖权类型

菲律宾采取的税收管辖权是全球所得纳税体制。具体而言，当企

业被认定为国内企业时，应就其来源于境内和境外的所得负有纳税义

务；而外国企业，无论其是否在菲律宾境内从事交易或经营活动，仅

就其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所得负有纳税义务。

（2）菲律宾税收居民判定标准

菲律宾判断税收居民的标准是注册地，即“企业是否在菲律宾境

内成立或组建，或者是否依据菲律宾的法律成立或组建”。当一家企

业并非在菲律宾境内成立或组建，也未依据菲律宾的法律成立或组

建，即构成“外国企业”。依据在菲境内是否有从事交易或经营活动，

可将外国企业进一步细分为：①居民外国企业：在菲律宾境内从事交

易或经营活动的外国企业。②非居民外国企业：并未在菲律宾境内从

事交易或经营活动的外国企业。[96]

2.2.2.2 所得来源地的判定标准

菲律宾所得税的来源地规则规定在《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 42

节，[97]适用于判断个人所得和企业所得的来源地。

[95] J. Ocampo, Philippines, Corporate Taxation sec. 2., Country Survey IBFD 2017.
[96]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I, Section 22(H) and (I).
[97]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I, Section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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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节的规定，区分不同的收入/所得类型应适用不同的来

源地规则：（1）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总收入 (第42节第(A)条)；（2）

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应纳税所得额(第42节第(B)条)；（3）来源于菲

律宾境外的总收入(第42节第(C)条)；（4）来源于菲律宾境外的应纳

税所得额(第42节第(D)条)；（5）部分来源于菲律宾境内及部分来源

于菲律宾境外的所得(第42节第(E)条)。

（1）来源于菲律宾境内和境外的总收入[98]

判断一笔收入是来源于菲律宾境内或是境外，根据所得类型之不

同，第42节第(A)条以及第42节第(C)条分别做出规定（见表12）。

表12. 判断收入来源地的规则

所得类型 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总收入 来源于菲律宾境外的总收入

A. 利息

根据第42节第(A)条第(1)款，来源于菲律宾

境内的利息、及由债券、本票或居民、公司

或类似实体的其他附息义务产生的利息。

除第42节第(A)条第(1)款所规定的

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利息之外的

利息。

B. 股息

根据第42节第(A)条第(2)款，包括(a)从国内

企业取得的作为股息的数额；以及(b)从外

国企业取得的作为股息的数额，除非该外国

企业在以宣告派发该股息的纳税年度为止

的三年期内，或者在该企业存续以来的上述

期间内，不足50%的总收入来源于菲律宾境

内；但仅可以将与企业在该期间内来源于菲

律宾收入占其所有来源收入的相应比例的

份额确认股息数额。

除第42节第(A)条第(2)款中所规定

的来源于菲律宾国内的股息之外

的股息。

C. 服务 在境内提供劳务或个人服务取得的报酬。
在境外提供劳务或个人服务取得

的报酬。

D. 租 金

及特许权

使用费

由位于菲律宾境内的财产或因该财产的权

益取得的租金或特许权使用费，包括：

(a) 在菲律宾境内使用、或有权或有优先权

使用版权、专利、设计或模型、设计图、秘

由位于菲律宾境外的财产或因该

财产的权益取得的租金或特许权

使用费，包括为了在菲律宾境外使

用或优先使用专利、版权、秘密工

[98]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I, Section 42(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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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配方或工艺、商誉、商标、品牌或其他类

似财产或权利；

(b) 在菲律宾境内使用或有权使用任何工

业、商业或科研设备；

(c) 科研、技术、工业或商业知识或信息的

提供；

(d) 任何辅助并附属于，为了得以实现下列

项目适用或取得而提供的协助，包括(a)段

提及的财产或权利，(b)段提及的设备，或(c)

段提及的知识或信息；

(e) 非居民主体或其雇员所提供的关于财

产或所属权利的使用，或安装或运营品牌、

机器或其他从该非居民主体处购置设备的

服务；

(f) 提供与任何科学、工业或商业事业、项

目、工程或方案的技术管理或经营相关的技

术建议、帮助或服务；以及

(g) 使用或有权使用：(i) 电影胶片；(ii)用

于与电视相关的影片或录像带；以及(iii)用

于与广播相关的录音带。

艺及配方、商誉、商标、品牌、特

许权及其他类似财产而取得的租

金或特许权使用费。

E. 销 售

不动产

销售位于菲律宾境内的不动产取得的收益、

利润及所得。

销售位于菲律宾境外的不动产取

得的收益、利润及所得。

（2）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应纳税所得额[99]

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各项总收入，应扣除可合理分配的费用、亏

损及其他可扣除项，以及与完全在菲律宾境内从事的业务或交易具有

实际关联性的费用、利息、亏损及其他扣除项中无法准确归结至某些

总收益项目或类别的相应比例的部分。然而，上述项目扣除的前提是，

有必要的信息可充分证实对此类扣除的计算。如有剩余部分，应全额

视为来自于菲律宾国内的应纳税所得额。

[99]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I, Section 4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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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例外情况是：在国外所支付或发生的利息，不得从总收入

项目中扣除，除非相关负债是为了给在菲律宾国内从事或经营业务或

交易提供资金而实际发生的。

（3）来源于菲律宾境外的应纳税所得额[100]

来源于菲律宾境外的各项总收入，应扣除可合理分配或归结的费

用、亏损及其他可扣除项，以及费用、利息、亏损及其他扣除项中无

法准确归结至某些总收入项目或类别的相应比例的部分。如有剩余部

分，应全额视为来源于菲律宾境外的应纳税所得额。

（4）部分来源于菲律宾境内及部分来源于菲律宾境外的所得[101]

第42节第(A)条和第(C)条所规定的总收入项目之外的收入、费

用、亏损及其他可扣除项，应根据财政部长参考国家税务局局长意见

后颁布的法规及条例中的规定，分配到来源于菲律宾境内或境外产

生。对于被单独作为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总收入项目，应扣除可合理

分配的相关费用、亏损及其他可扣除项，以及费用、利息、亏损及其

他扣除项中无法准确归结至某些总收益项目或类别的相应比例部分，

从而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如有剩余部分，应全额视为来自于菲律宾国

内的应纳税所得额。对于部分来源于菲律宾境内及部分来源于菲律宾

境外的所得，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可先扣除所分配的费用、亏损及其

他可扣除项，以及费用、利息、亏损及其他扣除项中无法准确归结至

某些总收入项目或类别的相应比例部分；可归于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

应纳税所得额，应根据财政部长所颁布的一般分摊流程或公式来确

定。

[100]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I, Section 42(D).
[101]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I, Section 4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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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由纳税人在菲律宾境内生产并在境外销售的动产，或是销售

由纳税人在菲律宾境外生产并在境内销售的动产，由此产生的收益、

利润及所得，应视为部分来源于菲律宾境内及部分来源于菲律宾境外

的所得。[102]

在菲律宾境外销售从菲律宾境内购置的动产、或在菲律宾境内销

售购置于菲律宾境外的动产所取得的收益、利润及所得，应视作完全

来源于所销售国家；然而，销售菲律宾国内企业的股份所获的收益，

应视作全额来源于菲律宾，无论该股份是在何处销售。非居民外国人

或外国企业实施向任何人转让由菲律宾国内企业发行股票的行为或

就其记入账簿，需满足一定的条件，即：

A.出让人向国家税务局局长交了书面协定承诺，将于未来缴纳任

何因该转让而获得的收益所应缴纳的所得税。

B.国家税务局局长已证实基于法律征收的由该类销售或转让所

产生的收益应缴纳的税款已经缴付完毕。转让人和被销售或转让股份

的企业有义务提醒受让人这一要求。

2.2.2.3 税率

（1）居民外国企业[103]

①一般规定

[102]在第42节中,“出售”或“已售”等词包括“交易”或“已交易”的意思,且“生产”一词包括

“创造”、“建造”、“制造”、“加工”、“腌制”或“酿造”的意思。
[103]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IV, Section 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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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有规定，在菲律宾境内从事贸易或经营活动的外国公司，

就其在上一纳税年度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所得，按照应纳税所得额的

35%计算应纳税额。自2009年1月1日起，该税率调整为 30%。[104]

依据菲律宾参议院第1906号法案，对于外国企业在每一纳税年度

内从菲律宾境内取得的所有收入，均适用25%的税率。[105]

同样，居民外国企业也拥有选择权，在满足与第27节第(A)条规

定的相同条件后，企业可选择适用以总收入乘以15%计算其应纳税

额。

②最低企业所得税的规定

在第27节第(E)条所规定的适用于“国内企业”的最低企业所得税

的规定(即以总收入的 2%作为参照)，亦适用于居民外国企业。

③国际运输企业

在菲律宾境内开展国际运输业务的企业应按总菲律宾营业额

(Gross Philippine Billings)的 2.5%缴纳税款。对于“总菲律宾营业额”

的具体定义，区分国际航空企业和国际船运企业两种情形。

④离岸银行单位

无论其他法律是否做出相反规定，由菲律宾中央银行授权的离岸

银行单位，从其与非居民、其他离岸银行单位、当地商业银行(包括

经菲律宾中央银行授权的与离岸银行单位开展业务的外国银行的分

支机构)所开展的外币交易中取得的所得，应当给予免税。除非此类

交易的净所得，根据财政部长参考国家税务局局长的意见规定，应当

[104]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of the Philippines, Act NO.9337, approved on Ma y
4, 2005, Section 2.

[105]See Senate S.B. No. 1906, Se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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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银行缴纳常规的所得税。然而，向居民提供外币贷款产生的利息收

入，应按照 10%的税率缴纳最终税。

⑤对分支机构汇回利润的征税（Branch Profits Remittance Tax）
[106]

任何由分支机构向其总部汇回的利润，都应基于其申请或划拨汇

回的总利润额在不进行任何税收扣除的情况下(除注册于菲律宾经济

区署的活动)按15%的税率征税。对于该税的征收和缴付方式与第57

节和第58节规定的预提税缴交方式相同。

外国企业在某一纳税年度中从菲律宾境内取得的利息、股息、租

金、特许权使用费(包括技术服务的酬金)、工资、薪酬、保险费、年

金、报酬或其他固定或可确定年度、定期或偶然的收益、利润、所得

及资本利得，不得视作分支机构利润，除非上述所得与在菲律宾进行

的交易或业务有实际联系。

⑥跨国公司的地区或区域总部以及地区运营总部

地区或区域总部无须缴纳所得税，而地区运营总部应就其应纳税

所得额，按照 10%的税率缴纳所得税。

⑦居民外国企业取得特定消极所得适用的税率

首先，居民外国企业从菲律宾境内取得来自储蓄和收益的利息，

或从类似储蓄、信托基金和类似协议取得的其他金钱收益，以及特许

权使用费，适用20%的税率征收最终税。但是，居民外国企业在外币

扩张储蓄制度项下从储蓄银行处取得的利息收入应按该利息收入

[106]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IV, Section 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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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的税率缴纳最终的所得税。依据菲律宾参议院第1906号法案，该

税率被修订为15%。[107]

其次，在外币扩张储蓄制度下，储蓄银行通过与非居民、在菲律

宾的离岸银行单位、当地商业银行(包括经菲律宾中央银行授权，与

外币储蓄系统单位以及其他储蓄银行交易业务的外国银行在菲的分

支机构)所开展的外币交易中取得的所得，应当给予免税。除非此类

交易的净所得，根据财政部长参考国家税务局局长的意见规定，应当

由银行缴纳常规的所得税。在外币扩张储蓄制度下，由储蓄银行向居

民提供的外币贷款产生的利息收入，应按照 10%的税率缴纳最终税。

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企业的非居民，在外币储蓄扩张制度下，从

与储蓄银行的交易取得的所得都应免于缴纳所得税。

再者，除了通过股票交易所出售或处置股票以外，销售、交换或

以其他方式处置所拥有的国内企业股权份额所实现的净资本利得，不

超过10万比索的，在相关纳税年度，按照 5%税率征收最终税，超过

10万比索的，税率为10%。依据菲律宾参议院第1906号法案，对此类

收入统一适用15%的税率。[108]

最后，居民外国企业从国内企业处获取的股息亦无需缴税。

（2）非居民外国企业[109]

①一般性规定

除非本法另有规定，未在菲律宾从事交易或业务的外国企业，应

为其在各纳税年度内取得的所有来源于菲律宾的总收入，按照 35%

的税率缴纳所得税。总收入包括利息、股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

工资、保险费(不包括再保险保费)、年金、报酬或其他固定或可确定

[107]See Senate S.B. No. 1906, Sec.9.
[108]See Senate S.B. No. 1906, Sec.9.
[109]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IV, Section 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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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定期或偶然的收益、利润、所得及资本利得(不包括应按本节

第5款第(c)项规定的资本利得)，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所得税的

税率调整为 30%。[110]依据菲律宾参议院第1906号法案，除另有规定

外，对此类收入适用的税率降为25%。[111]

②适用于特殊行业的非居民企业的税率

A.非居民电影胶片所有人、出租人或经销人应为其从菲律宾境内

取得的总收益按 25%的税率纳税；

B.非居民船舶所有人或出租人应就其来自将船舶出租或包租给

菲律宾公民或企业取得的总租金、出租费或包租费，按照 4.5%的税

率纳税；

C.航空器、机器及其他设备的非居民所有人或出租人取得的租

金、包租费及其他费用，应按总租金或费用适用 7.5%的税率纳税。

③非居民外国企业取得特定消极所得适用的税率

A.对于1986年8月1日后签约的外国贷款，按照利息数额的20%征

收最终预提税；

B.对于非居民外国企业从国内企业取得的现金形式和/或财产形

式的股息，应按照股息数额征收15%的最终预提税。[112]

C.非居民外国企业在纳税年度中除了通过股票交易所出售或处

置股票以外，销售、交易、交换或以其他方式处置所拥有的国内企业

股票所实现的净资本利得，在不超过10万比索时，适用5%的税率，

[110]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of the Philippines, Act NO.9337, approved on Ma y
4, 2005, Section 2.

[111]See Senate S.B. No. 1906, Sec.9.
[112]该预提税的征收应按照第 57 节第(A)条的规定,非居民外国企业所住的国家应允许

对于该企业在菲律宾应缴纳税款给予抵免,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抵免的额度应等于股息

数额的15%,代表着常规所得税税率(30%)与股息所得税(15%)之间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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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0万比索时，适用10%的税率。依据菲律宾参议院第1906号法案，

对此类收入适用的税率统一为15%。[113]

2.2.2.4 应纳税所得额

针对居民外国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其基本规则可以适用针

对国内企业的相应规则，即《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5章至第7

章的内容。在此基础上，针对居民外国企业和非居民外国企业有一些

特殊规定，具体如下：

（1）在收入计算方面，外国企业仅就其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所

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2）关于扣除的内容，主要规定在《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

二编第七章，[114]与国内企业类似，具体可分为三种类型：可扣除项、

不可扣除项以及一些特殊的扣除情形。

对于在菲律宾境内从事交易或经营的非居民外国个人和居民外

国企业，除所得税、与外国机关征收的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以及

旨于增加被评估财产的价值而对当地优惠计征的税款之外，在纳税年

度内支付或发生的与纳税人的职业、交易或经营相关的税款，应准予

扣除。但上述的扣除税款仅限于与来源于菲律宾的所得有关时，才能

允许扣除。

（3）对于第27节第(A)条以及第28节第(A)条第(1)款所规定的国

内企业以及居民外国企业，可选择按照不超过总收入 40%的标准申

报扣除。除非纳税人在申报表中表明希望适用OSD，否则应该按照其

他关于扣除的规定据实扣除。一旦纳税人在所得税申报表中选用了

[113] See Senate S.B. No. 1906, Sec.9.
[114]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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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D，则在该纳税年度内不可撤销。除非国家税务局局长另行允许，

否则该企业应当保留与其总收入相关的凭证。

2.3 个人所得税（Individual Income Tax）

依据菲律宾《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 22节第（A）条、第

（B）条之规定，菲律宾税法上承担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的主体包括

个人、信托基金以及遗产。[115]同时，更进一步划分可知，个人所得

税的纳税主体可以分为“菲律宾公民”（Filipino Citizens）、“外国

个人”（包括居民和非居民）、遗产和信托基金。

根据第26节的规定，合伙企业按照公司纳税。普通专业合伙不按

照一般所得税来纳税，但普通专业合伙中从事商业的合伙人仅对他们

分得的收入纳税。为了计算合伙人分得的份额，合伙企业的净收入采

用与公司一样的计算方法。另外，每个合伙人都要报告从合伙企业净

收入中实际分得份额的总收入。

2.3.1 居民纳税人

2.3.1.1 判定标准

依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23节第（A）条至第（D）条

之规定，[116]菲律宾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中，划分居民与非居民的标准为

“国籍”，所有的菲律宾公民均被视为居民。具体分类时，自然人可

以分为四种类型，具体的税收待遇如下所示：

（1）居住在菲律宾的菲律宾公民（Citizen of the Philippines

Residing Therein）：就其来源于菲律宾境内和境外的所得纳税；

（2）非居民的菲律宾公民（Non-resident Citizen）：仅就其来源

[115]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II, Section 22(A) -(B).
[116]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II, Section 23(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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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菲律宾境内的所得纳税；

（3）作为海外劳工在境外工作并取得所得的菲律宾个人公民

（Individual Citizen of the Philippines）：仅就其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

所得纳税，例如作为菲律宾公民并身为专门从事国际贸易的船只编制

内的成员，在境外提供劳务取得报酬的船员，应当视为海外劳工；

（4）外国个人(Alien Individual)：无论是否是菲律宾的居民，仅

就其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所得纳税.

2.3.1.2 征收范围

关于个人的应纳税所得额计算，与计算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一

样，规定在《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二编第五章至第二编第七章

中。为避免累述，对于相关内容的讨论，请参考企业所得税相关部分，

本部分仅针对专门适用于个人的相关条款进行阐述。

（1）总收入

构成总收入的十一项收入类型（包括但并不限于此十一项）规定

在《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32节第（A）条中。但是以下十四种

收入被排除出总收入的范围，[117]包括：

①人寿保险。在受保人去世时支付给继承人或者受益人的保险金，

但不包括保险人基于支付利息的协议取得的利息数额。

②被保险人取得的退保金额。

③赠予、遗赠。通过赠予、遗赠和继承取得的财产价值，但不包

括转移所分割权益时由该财产取得的所得。

[117]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 Section 3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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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伤害和疾病补偿。基于事故或健康险或劳工赔偿条例，取得的

作为人身损害或疾病的补偿，也包括由此类损伤或疾病（无论是通过

起诉还是协议）取得的损害赔偿。

⑤税收协定项下的免税所得：根据菲律宾所签订的条约享受免税

待遇的所得。

⑥退休金、养老金、遣散费等。退休的职工为同一雇主工作了至

少10年且退休时不小于50岁。此优惠只能使用一次。

⑦由外国政府取得的所得：外国政府、由外国政府控制或所有的

金融机构以及外国政府建立的国际或区域金融机构，通过贷款、股份、

债权、或其他国内证券的方式投资于菲律宾取得的所得、或是从菲律

宾银行取得的储蓄利息。

⑧由政府或政治分支机构取得的所得。由公共设施或行使政府基

本职能而取得的可归于菲律宾政府或其分支机构的所得。

⑨奖励和奖金。对于在宗教、慈善、科技、教育、艺术、文学或

公民领域所取得成就的认同而颁发的奖项和奖金。[118]

⑩在体育竞赛中取得的奖励或奖金。该体育竞赛可以在菲律宾境

内或境外举行。

○11十三薪和其他福利。由政府官员和私营实体的雇员取得的福利，

免除额不超过 90,000 比索( Sec.9(e) )[119]。

○12政府服务保险制、社会保障制、医疗保险和其他资助。

○13销售债券、企业债券或其他五年期以上的负债证明取得的收益。

[118]前提是（i）取得方的入选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参加竞技；（ii）取得方并不被要求在

未来提供实质性服务作为获得此奖项的条件。
[119] Congress of Philippine,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Section10(a)

Republic Act No. 1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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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赎回共同基金份额取得的收益。

（2）对于额外福利(Fringe Benefit)的税收待遇

根据第33节的规定，额外福利是指由雇主以现金或者实物的形式

向雇员（不包括普通雇员）提供的任何商品、服务或其他福利，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各项：①房屋；②报销账户；③各种交通工具；④家庭

服务人员，比如佣人、司机以及其他；⑤对于低于市场利率的借贷，

市场利率和实际利率之间的差额；⑥由雇主为雇员承担的参加社交和

运动俱乐部或其他组织的会员费、应付款和其他费用。⑦出国旅行的

费用；⑧节假日费用；⑨为雇员或其受养人支付的教育支助；⑩人寿

或健康保险、其他非人寿保险金，或类似超出法律所允许的数额。

从2018年1月1日起，对于雇主提供给雇员的额外福利还原后的现

金价值，按照35% ( Sec.10.(A))的最终税率课税所得税。还原的现金

价值（Grossed Up Monetary Value）是指将额外福利的实际现金价值

除以6865%( Sec.10.(A))。对于不在菲律宾从事贸易或商业的非居民外

国人，受雇于跨国公司地区或区域总部以及区域运营总部的外国人，

受雇于境外银行单位的外国人，以及受雇于石油服务承包商和转包商

的外国人，额外福利的课税计算方式另有不同。[120]

根据第33节第（C）条的规定，下列各项额外福利并非应税收入:

①根据特别法给予免税的额外福利；②为了雇员退休、保险和住院福

利计划所交纳的费用；③给予普通员工的福利，无论是否是基于集体

谈判协议而达成的；④由菲律宾财政部参照国家税务局局长的建议发

布规章中所规定的最低福利。

（3）扣除

关于扣除的介绍，有一些专门针对个人适用的扣除项目包括：

[120]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 Chapter VI, Section 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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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选择的标准扣除（Optional Standard Deduction, OSD）
[121]

第24节所规定的公民和居民外国人（即不是非居民外国人的个

人），可以选择按照不超过总销售额或总收益40%的标准申报扣除。

除非纳税人在申报表中表明希望适用OSD，否则应该按照其他关于扣

除的规定据实扣除。一旦纳税人在所得税申报表中选用了OSD，则在

该纳税年度内不可撤销。除非本法另有要求，允许适用OSD的个人在

申报纳税时无需提交财务报表。此外，普通专业合伙企业（General

Professional Partnership）和组成这种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可以只使用一

次普通专业合伙企业或组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的OSD。( Sec.11.(L))

除非国家税务局局长另行允许，否则该个人应当保留与其总销售或总

收益相关的凭证。

②个人纳税人为健康或者住院治疗保险支付的保费[122]

当一个家庭的纳税年度总收入不超过250,000比索时，该家庭每

年所支付的此项保费不超过2400比索，或纳税人每月为自己或其家庭

所支付的该项费用不超过200比索，此费用可以从其总收入中扣除。

对于已婚人士，只有为受养人主张额外免税的夫或妻一方才有权扣除

此项费用。

根据菲律宾参议院第2112号法案，雇主为雇员提供的医疗保险

费，可免缴个人所得税和附加福利税。[123]

2.3.1.3 税率

[121]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 Chapter VII, Section 34(L).
[122]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 Chapter VII, Section 34(M).
[123]See Senate S.B.No. 2112, An act exempting medical insurance premiums from income

tax and fringe benefit tax, amended for the purpose sections 32 and 33 of republic act no. 8424, as
a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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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规定在《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二编第三

章，其中第23节规定了菲律宾公民（包括居住在菲律宾境内和境外的

公民）和居民外国人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第24节则规定了非居民外国

人适用的税率。

第23节第（A）条规定了公民与居民外国人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应适用的税率，主要是针对雇佣报酬所得以及商业和专业所得，第

（B）条则规定适用于特定消极收入的税率，第（C）条涉及对销售

不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取得资本利得课征的税率，第（D）条则

是适用于销售不动产取得资本利得的税率。

（1）应纳税所得额的税率

公民取得的雇佣报酬所得以及商业和专业所得采用的是累进税

率，税率跨度从5%-32%。

表13 个人应纳税所得额的税率（有效期2018.01.01-2022.12.31）[124]( Sec.5.(A)(2)(a) )

应纳税所得额 上档累进税额

（比索）

超过部分适用税率

（%）
超过（比索） 至（比索）

0 25000 0 0

25000 40000 0 20

40000 80000 30000 25

80000 200000 130000 30

200000 800000 490000 32

800000 2410000 35

表14 个人应纳税所得额的税率（2023.01.01起施行）

[124] Congress of Philippine,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Section5(A)(2)(a)
Republic Act No. 10963, effective from Jan.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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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所得额 上档累进税额

（比索）

超过部分适用税率

（%）
超过（比索） 至（比索）

0 25000 0 0

25000 40000 0 15

40000 80000 22500 20

80000 200000 102500 25

200000 800000 402500 30

800000 2202500 35

对于已婚人士，夫妻双方应分别基于各自的应纳税所得额计算个

人所得税。对于一些所得未能确定为夫妻其中一方单独取得或实现，

则应当将该笔所得在夫妻双方之间平均分配以分别计算其个人的应

纳税所得额。

当取得所得的人为《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22节第（HH）

项所界定的“最低工资劳动者”（Minimum Wage Earner），即在私营

部门工作接受法定最低工资的员工，或者在公共部门受雇且取得的报

酬收入不超过其所分配的非农业部门的法定最低工资的雇员。对于最

低工资劳动者，其应纳税所得及其假日工资可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消极收入和资本利得的税率

对于各项消极收入及资本利得所适用的税率，可参见下表。

表15 适用于消极收入和资本利得的税率[125]（Sec 5.(B)(1)）

所得项目 税率（%）

利息

[125] Congress of Philippine,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Section5(B)(1)
Republic Act No. 1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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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一货币银行储蓄和收益中获得的利息，或从储蓄替代物、信托基金和

类似协议取得的其他金钱收益

20

长期存款或投资取得的利息，采

用的形式包括：储蓄、共同或个

人信托基金、储蓄代替物、投资

管理账户，以及根据菲律宾央行

规定的其他投资形式的凭证

持有达5年以上 免税

不足5年的 4年以上，不足5年 5

3年以上，不足4年 12

不足3年 20

在外币储蓄扩张机制项下从储蓄银行获得的利息 15

特许权使用费

一般 20

书籍、其他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 10

奖金

菲律宾慈善抽奖和乐透奖金不超过1万比索（P10,000） 0

一般 20

金额小于或等于10000比索的奖金 适用个人所得

税税率

股息

个人从国内企业、合资股份公司、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公司以及跨国企业

的地区运营总部取得的现金或财产形式的股息；个人从合伙企业（除了普

通专业合伙外）的税后分配取得的作为合伙人的净所得；个人从社团、联

合账户、合资企业或财团的税收分配取得的作为成员之一的净所得。

10%（适用于

2000年1月1日
之后）

资本利得

销售、交换、赎回有担保债券、无担保债权或者其他到期日长达5年以上的

债权凭证的所得，或者赎回共同基金份额的所得

免税[126]

由销售、交换、兑换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国内公司股份取得的净资本利得，

不包括通过证券交易市场销售或处置股票

10

销售、交换或以其他形式处置位

于菲律宾的不动产取得的总销

售额或当前公允市场价值（取较

高值）*

6

将不动产销售或处置给政府或者其他政

治分区或机关、或由政府所有或控制的

公司

由纳税人选择

适用表 1的税

率或6%的税率

[126]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 Section 32(B)(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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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第24节第（D）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自然人将销售不动产取得的收益，

在未来十八个月内全部用于购置和建造新的主要居住场所，那么，销售不动产取得的资本利

得可以享受免税。被出售或处置的不动产的历史成本或调整基础将转移到新建造或购买的居

所。为了享受这一免税待遇，纳税人应当在销售或处置不动产之日起30日内通知国家税务局

局长其希望取得免税的意图，并且这一免税措施每十年只能享受一次。如果销售或处置不动

产取得的收益并未完全用尽，那么未用尽的部分应当缴纳资本利得税。）

（3）对于个体经营和专业人员的税率（Sec.5(A)(2)(b)）

自雇人士和/或专业人士可以选择对总销售额或毛收入和其他营

业外收入超过25万比索的部分适用8％税率，替代个人所得税累进税

率和比例税。[127]

（4）对于获得混合收入个人的税率[128]（Sec.5(A)(2)(c)）

既获得工资报酬，又从商业或专业业务获取收入的纳税人，应当

就“所有的工资报酬”和“所有的商业或专业业务收入”，按照下述

税率，缴纳税款：

①如果销售总额和/或总收入及其他营业外收入不超过增值税的

起征点，应以8％所得税率纳税。

②如果总销售总额和/或总收入及其他营业外收入超过增值税起

征点，则应当依据本章2.3.1.3表13中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纳税。

2.3.1.4 应纳税额

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二编第五章第 31 节的规定，“应

纳税所得额”（Taxable Income）是指本法中规定的总收入（Gross

Income）相关项目，减去本法及其他特别法所允许的各项扣除以及/

[127] Congress of Philippine,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Section5(A)(2)(b)
Republic Act No. 10963.

[128]Congress of Philippine,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Section5(A)(2)(c)
Republic Act No. 1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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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免税项目。然后，结合乘以相适用的税率标准，进而考察是否存在

税收优惠条款。

2.3.2 非居民纳税人

2.3.2.1 判定标准

如前所述，在菲律宾承担有限纳税义务的个人包括“非居民的菲

律宾公民”、“作为海外劳工在境外工作并取得所得的菲律宾个人公

民”以及“外国个人”，这些主体仅就其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所得纳

税。

其中，“非居民公民”是指满足下列条件的菲律宾公民：

（1）能够向国家税务局局长证明其居住于海外的事实，以及有

确定的意图长期居住海外；（2）作为移民亦或基于永久受雇的原因，

在纳税年度离开菲律宾居住海外的菲律宾公民；（3）在海外工作并

取得收入的菲律宾公民，其工作性质要求该公民在纳税年度的大部分

时间身处海外。

“外国个人”包括“居民外国人”（Resident Alien）以及“非居

民外国人”（Non-Resident Alien）。根据第23节第（F）条及第（G）

条的规定，“居民外国人”是指居住地位于菲律宾境内且并非公民的

个人，而“非居民外国人”是指居住地位于菲律宾境外且并非公民的

个人。外国人可以基于其希望停留的时间长度和性质被认定为居民，

尽管现行的法规中并未规定可以被认定为居民的期限，但BIR曾做出

裁定，一个已经在菲律宾停留近两年半左右的外国人，尽管在菲律宾

从事贸易或经营，从所得税的角度看仍然是非居民。[129]非居民外国

人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从事贸易或商业的外国人”和“不从事贸易或商

业的外国人”。不同类型的外国人在适用的税率上有所差异。

[129] J. Loke, Philippines – Individual Income Tax sec. 1.1, Country Analyses IBF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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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 征收范围

如前所述，上述主体仅就其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所得纳税。

2.3.2.3 税率

居民外国人与公民取得的雇佣报酬所得以及商业和专业所得采

用的是相同的税率表，均为累进税率，税率跨度从5%-32%。

非居民外国人所适用的税率区分为五种不同的情形：（1）在菲

律宾从事贸易或经营的非居民外国人；（2）不在菲律宾从事贸易或

商业的非居民外国人；（3）受雇于跨国公司地区或区域总部以及区

域运营总部的外国人；（4）受雇于境外银行单位的外国人；（5）受

雇于石油服务承包商和转包商的外国人。

（1）在菲律宾从事贸易或经营的非居民外国人

在菲律宾从事贸易或商业的非居民外国人就其从菲律宾取得的

应纳税所得额纳税，在缴纳所得税的方式上，应视同个人公民和居民

外国人。当非居民外国人来到菲律宾，于任一纳税年度内在菲律宾累

计的停留时间超过180天时，就应被视为“在菲律宾从事经营的非居民

外国人”。

表16 在菲律宾从事贸易或商业的非居民外国人

所得类型 税率（%）

股息

个人从国内企业、合资股份公司、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公司以及跨国

企业的地区运营总部取得的现金或财产形式的股息；非居民外国人从

合伙企业（除了普通专业合伙外）的税后分配取得的作为合伙人的净

所得；非居民外国人从社团、联合账户、合资企业或财团的税收分配

取得的作为成员之一的净所得。

20

奖金

金额小于或等于10,000比索的 与前表税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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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奖项（除了菲律宾慈善奖金和乐透彩票） 20

特许权使用费

一般情况 20

书籍、其他文学作品、音乐作品 10

电影和类似作品 25[130]

利息

一般的利息收入 20

长期存款或投资取得的利

息，采用的形式包括：储蓄、

共同或个人信托基金、储蓄

代替物、投资管理账户，以

及根据菲律宾央行规定的

其他投资形式的凭证

持有达5年以上
免税

不足5年的 4年以上，不足5年 5

3年以上，不足4年 12

不足3年 20

资本利得

销售、交换、赎回有担保债券、无担保债权或者其他到期日长达5年
以上的债权凭证的所得，或者赎回共同基金份额的所得

免税[131]

由销售、交换、兑换或以其

他方式处置国内公司股份

取得的净资本利得，不包括

通过证券交易市场销售或

处置股票

不超过100,000比索 5

超过100,000比索 10

销售、交换或以其他形式处

置位于菲律宾的不动产取

得的总销售额或当前公允

市场价值（取较高值）

6

将不动产销售或处置给政府或者其他政

治分区或机关、或由政府所有或控制的

公司

由纳税人选择适用

表1的税率或6%的

税率

（2）不在菲律宾从事贸易或经营的非居民外国人

不在菲律宾从事贸易或经营的非居民外国人，就其从菲律宾境内

取得的全部所得，在各纳税年度内缴纳所得税，各项收入包括：利息、

现金或财产形式的股息、租金、工资、薪酬、保费、年金、补偿、报

[130]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 Section 28(B)(2).
[131]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VI, Section 32(B)(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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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酬金或其他固定或可确定年度、定期或偶然的收益、利润、所得

及资本利得，按照此类所得2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至于取得销售国

内企业股权或不动产取得的资本利得，适用与公民和居民外国人相同

的规定（即第24节第（C）条和第（D）条）。

（3）受雇于跨国公司地区或区域总部及区域运营总部的外国人

对于受雇于跨国公司在菲律宾境内设立的地区或区域总部以及

区域运营总部的外国人，应就其从该总部取得的总收入在各纳税年度

里缴纳所得税，包括工资、薪酬、年金、补偿、报酬和其他酬金（例

如答谢礼和补贴），对于此类所得按照总收入的15%缴纳所得税。同

样的税收待遇也适用于受雇于跨国企业并与外国人处于相同地位的

菲律宾人。这里所谓的“跨国公司”是指位于亚太地区和其他外国市场

的附属企业、子公司或者分支机构从事国际贸易的外国公司或实体。

（4）受雇于境外银行单位的外国人

对于受雇于设立在菲律宾境内的境外银行单位的外国人，应就其

从该境外银行单位取得的总收入在各纳税年度里缴纳所得税，包括工

资、薪酬、年金、补偿、报酬和其他酬金（例如答谢礼和补贴），对

于此类所得按照总收入的15%缴纳所得税。同样的税收待遇也适用于

受雇于境外银行单位并与外国人处于相同地位的菲律宾人。

（5）受雇于石油服务承包商和转包商的外国人

作为国外永久居民的外国人，因受雇于在菲律宾境内参与石油作

业的外国服务承包商或外国服务转包商而在菲律宾工作，应就其从该

承包商或转包商取得的工资、薪酬、年金、补偿、报酬和其他酬金（例

如答谢礼和补贴），按照15%的税率在菲律宾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样

的税收待遇也适用于受雇于石油服务承包商和转包商并与外国人处

于相同地位的菲律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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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第（3）款、第（4）款和第（5）款规定的税收优惠待遇不

适用于地区总部（EHQ），区域运营总部（ROHQ），离岸银行业务

单位（OBU）或石油服务承包商以及在2018年1月1日之后向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SEC）注册的分包商。但是，目前对合格员工享受优惠

税率的现有地区总部、ROHQ、OBU或石油服务承包商和分包商应有

权继续享受现在和未来合格员工的税率优惠。[132]（Sec.6.(F)）

2.3.2.4 来源地规则

关于个人所得税的来源地规则，规定在《国家税务法典（1997）》

第42节中，这部分内容详见企业所得税章节中。

2.3.2.5 应纳税额计算范例

X先生是菲律宾税法认定的居民外国人，并抚养有两个孩子。

2019年度，X先生获得普通薪资3,600,000比索；年终奖500,000比索；

200,000比索的股息分配；Z银行向其支付的400,000比索存款利息。此

外，X先生还获得每月1,500比索的米饭补助，其社会保障费支付的税

率为每月300比索。

表17 2019年度应纳税额计算示范表[133]格式

单位：比索

所得（比索） 不征税部分 应税部分

薪资所得（Compensation Income） - - -

基本薪资 3,600,000 - 3,600,000

年终奖 500,000 90,000 410,000

最低减让（De Minimis）（如米饭

补贴）

18,000 18,000

[132] Congress of Philippine,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Section6(F).Republic
Act No. 109638.

[133]Jude Ocampo; Karen Ocampo, Philippines – Individual Income Tax sec. 4, Country
Analyses IBFD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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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所得

股息所得 200,000 200,000

利息所得 400,000 400,000

所得总额 4,028,000

减：社会保障费（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 - 3,600

应纳税所得总额 4,024,400

扣减项

个人免税额 （50,000）

附加免除项 （50,000）

应纳税所得净额 3,932,400

应纳税额

2,000,000 490,000

（4,024,400-2,000,000）×32% 647,808

总额 1,137,808

税收减免 0

应纳所得税额 1,137,808

2.4 增值税(Value Added Tax)

2.4.1 概述

菲律宾于1987年引入增值税，并以增值税替代了之前的年度固定

税（Annual Fixed Taxes）、对生产和销售环节征收的原始销售税

（Original Sales Tax）、流转税（Turnover Tax），对进口商品征收的

销售税、以及对特定商品征收的消费税（Excise Tax）和比例税

（Percentage Tax），[134]增值税所征收的对象是销售、易货交易、交

换或者租赁商品或财产以及提供服务、进口商品。对采购征收的进项

[134] J. Ocampo, Philippines-Corporate Taxation sec.13.,Country Analyses IBFD(assessed 6
Ma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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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允许与销售时的销项税相抵，两项之间的差额则为应缴纳增值税的

税额。

继1987年行政273号指令之后，菲律宾增值税法又经历了几次修

正，其中包括：

（1）共和国7716号法案，被称为1994扩围增值税法，将增值税

范围扩大至服务、销售以及不动产租赁，并且加强了征管水平；

（2） 共和国8241号法案，缩小了增值税税基；

（3）共和法令9337号修正案，被称为2005改革增值税法，将增

值税税率从10%提高至12%，同时扩大了增值税的适用范围；

（4）《加速成长与扩大包容》税制改革法案，提高了增值税的

登记与起征点，并扩大了适用零税率与免税的范围。

2005年，菲律宾重新修订增值税税法，并引入两项机制：（1）

在任何一个纳税年度内采购的总价款超过100万比索的可折旧商品的

进项税必须在其使用年限内进行摊销，但是摊销时长不得超过60个

月；（2）对政府法人销售商品适用5%的最终预提税。[135]

2016年9月26日，菲律宾财政部向国会提交了国内税制改革方案

的第一批内容，其中一项改革方案是通过缩小增值税免税范围达到扩

大增值税税基的目的。根据这一法案，不再适用免税待遇的项目包括：

（1）特别法，适用于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特别法除外；（2） 合作社，

销售原始农产品除外；（3）低成本的社会化住宅；（4）电力传输；

（5）租赁住宅；（6）国内航运进口等。[136]2017年5月31日，众议院

通过了该改革方案（5636号法案）。

[135] Jude Ocampo-Corporate Taxation sec 8, Country Analyses IBFD, 29 Dec 2016）.
[136]Philippines - Revised tax reform package submitted (06 Feb. 2017), News IB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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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日生效的《加速成长与扩大包容》税收改革法案，作

为菲律宾综合税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对增值税进行了以下修改：（1）

增值税登记的门槛从1,900,000比索提高至3,000,000比索；（2）对于

未达到3,000,000比索登记门槛的个体经营或专家，可以选择对其销售

额超过250,000比索的部分适用8%的税率，以替代累进税率与比例税

或按个人所得税税率征税；（3）保留了对初级食品、农产品、医疗

保健与教育、经济特区业务流程外包、残疾人、老年人、合作社、社

会化住房、低成本住房、再生能源、旅游企业、低于1.5万元的租金

及协会会费等项目/个人的增值税豁免；（4）增值税的起征门槛从

1,919,500比索提升至3,000,000比索。[137]

2.4.1.1 纳税义务人及扣缴义务人

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四编第105节，增值税的纳税

主体包括，在贸易或营业过程中，销售、易物、租赁商品或财产、提

供服务的人，以及进口商品的人。这些主体应当按照第106节至第108

节的规定缴纳增值税。所谓“在贸易或营业过程中”，是指由任何主体

从事商业或经济活动的常规行为，包括类似交易，无论参与的主体是

否是非上市、不盈利组织或政府实体。除非另有规定，由非居民外国

人在菲律宾提供的本法所界定的服务应当被认为是“在贸易或商业过

程中”提供的。

2.4.1.2 征税范围与税率

（1）销售商品或财产的增值税

根据第106节第（A）条，对于销售、易物或交换的财产或商品，

应当在商品或财产的总售价或总价值基础上，按照12%的增值税率，

由卖方或转让方缴纳增值税。但是，若商品销售或服务的对象是政府

[137] Philippines – Presidentsigns first package of Tax Reform Bill (03 Jan. 2018), News IB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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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行政分区，或政府所有或控制的机构或公司，最终预提税税率为

5%。[138]“总售价”是指买方支付的总货币金额或有义务支付给卖方的

作为销售、易物或交换财产或商品的对价。该商品或财产的消费税包

含于总售价中。

“商品或财产”是指所有可以用金钱衡量的有形和无形客体，包

括：①在贸易或营业过程中主要用于销售或租赁的不动产；②使用专

利、版权、设计模型、计划、秘密配方或工序、商誉、商标或其他类

似财产或权利的权利或优先权；③在菲律宾使用任何工业、商业或科

学设备的权利；④使用电影、胶片和磁带的权利；⑤无线电、电视、

卫星传播和有线电视。

已办理登记的增值税纳税人（VAT-Registered Persons）的下列销

售行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139] ①出口销售，包括：A.从菲律宾境内

向国外销售并实际运输货物，以可接受的外币支付，并遵循菲律宾中

央银行的条例，无论运输安排中对出口货物所有权转移如何做出约

定；B.销售给非居民的在菲律宾组装或生产的用以交付菲律宾居民的

商品，以可接受的外币支付，并遵循菲律宾中央银行的条例；C.向出

口销售额超过全年总产量70％的出口型企业销售原材料或包装材料；

D.根据第226号行政命令（也称为1987年综合投资法）及其他特别法

认定为出口销售的销售；E.向从事国际航运或国际航空运输业务的人

员销售用于国际航运或航空运输业务的货物、用品、设备和燃料；[140]

[138] J. Loke, Philippines –Corporate Taxation sec. 13, Country Analyses IBFD, p. 119.
[139]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31.
[140]前述第ABC项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将不再适用零税率：（1）成功建立和实施强化的增

值税退税制度，允许纳税人向税务局提交增值税退税申请后，在90天内承诺退还其可抵扣进

项税；（2）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所有未决增值税退税申请将于2019年12月31日前全额支

付。参见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31，另参见JudeOcampo, Philippines
–Corporate Taxation sec. 8, Country Surveys IBFD, p.21.



中国居民赴菲律宾投资税收指南

100

②根据特别法或者菲律宾签署的国际协议享有免税待遇，并就销售适

用零增值税的人或公司实施的销售。

以下交易行为被认为是销售：

①并非在营业过程中产生的商品或财产的转移、使用或消费，这

些商品或财产原本是用于在营业过程中的销售或使用。②作为已登记

增值税的纳税人利润中的份额，向股东或投资者进行的分配或转移；

或是在债务的支付过程中，向债权人的分配或转移。③在商品被托运

之日起60日内并未实际销售的商品，但是受托方在60日内退回托运物

的不属于销售。④歇业或停止营业，涉及在发生歇业或停止营业时的

应纳税商品的库存。在一笔交易被视为销售、易物及商品或财产的交

换，或者当总售价不合理地低于实际市场价值时，国家税务局局长可

以遵循财政部长发布的法规和条例，认定合理的税基。

此外，关于发生退货、折让、折扣的增值税处理方式，规定在第

106节第（D）条。

（2）进口商品的增值税

根据第107节，进口商品的增值税计算，是根据海关认定的关税

加上消费税（如有）和其他的费用，乘以12%的税率，进口商应在商

品通关之前缴纳这些税款。如果关税的认定是基于商品的数量，那么

增值税税基是根据到岸成本(Landed Cost)和消费税（如有）进行确定。

当免税进口的商品由享受免税待遇的主体进口到菲律宾，在此商

品在菲律宾被销售、转移或交换给非免税的主体，则该购买方、受让

方或取得方应被认为是进口商，应缴纳进口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国内

税。进口中产生的税额构成了对商品的留置权，该权利优先于其他收

费或该商品上的其他留置权。

（3）销售服务以及使用或租赁财产产生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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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108节，对于服务的销售或交易，包括财产租赁或使用，

按照总收入的12%缴纳增值税。所谓“服务的销售或交易”，是指有偿

为他人在菲律宾提供所有种类的服务，包括：

①租赁、使用或有权使用版权、专利、设计模型、计划、秘密配

方或工序、商誉、商标或其他类似财产或权利；②租赁、使用或有权

使用工业、商业或科学设备；③提供科学、技术、工业或商业知识或

信息；④为上述②、③项的使用或享有而提供的辅助性的帮助；⑤由

非居民或其雇员提供的与使用属于该非居民财产或权利有关的服务，

或安装或操作从此类非居民购买的商标、设备或其他仪器有关的服

务；⑥提供与科学、工业或商业运营、企业、项目或方案的实施或管

理相关的技术咨询、帮助或服务；⑦租赁动画影片、电影、磁带和光

盘；⑧租赁、使用或有权使用无线电、电视节目、卫星传输和有线电

视。

“总收入”是指涵盖合同价款、报酬、服务费、租金或特许权使

用费在内的总金额或其等价物，包括在为他人提供服务或将要提供服

务的纳税季度里，实际取得的与服务一并提供的材料价款、银行存款

和预付款（不含增值税）。

（4）零税率

由已登记的增值税纳税人在菲律宾提供的下列服务适用零税率：

①为在菲律宾境外从事经营的人处理、加工或改装随后从菲律宾出口

的商品且用可接受的外币支付该服务，并满足菲律宾中央银行的规

定；②为在菲律宾境外从事经营的人或在菲律宾境外未从事经营的非

居民，提供前段未提及的服务，且用可接受的外币支付报酬并满足菲

律宾中央银行的相关规定；③为根据特别法或者菲律宾签署的国际协

议享有免税待遇，并就服务提供适用零增值税的人或公司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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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为从事国际船运或国际航空运输提供服务（这些服务应为国际运输

或航空运输运营所独有的）[141]；⑤转包商或承包商为出口额超过年

总产量70%的企业提供处理、加工制造产品的服务；⑥从菲律宾到其

他国家的海上或航空客运或货运。⑦销售通过可再生能源产生的能量

或燃料，包括但不限于：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水电、地热能、海

洋能源和其他使用如燃料电池和氢燃料技术的新兴能源。[142]

2019年1月10日发布的No.2-2019号税收备忘录通告确定了对销

售糖尿病、高胆固醇和高血压药免征增值税的一般准则。[143]

2.4.2 税收优惠

第109节规定的免税交易，共有28项交易可免缴增值税：（1）在

原产国销售或进口农产品和海产品、常用家畜、为人类消费而生产的

食品和种畜以及遗传物质。（2）销售或进口肥料、种子、籽苗、鱼

种、鱼虾、畜禽饲料，包括无论是本地生产还是基于出口目的用于制

造成品饲料的材料，但是不包括用于赛马、斗鸡、观赏鱼、动物园和

其他宠物类饲料。（3）菲律宾居民回国或来菲律宾定居的非居民公

民进口的属于其个人的家具，而且根据海关法此类商品免征关税。（4）

属于来菲律宾定居的人或菲律宾人或其现在是其他国家的居民或公

民的家庭成员和后代，随身携带的或在其在合理的时间内到达菲律宾

的专业设备和工具、衣物、家畜和个人家具，这些物品的数量和类别

与携带之人的专业、职位或职业相适应，且这些物品不是为了销售、

交换或交易，仅供个人使用。该人需要向委员会提交充分的证明表明

[141]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33.
[142]前述第①项与第⑤项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将不再适用零税率：（1）成功建立和实施强

化的增值税退税制度，允许纳税人向税务局提交增值税退税申请后，在90天内承诺退还其可

抵扣进项税；（2）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所有未决增值税退税申请将于2019年12月31日前

全额支付。参见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31，另参见JudeOcampo,
Philippines –Corporate Taxation sec. 8, Country Surveys IBFD, p.21..

[143] Revenue Memorandum Circular No.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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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际上是来菲律宾定居并且其居住地的改变是善意的。[144]（5）应

缴纳比例税的服务。（6）由农业合同养殖户提供的服务，以及为未

剥皮的水稻去皮、玉米研磨成玉米粉和甘蔗榨糖。（7）医疗、牙医、

住院和兽医服务，不包括由专业人员提供的服务和实验室服务，如果

医院或者诊所经营药店，所销售的药品需要缴纳增值税。（8）由教

育部门（DepED）、高等教育委员会（CHED）、技术教育和技能发

展机关（TESDA）充分认可的私立教育机构以及政府教育机构提供

的服务；（9）个人根据雇员关系提供的服务；（10）跨国公司设在

菲律宾用于监督、沟通和协调亚太地区子公司、附属机构或分支机构

的区域总部提供的服务，且该区域总部不从菲律宾获得所得；（11）

特别法或者菲律宾签署的生效国际协议规定的免税交易，不包括第

529号总统令所规定的交易（根据1949年石油法案所规定的石油开采

特权受让人）。（12）无论是以原产品还是加工的形式，在合作发展

机关（CDA）登记的农业合作社对于其成员的销售以及成员的产品销

售给非成员，进口直接或专门用于生产或其产品加工的农用物质、机

器和设备，包括有关配件。（13）从合作发展机关登记的信贷或多功

能合作社的放贷获得的总收入。（14）在合作发展机关登记的非农业、

非电气和非信贷的合作社的销售。但是，无论总资本和净盈余按比例

在成员间的分配，每个成员的股本出资不超过15000比索。而且，机

器设备及其配件的进口需要缴纳增值税。（15）不属于已登记的增值

税纳税人的出口销售。（16）以下情形的不动产销售：①销售主要不

是用于在一般贸易或商业过程中销售或租赁给客户的不动产。但是国

家税务局的规章规定，如果此类不动产被卖方用于一般贸易或商业，

该销售额需要缴纳增值税，该销售附带被认为是该纳税人的主要业

务；②销售菲律宾共和国法律第7279号（RA7279）和其他有关法律

[144]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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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RA7835和RA8763）规定的用于廉价住房的不动产，住宅价值

不超过1，500，000比索，房屋、地段和其他住宅不超过2，500，000

比索：但是，自2021年1月1日起，免增值税仅适用于销售非主要用于

在一般贸易或商业过程中销售或租赁给客户的不动产，以及销售用于

社会化住房（根据菲律宾共和国法律第7279号以不超过2，000，000

的价格出售房屋和地段及其他住宅）。此后每3年应根据菲律宾统计

局(PSA)发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对所述金额进行调整。[145]（17）

每月每个住宅单元的租金不超过15，000比索，无论该年度该出租人

总租金收入；（18）销售、进口、印刷或出版以固定的价格出现在国

内的书籍和任何报刊、杂志或公报，且不是主要专用于已支付的广告

费用而出版。（19）国际运输公司运输旅客；（20）销售、进口或租

赁客运或货运船舶和航空器，包括用于本国或国际运输公司的相关引

擎、装备和配件；（21）进口燃料、商品和从事国际航运或航空运输

公司的人；（22）银行的服务、执行准银行功能的非银行金融中介的

服务和其他非银行中介；（23）根据共和国法令第9994号（2010年增

扩老年公民法）和第10754号（增扩残疾人权益与特权法）向高龄公

民销售、租赁物品或提供服务；（24）根据经修订的国内税收法典第

40(c)(2)条转让财产；（25）协会会费、会员费或其他由房主协会或

共管公司收集的参与费用；（26）向菲律宾中央银行出售黄金；（27）

自2019年1月1日起，销售针对糖尿病、高胆固醇和高血压的药物；（28）

商品和服务的销售或租赁，或提供上述以外的服务，但是年度总销售

额或收入不超过3,000,000比索。

[145]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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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据菲律宾参议院第2193号法案规定，为了降低治疗精神

疾病的药品成本，此类药物的销售收入免缴增值税。[146]

已办理登记的增值税纳税人可以对其商品、财产或服务的销售，

选择不适用免税规定。但是一旦选择，从做出选择的季度起三年之内

不能再改变。

2.4.3 应纳税额

根据第110节第（A）条第（1）款的规定，在下列交易中，由增

值税发票或正式收据证明的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1）为以下目的购买或进口商品：①销售；②将商品转换为或

有意形成可以出售的制成品，包括包装材料；③在经营过程提供以使

用；④作为服务销售中提供的材料而使用；⑤在贸易或商业过程中使

用，根据税法允许以折旧或摊销进行扣除；

（2）购买已实际支付增值税的服务。

已登记的增值税纳税人在国内购买或进口商品而产生的进项税

可由下列主体抵扣：①完成销售或者商品或财产进口的买方；② 商

品由海关通关之前支付增值税的进口商。若在一个纳税月度，购买或

进口用于在贸易或商业过程中使用的可依法扣除折旧的商品的总购

买费用超过了1,000,000比索，则该可抵扣进项税额应当被均匀地分配

到购买月度起的60个月内。但是，如果该商品的预期使用寿命小于5

年，则该进项税应被分摊到更短的使用期间。

已登记的增值税纳税人参与无需缴纳增值税的交易，应允许抵

免：①可直接归于应纳增值税交易的总进项税；②不能直接归于任一

活动的进项税的相应比例部分。

[146] See Senate S.B.No. 2193, An act exempting drugs and medicines prescribed for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from value-added tax, amended for the purposes section 109 of the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97, as a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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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税季度末，如果销项税超过进项税，超额的部分应由已登记

的增值税纳税人缴纳；如果进项税超过销项税，则超过的部分可以转

入下一季度抵扣。但是，对于可归于适用零税率的销售产生的进项税，

已登记的增值税纳税人可以按照第112节的规定选择退税，或是与其

他的国内税款进行抵扣。

根据《加速成长与扩大包容》税制改革法案（2018年1月1日生效）

第31节，财政部将在BIR与海关局（BOC）设立增值税退税中心，负

责处理可抵扣进项税的退税。为满足增值税退税的资金要求，每年将

自动拨付相当于前一年征收的增值税总额5%的款项作为国家基金的

特别账户，当年度内未用完的资金将返还国家财政基金。同时，国家

税务局与海关应向国会监督委员会提交综合税务改革计划

（COCCTRP）的季度报告，报告所有未决的退税申请与未使用资金。
[147]

2.5. 消费税（Excise Duty）

2.5.1 概述

消费税的内容规定在《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六编中。根据

第129节，消费税适用于在菲律宾生产或出产的用于本国消费、销售

或以其他方式处置的商品以及进口的物件及在菲律宾进行的服务

[148]，是在增值税、关税以外另行征收的税种。消费税的征收形式分

为两类：从量征收和从价征收，前者是指根据商品的重量、体积或任

何其他物理计量单位来征收消费税，后者是指根据商品的售价或其他

特定的价格来征收。进口物品适用与本地生产物品相同的消费税税率

和计税基础。2016年9月26日，菲律宾财政部向国会提交了国内税制

改革方案的第一批内容，政府希望这些改革方案能在2017年中期实

[147]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31.
[148]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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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在消费税领域，将对汽油消费税从4.43比索/升提升至10比索/升，

柴油从免税提升至6比索/升。[149]

从2018年1月1日起生效的《加速成长与扩大包容》税制改革法案

整体提高了消费税率，且新增对含糖饮料及单纯出于审美目的的整容

手术征收的消费税。[150]

制造商、进口商、所有者、产品占有者为消费税的纳税人。应税

商品或物件包括酒类、烟草、石油产品、汽车和非必需品（例如珠宝、

香水、用于娱乐或运动的船只）、矿产品（例如煤炭、焦炭等）。针

对每一种不同的商品和物件，消费税的税率也各不相同。

2.5.2 税收优惠

在《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六编第二章中，规定了特定商品

享有免征消费税或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享受免税待遇的情况，例如

满足特定条件的销售给国际运输者、免税实体或机构的石油产品（第

135条）；符合一定条件的本地工业酒精（第134条）等。

2.5.3 应纳税额

除非另有其他规定，总销售价格包括了商品在产地以批发的方式

销售或通过代理商销售给公众所采用的价格，但不包括增值税部分。

如果制造商销售，或允许该制造商所有的或有利益关系的企业以批发

形式销售此商品，则总售价指该批发价。如果此价格低于制造成本加

产品销售前所发生的费用，则需要加上适当的利润率（不低于生产成

本和费用的10%），构成此商品的总售价。

在当地生产用于出口且不再进入菲律宾的产品，无论是出口到原

产地国或是作为生产商品或产品的零部件，在提交了已实际出口的证

[149]Philippines - First tax reform package submitted (18 Nov. 2016), News IBFD.
[150] Philippines – President signs first package of Tax Reform Bill (03 Jan. 2018), News

IB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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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和相关外汇支付收据后，针对该产品已支付的消费税款可以抵扣或

退税。但是，根据第151节规定对矿产品（除了煤炭和焦炭外）已征

收的消费税，即使该矿产品已实际出口，也不能享受抵免和退税。

免税的个人、实体或机构进口免税产品，之后销售给非免税主体，

则受让人被认定为进口商，应承担该产品进口的国内税。

2.5.4 其他

截止 2019 年 5 月，各类产品的消费税税率如下：

（1）酒类[151]

菲律宾消费税法把酒类分为蒸馏酒类、葡萄酒和发酵酒，应纳消

费税额采用从价定率和从量定额的方法来计算（见表18）。

表18 适用于酒类的消费税

税目 税率

蒸馏酒类 净零售价[152]的

25%，加40比索每

升

2020年1月1日提

高为45比索

2021年1月1日提

高为50比索

2022年1月1日提

高为55比索

从 2023年 1月起

每年提高10%的

税率，由财政部

的税收规章公布

气泡酒或香槟酒 每瓶容量为750毫升的净零售价

不超过500比索

每升335比索 从2020年1月起每

年提高 10%的税

[151]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6 , Chapter III.及Senate S.B. No. 2197,
Sec.1.

[152]在马尼拉市场上，酒类净零售价是在马尼拉的至少5家以上主要大超市的零售价格，

但是不包括所要适用的消费税和增值税；在马尼拉以外的市场上，净零售价是在当地至少5
家以上主要大超市的零售价格，不包括消费税和增值税。由国家税务局通过宣誓价格调查来

确定净零售价。菲律宾税法对此还有更加详细的规定。零售价是最终消费者或终端使用者的

购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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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由财政部的税

收规章公布

每瓶容量为750毫升的净零售价

超过500比索

每升937比索

无气葡萄酒和葡

萄汽酒

酒精含量不超过14% 每升40比索

酒精含量超过14%但小于25% 每升80比索

啤酒、窖藏型啤

酒、麦芽酒、波特

酒和其他发酵酒，

但不包括菲律宾

本国发酵酒

每升 每升40比索

2020年1月1日提

高为45比索

2021年1月1日提

高为50比索

2022年1月1日提

高为55比索

从2023年1月起每

年提高 10%的税

率，由财政部的税

收规章公布

（2）烟草[153]

表19 适用于烟草的消费税

税目 税率

烟丝 每公斤1.75比索 从2019年1月起每年

提高9%的税率，由

财政部的税收规章

公布。

雪茄烟 每只雪茄烟净零售价的20%，加5比索

每只

由手工包装的卷烟（每包或

不同包装组合不得超过20

支）

每包65.4比索； 2018年为60比索，从

2019年1月起每年提

高9%的税率。

由机器包装的卷烟

（3）石油产品[154]

表20 适用于石油产品的消费税

税目 税率

2018年1月起 2019年1月起 2020年1月起

[153]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6, Chapter IV及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42.及Senate S.B. No. 1055, Sec.1.

[154]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6 , Chapter V.,及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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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油 每升或每公斤

8比索

每升或每公斤

9比索

每升或每公斤

10比索

脱硫气体 每升8比索 每升9比索 每升10比索

矿脂 每公斤8比索 每公斤9比索 每公斤10比索

工业酒精 每升8比索 每升9比索 每升10比索

石脑油、常规汽油和其他类似蒸

馏产品（当用于生产石化产品或

作为天然气的替代燃料用于火力

发电厂时，符合财政秘书颁布的

规定可适用每升0比索）

每升7比索 每升9比索 每升10比索

含铅高级汽油 每升5.35比索 每升5.35比索 每升5.35比索

不含铅高级汽油 每升7比索 每升9比索 每升10比索

航空喷气机燃料 每升4比索 每升4比索 每升4比索

煤油（若用于航空燃料则每升4比

索）

每升3比索 每升4比索 每升5比索

柴油和产生类似动力的燃料油 每升2.5比索 每升4.5比索 每升6比索

液化石油气（在符合财政秘书颁

布的规定时每公斤0比索，在用于

提供动力时应按照柴油及类似燃

料油的税率征税）

每公斤1比索 每公斤2比索 每公斤3比索

沥青 每公斤8比索 每公斤9比索 每公斤10比索

船用燃料油和产生类似动力的燃

料油

每升2.5比索 每升4.5比索 每升6比索

石油焦炭（用作发电设施的原料

每吨0比索）

每吨2.5比索 每吨4.5比索 每吨6比索

根据第148节，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如果基于新加坡普氏平

均值（MOPS）的迪拜平均原油价格在计划提高消费税前三个月达到

或超过每桶80美元，则该部分规定的消费税的提高应当暂停。

另外，《加速成长与扩大包容》的税制改革法案在原《国家税收

法案》中新增了第148-A条，2018年起五年内所有进口到菲律宾或在

菲律宾提炼、生产的应税石油产品都必须依照财政部的要求进行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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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财务部长将提供化学添加剂与相应数量比率的官方燃料标记清

单，石油产品的所有人、进口人与承运人应当对石油产品进行标记，

未进行符合条件的标记或者虚假标记可能导致相应的法律责任。155

根据2019年8月22日发布的No.85-2019号税收备忘录通告，如果

发现石油产品没有官方标记或不包含要求的标记水平，则应评估和收

取适当的消费税，包括适当的罚款，而不会影响没收这种未标记或稀

释的燃料，以及提起适当的刑事诉讼。[156]

（4）矿产品[157]

表21 适用于矿产品的消费税

税目 税率

煤炭、焦炭 2018年1月起每吨50比索；2019年1月起每吨

100比索，2020年1月起每吨150比索

非金属矿产品和砂

石资源

源于本地开采或生

产的矿石

该资源转移时总产值的实际市场价格的4%

源于进口 由海关基于关税确定的价值的4%，但不包

括消费税和增值税

本地生产的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 不征收消费税

金属矿产品 源于本地开采或生

产的矿石

该资源转移时总产值的实际市场价格的4%

源于进口 由海关基于关税确定的价值的4%，但不包

括消费税和增值税

国产石油 公平国际市场价格[158]6%

（5）含糖饮料[159]

[155] TaxReformofAccelerationandInclusionAct，RA.10963, Sec. 44.
[156] Revenue Memorandum Circular No. 85-2019,
[157]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6 , Chapter VII. 及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48.
[158]公平国际市场价格可以由政府机关确定。
[159]关于含糖饮料、热量甜味剂、无热量甜味剂、高果糖玉米糖浆等概念的定义，参见 Tax

Reform of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Act，RA. 10963, Sec.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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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适用于含糖饮料的消费税

税目 税率

添加热量甜味剂、无热量甜味剂或将两者

混合适用的饮料

每升6比索[160]

添加纯高果糖玉米糖浆或与热量甜味剂

或无热量甜味剂混合使用的饮料

每升12比索

使用纯椰汁糖或甜菊醇糖苷 免税

所有乳制品、纯天然果汁与蔬菜汁、医学

上指示或膳食替代的饮料、咖啡粉、速溶

咖啡和预包装粉状咖啡产品

免税

（6）其他产品[161]

表23 适用于其他产品的消费税

税目 税率

汽 车

[162]

制造商或进口商的售价（比索）

不超过600,000的 4%

超过600,000但不超过1,000,000 10%

超过1,100,000但不超过4,000,000 20%

超过4,000,000 50%

混合动力车辆 适用以上标准税率的50%

纯电力动力车辆 免税

专用于自由港的汽车 免税

珠宝及仿制品、金银和铂金等珍贵材料制成的

商品、望远镜；香水、花露水；游艇和其他用

于娱乐或运动的船只

批发价或海关根据关税确定的价格

的20%，但不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

单纯出于审美目的的整容手术[163] 5%

2.6 其他税费

[160]关于含糖饮料、热量甜味剂、无热量甜味剂、高果糖玉米糖浆等概念的定义，参见 Tax
Reform of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Act，RA. 10963, Sec. 47.

[161]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6 , Chapter VI.
[162]进口的并非用于销售的汽车的应纳税额为总的到岸价，包括交易价、关税和所有其

他费用。
[163]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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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比例税（Percentage Tax）

与比例税相关的规定体现在《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五编中。

比例税的征收对象之一，是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109节

第(w)条的规定，在交易和经营过程中销售或租赁商品、财产或提供

服务免征增值税的主体。这些主体的年度总销售额或收入不超过

1,919,500比索，且未进行增值税登记。对于此类主体所征收的比例税，

相当于其季度总销售或取得的3%。但是合作社可以免缴3%的比例

税。

除了上述纳税人外，比例税还可以适用于以下交易或行业：

（1）国内运输人和车库管理人（第117节）：由承租人、运输承

包商（包括客运人或其他国内陆路的运输人以及车库管理人）驾驶的

汽车，所课征的比例税是其季度总收入的3%。

（2）国际运输人（第118节）：在菲律宾经营的国际航空运输或

国际船运者，应支付来源于从菲律宾向其他国家运输商品的季度总收

入按3%的税率纳税。

（3）特许权经营（第119节）：无线电或广播电视公司的特许权

经营，该无线电或广播电视公司在上一年的年度总销售收入不超过

100万比索，适用3%的税率；煤气和公共供水公司就其取得的商业总

收入按照2%的税率缴纳比例税。无线电或广播电视公司可以选择登

记为增值税纳税人，并缴纳增值税，但是一旦做出选择就不可撤销。

（4）来源于菲律宾的海外通讯服务（第120节）：由电话、电报、

传真、无线网和其他通讯设备服务提供的从菲律宾传输的海外通讯信

息，应按照支付服务费用价款的10%缴纳比例税。由接收服务的人向

服务提供者支付税款，服务提供者须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缴纳该税

款。但是，政府、外交服务、国际组织、新闻服务者可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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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银行和执行类似银行职能的非银行金融中介（第121节）：

所有银行和执行类似银行职能的非银行金融中介来源于菲律宾的总

收入需要根据一定的税率缴纳比例税（见表24）。

表24 银行和执行类似银行职能的非银行金融中介缴纳的比例税

税目 税率（%）

借贷产生的利息、佣金、贴现和融

资租赁的收入，根据此类工具的到

期期间来确定税率

到期期间不满5年* 5

到期期间超过5年 1

子公司的分红、股权分配和净收入 0

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来源于交易的不动产或动产收益和所有其他

1.3.1节所列的总收入

7

交易外币、债券、衍生品和其他类似金融工具的净收益 7

* 如果上述工具规定的到期期间与实际到期期间不同，则以实际到期日为准。

（6）其他非银行金融中介（第122节）：在菲律宾从事业务的其

他非银行金融机构，来源于利息、佣金、贴现和其他税法规定的视为

总收入的项目，对其总收入适用5%的税率。但是，借贷活动产生的

利息、佣金和贴现和融资租赁所得，若到期期间不满五年，则适用5%

的税率；若到期期间超过五年，则适用1%的税率。

（7）人寿保险金（第123节）：在菲律宾从事任何种类人寿保险

业务的个人、公司或企业（除了纯粹的合作型公司或社团）就其所收

取的保费按照2%的税率征收比例税。无论该保费的支付是采用现金、

期票、债权或其他的现金代替物。但在收到保险金的6个月内基于回

避风险或其他原因向个人退款不计入应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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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外国保险公司的代理机构（第124节）：根据保险法授权在

菲律宾有权处理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为无权在菲律宾交易的外国公

司处理保险业务，应当支付两倍于本国保险公司的税款。

（9）娱乐业（第125条）和奖金（第126条）：对下列娱乐项目

的所有者、承租人或经营者，以及奖金获得者征收比例税的税率参见

表25。

表25 适用娱乐业和奖金的税率

项目 税率（%）

斗鸡场 18

歌舞厅、夜总会 18

拳击会，但是至少有一名菲律宾公民参与的，或由菲律宾公民推

动，或由菲律宾公民拥有60%以上资本的公司或社团举办的事关

世界或东方竞标赛的拳击会免税

10

职业篮球运动 15

回力球和赛马 30

从赛马中获得的奖金（为获奖者所获奖金扣除下注成本） 10

（10）通过本地股票交易所或首次公开发行交易上市股票（第127

条）：除非经证券经销商销售，每笔通过本地证券交易所交易、易物、

交换或处置的上市股票都要纳税，应纳税额为股票总售价或总价值的

0.6%，由转让方或卖方支付。[164]对于通过首次公开发行销售或交易

封闭型公司的股票，税率取决于所交易股票的总售价或总价值，或者

取决于所交易的股票占上市后全部流通股的比例，适用1%-4%不等的

税率。

[164]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39.



中国居民赴菲律宾投资税收指南

116

实施股票销售有纳税义务的股票经纪人，有义务代收税款，并在

收取之日起五个银行工作日内，将税款交到国家税务局。在股票采取

公开发行的情况下，公司的发行人应申报税款，并在股票上市之日起

30日内缴纳相应的税款。

2.6.2 单据印花税（Documentary Stamp Tax）

单据印花税的内容规定在《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七编中。

根据第173节，单据印花税的适用对象包括单据、文书、贷款协议，

以及证明接受、分配、销售、转移某一责任、权利或资产的文件。无

论这些单据的制作、签署、发行、接受或转让的地点何在，当权利或

义务是从菲律宾产生，或者财产位于菲律宾，并且该行为在菲律宾发

生，则就会在菲律宾产生缴纳单据印花税的义务。征收对象为上述文

件或文书的制作者、签字人、接收者或转移者。如果应税文件的其中

一方享有免税待遇，则由不享受免税待遇的另一方直接承担纳税义

务。

表26 各项印花税的税目和适用税率[165]

税目 税率（比索）

原始的债权凭证，包括债券、贷款协议、期票、

由政府或其部门发行的凭证和证券、类似存款、

债权凭证、存款证明和其他不要求立即付款的文

书

按发行价格每200比索征收2比索

有/没有票面价值的原始股份凭证 按票面价值每200比索征收2比索；如

果没有票面价值，则按照发行股票公

司实际收取的对价；或在股票红利的

情况下，每股所代表的实际价值。

销售、销售协议、买卖通知书、交付和转移账单、

义务凭证、股票凭证

按协议金额每200比索征收1.5比索

在菲律宾销售或转让在国外发行的债券、股票或

债务凭证

与在菲律宾发行、转让、销售的类似

工具适用相同的法定税率

[165]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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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或资本增益中利润或权益的证明 按协议金额每200比索征收1比索

银行支票、汇票、不产生利息的存款单和其他凭

证

每份3比索

与菲律宾境内有关的汇票 按票面金额每200比索征收0.6比索

在外国开具但可在菲律宾支付的汇票 按票面金额每200比索征收0.6比索

在菲律宾开具的外国汇票或信用证但可在菲律宾

境外支付

按票面金额每200比索征收0.6比索

人寿保险合同 基于被保险的价值确定：

不超过100,000的，免税；

100,000到300,000，单张20比索；

300,000到500,000，单张50比索；

500,000到750,000，单张100比索；

750,000到1,000,000，单张150比索；

超过1,000,000的，单张200比索。

财产保险合同 每收取4比索的保费征收0.5比索

养老金、年金或其他文书 按保费或分期付款或所收取的合同价

格，每200比索征收1比索

预先计划 按保费或所收取的缴款，每200比索

0.4比索

赔偿债券 按保费每4比索征收0.3比索

根据法律规定由海关、船舶检验员、公证人开具

的损害证明或其他文件，以及法律或政府规章规

定的证书

每份30比索

仓单收据 单张30比索

赛马、乐透奖或其他经授权的数字博彩 单张游戏券0.2比索，根据彩票费

用超过1比索的，对于超过的部分，每

1比索0.2比索

提单或收据（不包括租船合同，以及主要从事旅

客运输的公司的包含旅客陪同行李的票据）

货物价值超过100但不超过1,000比索

的为单张2比索，超过1,000比索的为

单张20比索

选举代理人 每份代理投票30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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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书 每份10比索

租赁协议的备忘录或

租赁或使用土地或公

寓或其部分的合同

（合同每年）

最初的2000比索 6比索

超过2000比索的每1000比
索或余数部分

合同期限内每年2比索

抵押贷款、土地、房

屋或财产的抵押和信

托协议

最初的5000比索 40比索

超过5000比索后，每5000
比索或不足5000比索的部

分

基于担保的数额，20比索

销售契约、不动产的

转让证书（不包括授

予、专利或政府的原

始证书）

最初的1000比索 15比索

对于每1000比索或其中部

分，超过1000比索

根据不动产的售价或公允价值或区域

价格中的最高者确定，每100比索的金

额征收15比索

船舶租用合同及类似

合同

大于1000吨 最初的6个月内1,000比索；之后的每

月或不足一月为100比索

1001吨至10000吨 最初的6个月内2,000比索；之后的每

月或不足一月为200比索

超过10000吨 最初的6个月内3,000比索；之后的每

月或不足一月为300比索

2.6.3 关税（Customs Duty）

进口商品需缴纳关税，特别附加关税包括反倾销税、反补贴税、

保障措施税和反歧视税，用于保护本国产业免受不公平竞争或不适当

的竞争。关税的纳税时间为商品从海关或保税仓库放行或取回时。进

口商品的价格基于交易价格确定并进行一定的调整。菲律宾关税法规

定了商品具体的分类及税率（通常在0%~30%之间），具体可见菲律

宾关税委员会制定的税率表。[166]东盟自由贸易协议（AFTA）的共同

执行关税优惠（CEPT）提供了比国内关税法更加优惠的税率。[167]

[166] Tarriff Commission
[167]EY:DoingBusinessin the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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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关税委员会的手续和规章的条件下，特定的进口商品可享

受免税：

（1）由在菲律宾注册的捕鱼船捕获或收集的水产品；（2）用于

本地的装备且用于船舶或航空器的救援和出口；（3）在菲律宾登记

或许可的船只或航空器在国外的维修费（不包括使用费），未在菲律

宾提供此类维修所需的适当的设备或此类船只或航空器受天气或其

他因素影响而在外国港口维修；（4）进入菲律宾用于维修、加工、

或在维修、处理或修整之后再出口的商品；（5）奖章、徽章、奖杯

或其他作为奖品而授予的小物品，或作为荣誉勋章而接受；（6）菲

律宾居民回国时属于其个人和家庭的用品；（7）旅客随行的衣物、

个人装饰品、梳妆品、便携的工具和设备、戏剧服装和类似财物；（8）

被政府雇佣的或为政府提供服务的外国顾问和专家（包括他的同事和

其家庭用品个人）的家庭用品和汽车。（9）属于来菲律宾定居的人

的专业仪器和设备，用于职业、工作或交易的工具、衣物、家畜以及

个人和家庭用品；（10）专用于公共娱乐、公共博览会或展览会或奖

项竞赛，且再出口的物品；（11）外国电影制片商在菲律宾直接且专

用于制作或拍摄电影，且再出口的物品；（12）外国大使、使馆和其

他外国政府机构官方使用的进口品，但是该外国也要给予菲律宾相关

机关类似的特权；（13）外国大使、使馆、领事官员和其他外国政府

代表用于个人或家庭使用的进口物品；（14）用于在贫困人群中免费

发放的且不用于营利的捐赠给已登记的救助组织的物品。

2.6.4 转让税（Transfer Tax）[168]

菲律宾地方政府对销售、捐赠、易货交易或者其他类型的转让不

动产产权的行为征税，最高税率为总对价金额或市场公允价格1%的

50%，如果总对价不能反映经济实质时，则适用市场公允价格。马尼

[168] Jude Ocampo-Corporate Taxation sec 8, Country Analyses IBFD (assessed 6 Ma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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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市在对不动产转让征税时可能会超过最高税率，但是不超过总价款

的50%（例如总价1%的75%）。

通过销售、交易本地上市的股票份额按照总销售金额或者总价值

的1%的1/2计算。通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适用税率为1%到4%（取决

于总价款金额），同样也对销售、交易以及换股或者其他转让征税。

菲律宾对转让债券不征收转让税。

2.6.5 赠与税（Gift Tax）[169]

任何人士，无论是否为菲律宾居民，都应在转让作为赠与物的财

产时征收、估税、征缴并缴付赠与税。无论该转让是通过信托或其他

方式，也无论该赠与为直接转让或间接转让，且无论该财产为不动产

或私人财产、是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都适用该税种。

一般情况下，每一纳税年度赠与税应纳税额的计算为该纳税年度

纳税人取得赠与物的总净值扣除25万比索的免征额后，乘以6%的税

率。任何候选人，政党或竞选党派联盟以现金或实物作出的任何捐助，

均应受修改后的选举法约束。[170]

在特定情况下的赠与可免征赠与税：

（1）由居民做出的赠与：向国家政府或其机关所建立的任何非

营利实体、或向所述政府的政治机关作出的赠与；以及向教育、慈善、

宗教、文化、或社会福利企业、机构、受信非政府组织、基金或菲律

宾裔组织或研究机构或组织进行的赠与，但受赠人不得将超过上述赠

与物 30%的部分用于管理目的。当赠与人为菲律宾公民或居民时，菲

[169]请见菲律宾税务局网站
[170]Congress of Philippine,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Section99(A)(B).

Republic Act No. 1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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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宾对赠与人所征收的税款，可与外国当局对其征收的任何性质和描

述相似的赠与税进行抵免[171]。

（2）由非菲律宾公民的非居民做出的赠与：例如向国家政府或

其机关所建立的任何非营利实体、或向所述政府的政治机关作出的赠

与；对教育及/或慈善、宗教、文化、或社会福利企业、机构、受信

非政府组织、基金或菲律宾裔组织或研究机构或组织进行的赠与，但

受赠人不得将超过上述赠与物 30%的部分用于管理目的。

第三章 税收征收和管理制度

3.1 税收管理机构

3.1.1 税务系统机构设置

3.1.1.1 国家税务局

菲律宾国家税务局（BIR）的主要职能和结构，规定在《国家税

务法典（1997）》第一编。根据该编的法律规定，BIR应当受财政部

的监管，其权力与职责应包含对所有国内税种、收费及费用的核查和

征收，并执行与之相关的没收财产、处罚和罚款，其中包括执行税务

上诉法庭和一般法院所裁决的有利于税务机关的判决。BIR可施行

《国家税务法典（1997）》或其他法律所赋予其的监督权和检查权。

BIR 下设服务管理司、项目管理司以及大型纳税人管理司（大户

司）。其中大户司是菲律宾税收征管的特色机构之一，菲律宾的国内

[171] Congress of Philippine,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Section101(A)(1)(2).
Republic Act No. 1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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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局将全国的大型纳税户，[172]都集中由大户司管理，大户司直接

由菲律宾税务局局长分管，在首都之外的一些地区设有分支机构。[173]

BIR 设有一位最高长官，即国家税务局局长（Commissioner of

Internal Revenue），并设有四位副局长（Deputy Commissioners），

这四位副局长分别管理法律组、运营组、信息系统组及资源管理组这

四个不同的部门。国家税务局局长对于《国家税务法典（1997）》享

有排他性的解释权，但这一解释权受财政部长的审查。国家税务局局

长被赋予的权力包括：决定具有争议的税务核查；国内税收、收费或

其他费用的返还；基于《国家税务法典（1997）》和其他法律实施的

处罚；以及由 BIR征管的部分。这些权力的行使受税务上诉法院的

排他性上诉管辖（exclusive appellate jurisdiction）。

BIR 组织架构图详见下图：[174]

图 2国家税务局组织架构图

[172]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二百四十七五节规定，“大型纳税人”的意思为

满足下列条件的纳税人：

1) 增值税 - 上一纳税年度中任一季度缴纳或应缴的增值税金额不少于100,000比索的

商业机构；

2) 消费税 - 上一纳税年度中缴纳或应缴的消费税金额不少于1,000,000比索的商业机

构；

3) 企业所得税 - 上一纳税年度中缴纳或应缴的年所得税金额不少于1,000,000比索的

商业机构；以及

4) 预扣税 - 上一纳税年度中预扣或汇缴的税款金额不少于1,000,000比索的商业机构。
[173]王红晓，新加坡、马来西亚及菲律宾三国税收征管的特色与借鉴，《特区经济》，

2010年第9期，第82-84页。
[174]Bureau of Internal Revenue –Department of Finance Approved OragnizationalSturcture

Executive Order no.3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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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地区税务机构

BIR在全国各地设置了地区办事处（Regional Offices）、税务区

域（Revenue Districts）以及地区数据中心（Revenue Date Centers）。

其中，地区办事处的管辖范围大于税务区域，一般来说，每个地区办

事处分管四至六个税务区域。

（1）地区办事处（Regional Offices）

为有效管理和执行税收征管，BIR在菲律宾国内设有9处地区办

事处。地区办事处主要负责评估和收集该地区管辖范围内纳税人的所

有税收、收费和费用的征管，并确保在区域办事处内适当有效地执行

BIR的政策和计划。各地区办事处下设法律处、评估处、稽征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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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处、人事处、调查处、文档处。地区办事处的地址、联系电话、负

责人详细信息均可在菲律宾国税局网站[175]查询。

（2）税务区域（Revenue District）

经财政部长同意，国家税务局局长可基于管理的目的，时不时地

将菲律宾划分为若干个税务区域，各区税务区域由一名税收地区官员

（Revenue District Officer）管理。税务区域的职责：为纳税人提供援

助和服务；预处理纳税人提交的表格，编码后整理关键信息；对税务

案件进行现场稽查调查；通过简易方法收取税款，有权在本辖区内没

收或征收财产。当前，BIR将菲律宾编为115个税收区域，各税收区

域办公地址、电话、管辖范围均可在菲律宾国税局网站[176]查询。

（3）地区数据中心（Revenue Date Centers）

地区数据中心负责各辖区的税务信息系统的运行与管理，确保税

务系统的可行性，各地区数据中心下设网络工程处和设施管理处。当

前菲律宾地区数据中心有吕宋一区（Calasiao）、吕宋二区（Quezon

City）、宿务/维萨亚斯区、棉兰老区。各地区数据中心办公地址、电

话、管辖范围同样均可在菲律宾国税局网站[177]查询。

3.1.2 税务管理机构职责

3.1.2.1 国家税务局的职责

国家税务局的职责规定在《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5节至第8

节。第5节[178]详细规定了国家税务局局长获取信息、传唤、检查和取

得证据的权力，为保障税收工作顺利进行，国家税务局可以向纳税人

[175]BIR, DIRECTORY, Regional Offices.
[176]BIR, DIRECTORY, Revenue District Offices.
[177]BIR, DIRECTORY,Revenue Date Centers,
[178]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1, Section 5.

https://www.bir.gov.ph/index.php/contact-us/directory/revenue-data-cent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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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与纳税有关的一切书证（包括纳税人的会计账册及其他基本情

况），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传唤、质证。第6节[179]则规定了国家税务局

有权实施税务核查与评估及因执行税务需要的其他权力，具体包括问

询由金融机构持有的银行储蓄账户和其他相关信息，税务代理人的认

定与登记，制定程序和证据方面的规则。此外，规范统一税收相关文

件的格式，包括申请表格、收据、认证证书以及税收支付确认书等，

也由国家税务局负责。

国家税务局也可依照财政部颁布的行政法令委托其下属单位行

使职权，但以下几项除外：(a）建议财政部颁布规章规定的权力；(b）

税务局税收条例的发布、现行条例的终止、废除或修改的权力；(c）

依本法204节A项和B项规定的减免纳税义务的权力；(d）确定消费税

计征对象。

3.1.2.2 各税收区域及其他税收机关的职责

税收地区主管（Revenue Regional Director）的权力与职责规定在

《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十节，[180]其中包括在所属区域实施法

律、政策和计划，并执行国家税法、法规和条例，签发授权书以检查

所在区域的纳税人等。各地区税务官员及其他国内税务人员确保税收

法律法规的实施和执行，对违法行为实施惩处。其中地区税务官在菲

律宾税收管理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主要职责是监督和检

查下属税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情况，并且通过地区行政官员以书面材

料形式向国内税务管理委员会报告下属工作人员的疏漏和违法违规

现象。其他税务官员负责本辖区内税款核查征收工作。各税务机关对

于违反法律的人有逮捕权，并有权扣押其财产。

[179]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1, Section 6.
[180]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1, Secti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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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税收征收代理机构及其职责规定在《国家税务法典（1997）》

第12节：[181]（1）关税管理委员会及其下属部门负责对各类进口商品

征收关税；（2）相关的政府部门及其下属机构负责资源税的征收；

（3）国内税务管理委员会可委托银行在适当的时机代收税款。

3.2 居民纳税人税收征收管理

3.2.1 税务登记

3.2.1.1 税务登记基本要求

税务登记原规定于《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236节，经共和

法令9337号修正案（RA No 9337）第19条修改后规定如下：

（1）在菲律宾的每一个纳税人都必须到所属的地区税务官处登

记，时间为就业后十日内、企业开业时或开业前、纳税义务发生前或

根据法典规定的填写税收申报表时，税务登记内容包括纳税人姓名、

类型、住所、行业和其他由税务局长要求的信息，税务局长应当简化

个体经营和/或专业人士的商业登记与税收遵从要求；[182]在菲律宾设

有总部、分支机构或其他设施的个人应当到所属的税务机关登记，就

本节而言，设施可能包括但不限于销售网点、生产地点、仓库或储存

场所。

（2）每年的登记费为500比索，应在注册后的每年一月份的最后

几天完成支付。对于收入仅为赔偿金的个人或合作社，无需缴纳登记

费。登记费应交到地区税务局指定的金融机构或者经本市或直辖市授

权的国库或金库；

[181]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1, Section 12.
[182]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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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一纳税人所承担的不同税负应分别登记；

（4）如发生纳税人主营业场所、营业地或分支机构的变更，纳

税人必须到税务登记机关填写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5）根据本条款，纳税人的应纳税种或其他相关细节发生变化

都应到税务机关去进行信息更新；

（6）注销登记。如果企业不复存在或当事人纳税义务已被免除，

则要到登记机关去办理注销登记。其中增值税纳税人申请注销登记条

件为：A.纳税人能证明其任意12个月内的总销售额或收入不超出了第

109条（A）款规定免税税额（1,500,000比索）；B.或纳税人在任意12

个月内不再从事贸易活动。注销登记在注销后下一个月生效。

（7）如果纳税人想要了解在下一年度其新开办的企业需要交纳

多少增值税，那么他可以到《国家税务法典（1997）》规定的地区税

务局去登记，并交纳一年的登记费；任何人只要其在任意12个月内的

总销售额或收入超出了《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109条规定的免

税数额，就应该在十二个月之后的十天内向登记机关进行缴纳增值税

登记并交登记费；

（8）增值税减免登记。任何未达到（G）款规定缴纳增值税条

件的人可自愿到所属的税务管理机构登记并申请增值税减免，登记后

的三年内不允许注销登记。

3.2.1.2 不同类型纳税人的登记要求

在菲律宾，根据其税法的规定，每一个纳税人都有自己区别于他

人的纳税人识别号码，在填写纳税申报表、核定计征税款，以及纳税

人与税收管理机构进行通信往来时，均必须使用该号码，据以鉴别纳

税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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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税人死亡的情况下，管理人或执行人应按《国家税务法典

（1997）》第236节规定重新登记遗产。非居民纳税人死亡情况下，

不动产的管理人或执行人应到不动产所在地税收管理机构注册，若管

理人或执行人未注册，不动产的所在地的税收管理机构应为其保留纳

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识别号具有唯一性，一个纳税人只能有一个纳税人识别

号。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275节规定，拥有多个纳税人

识别号的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对于不同类型的纳税人，BIR规定了不同的税务登记流程，投资

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登陆菲律宾国税局网站[183]查询。

表27 不同类型纳税人税务登记表格填写

表格编号 适用类型

BIR Form 1901[184] 个体经营和混合收益个人、从事贸易、商业、不动产、

信托的非居民

BIR Form 1902[185] 收入仅为赔偿金的个人（本地员工和外籍员工）

BIR Form 1903[186] 公司/合伙企业（包括政府持有或控股的企业）

BIR Form 1904[187] 一次性纳税人以及根据E.O.注册的人

（1）个体经营和混合收益个人、从事贸易、商业、不动产、信托

的非居民

①个人经营和混合收益个人

材料要求：由授权政府机构签发的任何身份证明（如出生证明、

护照、驾照、社区税务证明）、需有市长颁发的业务许可复印件或者

由当地政府单位颁发的专用税票（Professional Tax Receipt，PTR）、

[183]BIR, registration-requirements/primary-registration/application,
[184]BIR.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1901,
[185] BIR.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1902,
[186] BIR.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1903,
[187] BIR.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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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注册费支付证明 (Annual Registration Fee, ARF)、BIR Form

1906、本金收据/发票的最终及清晰样本。特殊行业如咨询、代理、

艺术和承销等，不需要PTR，但应有职业税票（Occupational Tax

Receipt，OTR）、已婚女士的结婚证、合同或公司证明、其他如租赁

合同、贸工部认证的注册商标名称等。非居民还需提供工作许可。特

许经营权持有人则还须持有特许经营许可证。

申请流程：完成表格BIR Form 1901及1906向所属的地区税务局提

交；向地区税收局授权的代理银行支付500比索登记费；支付印花税；

提交收据、发票及要求设置的账簿；地区税收局应告知纳税人相应权

利义务，并发放告知书及收据、发票和账簿。

时间要求：在开业前应当完成申请。起算点可以是纳税人第一次

交易，也可以是经营许可颁发或由当地政府发放的专业税票之日起30

天内。两者以时间较早的为准。

②不动产

材料要求：死亡证明和司法认定的复印件；其他材料，如租赁合

同、贸工部认定的注册商标名称等。

申请流程：完成表格BIR Form 1901向所属的地区税务局提交；

向地区税收局授权的代理银行支付500比索登记费。

时间要求：应在纳税申报前或者《国家税务法典（1997）》规定

的其他时间之前注册申请。

③信托

材料要求：信托协议；其他材料，如租赁合同、贸工部认定的注

册商标名称等。

申请流程及时间要求与不动产的规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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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入仅为赔偿金的个人

①一般个人

材料要求：国家统计局出具的出生证明或护照；如果妻子提出索

赔，需要有丈夫放弃要求额外豁免的权利声明；结婚证；若丈夫想要

从妻子处为被抚养子女获得额外豁免的特权，他应该先取消之前豁免

的特权，在纳税登记时，应另行提交登记更新表格，该放弃豁免特权

申请应当一齐提交至所属地区税收局；国家统计局出具的家属出生证

明（如果有）；

申请流程：完成表格 BIR Form 1902 与雇主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一并提交；将 1902 号表格提交到雇主所在的地区税收局。

时间要求：雇员应当在就业10日后完成申请。

②非居民个人或海外员工、船员

若申请人为非居民个人，材料要求为申请人的护照签证。若申请

人为海外员工(Overseas Contract Works，OCWs)[188]或船员，材料要求

为：显示姓名、地址、出生日期的出生证明或其他证明；护照与签证；

劳动合同。

申请流程：向申请人所属的地区税务局提交1904号表格及其他材

料。

时间要求：注册申请应在纳税申报之前或者《国家税务法典

（1997）》规定的其他时间之前。

（3）公司/合伙企业（包括政府持有或控股的企业）

公司/合伙企业等不同实体税务登记材料要求见表28：

[188]海外员工的具体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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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不同实体的税务登记材料要求

实体类型 材料要求

公司/合伙企业 在证券交易所注册的证书副本；

视情况而定的公司章程或者合伙企业合约条款；

市长颁发的经营许可，或者经市长授权有当地政府颁发的经营许可；

其他文件，如租赁合同；

合作社 经认证的合作发展局（Cooperative Development Authority，CDA）注册

副本；

合作章程；

政府机构 单位或机构的章程复印件；

业主委员会 房屋和土地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副本及委员会章程；

若登记机构为分支机构或设备类型，需要提供总公司出具供特定部门使

用的证明副本；

市长颁发的经营许可证或由市长授权颁发的营业执照申请书；

其他文件，如租赁合同

申请流程：向总公司及分支机构所属的地区税务局分别提交1903

号表格及其他材料；向授权代理银行支付500比索登记费用；支付印

花税；提交相关的账簿登记信息；地区税收局告知纳税人相应权利义

务；最终地区税务局发放告知书及收据、发票和账簿。

时间要求：公司和分支机构或其他设施应在纳税申报前或开始营

业之前完成登记申请，起算点为取得经营许可后30天内的第一次交

易，或者由证券交易委员会出具的登记证明（以较早时间为准）。若

该业主委员会为合作社的形式，印花税应当在当月最后五天内支付，

注册登记将在印花税支付到期之前完成。若为合伙企业、联合体、政

府机构，应当在法律规定的相关纳税申报、声明或宣誓之前完成注册

登记。

（4）一次性纳税人（无纳税人识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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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纳税人主要包括：有关股息、房地产的资本利得税支付人；

赠与税的负税人；房地产遗产税的负税人；[189]最终奖金税款的支付

人；车辆注册人等。

共同材料要求：国家统计局认证的显示有申请者姓名、地址、出

生日期、签名的身份证件或其他证件，显示信息还可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信息：驾驶证；菲律宾律师协会（Integrated Bar of the Philippines,

IBP）证件号；专业监管委员会（Professional Regulation Commission,

PRC）证件号；护照；若申请人是已婚女性，需有结婚证。

除以上共同材料，不同类型的一次性纳税人还需根据要求向不同

机构提交材料，提交材料及机构、时间要求详见表29。

表29 不同类型一次性纳税人特殊材料提交要求及登记机构

类型 特殊材料

要求

登记机构 时间要求

有关股息、房

地产的资本利

得税

出售票据 股息：卖方/出让人注册地所属的地区税务局

房地产：不动产所在地的地区税务局

应 在 纳 税

申 报 前 或

《 国 家 税

务 法 典

（1997）》

规 定 的 其

他 时 间 之

前。

菲律宾居民的

赠与税

赠与票据 不动产：不动产所在地的地区税务局提交

个人一般财产：捐赠者的住所地所属地区税务局提交

非菲律宾居民

的赠与税

地区税务局39号（Revenue District Office No. 39 –

South Quezon City）[190]

房地产遗产税

（死者死亡时

是菲律宾合法

居民）

被继承人

死亡证明

死者住所/享有永久居住权住所所属的地区税务局提

交

房地产遗产税

（死亡时不是

地区税务局 39号 Revenue District Office No. 39 –

South Quezon City

[189]房地产遗产税的适用包括死者死亡时是菲律宾合法居民；死者死亡时不是菲律宾居

民且菲律宾无管辖权，以及死者死亡时不是菲律宾居民且菲律宾享有管辖权。
[190]不区分物的属性，申请材料都应向地区税务局39号（Revenue District Office No. 39 –

South Quezon City）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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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居民且

菲律宾无管辖

权）

房地产遗产税

（死亡时不是

菲律宾居民且

菲律宾享有管

辖权）

遗产管理人注册地或者未注册时的遗产管理人居住

地所属的地区税务局

最终奖金税款 奖金证明 申请人所在地所属的地区税务局

车辆注册 二手汽车

时需出具

销售票据

申请人所在地所属的地区税务局 在 与 政 府

或 其 他 部

门 接 触 之

前 完 成 税

务登记

（5）根据E.O.98注册的人（确保拿到TIN能够与任何政府机关进

行交易）

材料要求：如果申请者是个人，则需提交由授权政府机构签发的

任何身份证明（如出生证明、护照、驾照、社区税务证明）、护照（如

果是不从事贸易或商业的非居民外国人）、结婚证（如果申请人是已

婚妇女）；如果申请者是非个人，则需提交证明非居民外国公司与扣

缴代理之间的交易文件（如银行认证、发票、合同等）。

申请程序：完成BIR Form 1904，并将其与所要求的文件一并提

交给对申请人居住地具有管辖权的地区税务局。

时间要求：应在与任何政府机构或机构进行交易之前完成并提交

申请。

3.2.2 账簿凭证管理制度

3.2.2.1 账簿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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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232节规定，[191]依法纳税的企业、

法人、合伙企业及个人应设立日记账和分类账。对于季度销售额、收

入、利润或产量不超过50,000比索的纳税人可使用经财政部授权的简

易会计账簿。企业、法人、合伙企业及个人的季度销售额、收入、利

润或产量超过3,000,000比索的，其独立注册会计师每年应对其账簿进

行审计和审查。[192]账簿的所得税报税表应附有妥善完成的账户信息

表（Account Information Form, AIF），账户信息表应包含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收入产出资产列表以及其中相关报表中的有关信息。除日记

账和分类账外，公司、企业、合伙或个人也应按规定设置明细账

（subsidiary books），明细账构成纳税人会计账簿的一部分，在账簿

保管、翻译、制作及检查上适用的规则与分类账和日记账一致。

账簿和凭证，应当使用英语或西班牙语登记。[193]未使用英语或

西班牙语的，纳税人需提供账簿和凭证的翻译版本，账簿登记者、纳

税人法定代表人、或者经理（纳税人法定代表人缺席时）应对账簿翻

译的正确性宣誓，翻译版本将构成上述账簿的一部分。在会计账簿中

不允许使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外的任何语言。

3.2.2.2 会计制度简介

2004年，菲律宾国会通过了第9298号法案（RRPUBLIC ACT NO

9298），[194]废除了第692号总统令，[195]是当前菲律宾规范会计制度的

主要法案，第9298号法案也被称为菲律宾会计法案（Philippine

[191]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IX , Chapter I, Section 232.
[192]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71.
[193]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IX , Chapter I, Section 234.
[194]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Congress of the Philippines Metro Manila,An Act Regulating

the Practice of Accountancy in the Phlippines, Repealing for the Purpose Presidential Decree No.
692, Otherwise Known as the Revised Accountancy Law, Appropriating Funds Therefor and for
Other Purposes.

[195]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规定，第692号总统令也称为《会计法修正案》，该

总统令内容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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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ancy Act of 2004）。第9298号法案主要规定了：1）会计教育

的标准；2）注册会计师考试；3）会计实务的监督、管理和规制。

会计专业监管委员会（The Professional Regulatory Board of

Accountancy）是菲律宾的会计制度监督管理机构，会计专业监管委

员会在专业监管委员会的监督和行政管理下，由主席和6名成员组成，

任期均为三年。另外委员会应从其成员中选出一名副主席，任期一年。

主席负责主持委员会的所有会议，若主席职位空缺，副主席应承担此

职责。

成为菲律宾注册会计师首先应该是菲律宾公民，除此之外，还应

满足以下条件：具有良好的道德品格；持有由教育部或其他政府机关

正式认可的学校、学院或研究所授予的会计学士学位证书；未受刑事

处罚。在满足以上条件后，经菲律宾会计专业监管委员会审查后，通

过注册会计师考试后，方能获得注册会计师资格。

3.2.2.3 账簿凭证的保存要求

《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235节规定，[196]所有账簿，包括公

司、合伙或个人的明细账薄及其他会计记录，都应自行保存。账簿凭

证保存期间为账簿记录的最后一项时间点至第203条[197]规定的最后

期限，账簿凭证应提交至国内税务局审查，就所得税而言，一个纳税

年度内只能审查一次，除非：（1）经税务局长认定的欺诈，违规或

错误；（2）纳税人要求重新调查；（3）预提税合规检查；（4）资

本利得税负债确认；（5）税务局长根据第5节[198]规定要求重新调查，

会计账簿调查场所应在纳税人公司所在地或者是国内收入局。

[196]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IX , Chapter I, Section 235.
[197]税务当局应当法律规定最后期限后三年内就纳税人的申报备案核查。在未经法院审

查下尚未对税款核查的应当在期满后开始办理：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申报备案，最后期限从

备案之日起算。申报备案在法律规定期限之前将备案日视为最后期限。
[198]国家税务局局长有获取信息、传唤、检查和取得证据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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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企业、合伙企业或退休人士须自退休之日起十天内或税务局

长在特别情况下准许的时间内，向税务机关提交其帐目帐簿，包括明

细账和其他会计账簿。解散的公司和合伙企业必须通知税务局长，在

消除任何税务责任之前不得解散。

除非有相反规定，免税组织或其他享受税收优惠个人或组织的会

计账簿、其他有关的记录都向国家税务局提交审查，以方便国家税务

局确定其是否符合免税或税收优惠政策条件及有关税负。

3.2.2.4 发票等合法票据管理

收据、销售发票和商业发票的签发原规定于《国家税务法典

（1997）》第237节，[199]该规定已被共和法令10963号修正案（RA No.

10963）第73节修改。现行的法令规定，凡在菲律宾从事商品交易、

运输和服务行业的纳税人，当其交易额在100比索以上时，就应该向

买方或接受服务方签发载明了交易日期、货物数量、单价和货物及服

务特征的发票，并至少留有副本。[200]但是，如果交易是支付租金、

佣金、赔偿金或赔偿费用，那么发票上必须载明：票据名称、交易种

类、支付方的地址。人工发票的原始发票由卖方在交易时交给买方，

并由其在开出票据后三年内进行保存，副本由卖方保留相同的期间。

《加速成长与扩大包容》税制改革法案在原《国家税务法典

（1997）》第237节的基础上新增了第237-A节，[201]规定建立电子销

售报告系统，要求从事货物与服务出口的纳税人及大型纳税人根据财

政部与税务局的规定，通过电子销售系统报告其销售与购买数据，对

该类数据的处理、使用与保密应符合共和国法案第10173号《数据隐

私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现行法令规定，在建立能够存储和

[199]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IX , Chapter II, Section 237.
[200]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73.
[201]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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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所需数据的系统之后，从事货物与服务出口、电子商务的纳税人

及增值税大型纳税人应当根据财政部要求发行电子发票以代替人工

发票，其余纳税人也可以使用电子发票。电子发票记录的留存要求与

人工发票的原始发票规定相同。税务局长可酌情免除该条款规定的有

关纳税人的义务。

关于收据或发票的印制，规定在第238节，[202]印刷合法有效的发

票须得到国内税收局的授权，并必须包括以下要件：经核准的连续编

号、票据名称、交易类型、纳税人识别号、当事人地址等。打印收据

或发票的所有人员用纳税人的日志/登记簿记录使用情况，日志/登记

册应包含：票据名称、个人或单位的纳税人识别号；发票序列号、数

量等。

3.2.3 纳税申报[203]

3.2.3.1 企业所得税

（1）申报要求

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二编第九章第52节，所有在

菲律宾负有纳税义务的企业（除了在菲律宾境内没有从事交易或经

营活动的外国企业，即非居民外国企业外），即国内企业和居民外

国企业，均应当按照《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二编第十二章的

规定，提交真实可靠的季度所得税申报表以及最终调整后的申报

表，各一式两份。其中：

[202]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IX , Chapter II, Section 238.
[203]关于所得税的申报和税款缴纳，规定在《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二编第九章至

第十三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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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所得税申报表应填写上一季度或前几个季度的所得税总

额以及累积的可扣除项（BIR表格1702Q[204]），并于每一纳税年度

（无论是日历年或会计年度）的前三个季度结束后的60天内提交。

最终调整后申报表（BIR表格1702[205]）涉及国内企业和居民外

国企业上一日历年或会计年度的总应纳税所得额，应于4月15日之

前，或会计年度结束后的第四个月后的第15天之前提交。

企业的年度申报表必须附有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和相关声明。除了

根据《财务报告标准》及其他被采用的标准或公约所揭露的事实之外，

财务声明的注释必须包含企业在纳税年度内支付或产生的税款及特

许权使用费的信息。纳税申报表必须由总裁、副总裁或该企业其他主

要管理人员提交，并由该管理人员、财务主管或助理财务主管进行宣

誓。

对于在本地证券交易所销售或交易股票取得资本利得的企业，

[206]以及准备解散或重组的企业所适用的特别申报要求，分别规定在

《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二编第九章第52节第（C）条和第（D）

条。

企业可选择用日历年或会计年度作为提交其年度所得税纳税申

报表的基础，但在未依据第47节的规定征得国家税务局局长同意之

前，企业不得变更其所采用的会计期间。若确有实情需要，国家税务

局局长可根据有关规定合理延长企业提交纳税申报表的时间。

除非国家税务局局长另行批准，季度所得税声明以及最终调整后

的申报表应提交至对提交企业的主要办公地或准备申报表所用主要

[204]BIR,Quarterly Income Tax Return BIR Form No.1702Q
[205]BIR,Annual Income Tax Return BIR Form No.1702-RT.
[206]此类企业应在每次交易完成之后的30天内提交纳税申报表（BIR表格1707）并于纳税

年度结束后第4个月的第15日提交该纳税年度内进行的所有交易的最终合并纳税申报表

（BIR表格 17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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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簿及其他数据的保存地有管辖权的授权代理银行，或税收区官员或

征收代理人，或经授权的市或直辖市财政局。

对于指定的纳税人，尤其是大型纳税人，必须通过电子填写进行

申报。在上一纳税年度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纳税人，即为国家税务局

所认定的“大型纳税人”： ①在任一季度已缴或应缴增值税金额不少

于10万比索；②已缴或应缴消费税金额不少于100万比索；③已缴或

应缴企业所得税金额不少于100万比索；④预扣或汇缴的税款金额不

少于100万比索。

（2）税款缴纳

税款总额应由纳税企业在提交纳税申报表时按照国家税务局局

长所规定的方式缴付，通常情况下，企业不能申请对税款进行分期支

付。具体来说，按季度申报的税款，可减去在前几个季度已支付或核

查的税额，并不得迟于纳税年度（无论是日历年度或会计年度）的前

三个季度结束后的60日内。[207]对于企业所提交的最终调整后的申报

表，若在所述纳税年度内缴纳的季度税款总和不等于该年度当年全部

的应纳税所得额所应缴的总税款，则企业应当：①缴纳未付税款余额，

②向后结转超额税款，③依情况抵免或返还超额支付的税款。若企业

享有季度估算所得税超额部分的税收抵扣或退税，其最终调整后的申

报表上所显示的超额部分可向后结转并同下一纳税年度中的应税季

度中所估计的应付季度所得税额相抵扣。一旦做出这一选择，该选择

在该纳税期间内应视作不可撤销的，且任何关于现金退税或纳税抵免

证明的申请都不会得到批准。[208]

对企业在非本地证券交易所销售或交易股票取得的资本利得征

收的税款总额，应在纳税人提交纳税申报表之日交付。

[207]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XII, Section 75.
[208]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Chapter XII,Section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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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提税

非居民外国企业无需填写纳税申报表，对其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

所得征收的所得税，以居民付款人进行预提的方式缴付。在最终预提

税制度下，由扣缴义务人预扣的所得税金额即为全部及最终的所得税

金额。根据第58节第（A）条的规定，最终预扣税的纳税申报表（BIR

表格2307[209]）应在各日历季度结束起的25天内提交并缴付税款，而

可抵扣预提税的纳税申报表的提交以及税款的支付不得晚于预提税

款所在季度结束后次月的最后一天。除国家税务局局长另行同意，由

扣缴义务人预提的税款，应通过纳税申报表进行申报，并提交至扣缴

代理人合法居住或主要经营地，若扣缴义务人为企业时为其主要办公

地所在的城市或自治市的授权财务主管处。

预提所得税税款由扣缴义务人在提交其纳税申报表时缴付。对于

欠缴应纳税额或拖欠应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应缴纳罚款与滞纳金。

除此之外，对于被要求预提并汇缴任何本法所征收税款的人士有意不

预扣、计提并汇缴该税款，或以任何形式帮助、教唆偷逃税款或缴费

的，应额外缴纳等同于其未预扣、或未计提并汇缴税款总额的罚款。

《加速成长与扩大包容税收改革法案》在第58节新增规定，应当

提交最终和可扣除的预提税的纳税申请表，并且付款不得迟于进行预

提的季度结束后的下一个月的最后一天。[210]

3.2.2.2 个人所得税

（1）申报要求

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二编第九章第51节，提交个人

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一式双份）的主体包括：①居民公民：就其来源

[209]Certificate of Creditable Tax Withheld at Source BIR Form No2307,
[210]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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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境内和境外的所得；②非居民公民：就其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所得；

③居住于菲律宾的外国人：就其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所得；④在菲律

宾境内从事交易或业务的非居民外国人：就其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所

得。

下列个人则无需提交所得税纳税申报表：①未在菲律宾境内从事

交易或经营活动的外国个人；②根据个人所得税税率，其应纳税收入

不超过25万比索（P250,000）的个人，（Sec.13（2）（a）（5）（A）

（B）（C）（D）（E））但菲律宾公民与在菲律宾从事经营或职业

活动的外国人，无论其总收入数额多少，均应提交所得税申报表；③

取得来源于菲律宾的基于服务获得纯收入的个人，其所得税已基于第

79条的规定以正确的方式代扣代缴。除非取得收入的个人在纳税年度

里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雇主那里取得所得，则应进行所得税申报；

④第22节第（H）条所界定的“最低工资取得者”或免于缴纳所得税的

个人；⑤取得的唯一收入已按照第57节第（A）条的规定缴纳最终预

提税的个人。

尽管如此，无需提交纳税申报表义务的个人仍然可能基于财政部

长参考国家税务局局长意见后颁布的法规及条例的规定，而被要求提

交申报表。

所得税申报表（ITR）应以纸质表格或电子形式，最多包含四页，

并且只包含以下信息：①个人简介和信息；②根据本守则规定提供服

务补偿收入，从事贸易或经营业务或从事专业工作的总收入，但不包

括最终税收的收入；③依法可扣除额；④应纳税所得额；⑤应付所得

税。（Sec.13.(2)(a).(5)(A)(B)(C)(D)(E)）

关于提交地点，除了国家税务局局长另行允许，纳税申报表应提

交至该纳税人法定居住地或主要营业场所地所在城市或自治市的授

权代理银行、税收区官员、征税代表或经授权的财政主管。若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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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并无法定居住地或主要营业场所地，则应提交至国家税务局

局长办公室。

关于提交时间，一般情况下，个人纳税人应在每年的5月15日

（Sec.20(A)(B)）或之前提交上一纳税年度的纳税申报表。对于通过

销售或交易未在本地证券交易市场上市的股票的个人，应在每次交易

后的30天内提交纳税申报表（BIR表格 1707[211]），并在每年4月15

日或之前提交一份最终合并申报表（BIR表格 1707-A[212]）涵盖上一

纳税年度所有的股票交易。根据第24节第（D）条的规定销售或处置

不动产的个人，应在每次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之后的30天内提交纳

税申报表（BIR表格 1706[213]）。从事贸易与业务的个人应在每一纳

税年度第三季度结束后的60天内填写季度所得税声明（BIR表格

1701Q[214]）。其最终修订申报表（BIR表格 1701[215]）必须在每年4

月15日或之前提交。对于上述申报时间，若确实存在合理事由，国家

税务局局长可根据有关规定合理延长其提交时间。

仅获取工资报酬的雇员，其本年度从菲律宾雇主处获取的工资报

酬，不论其数额多少、该所得税已被该雇主正确代扣代缴（扣税额等

于税款）的，无需提交年度所得税申报表。由各雇主提交、并由BIR

正式盖章的“扣缴通知书”等同于雇员提交的所得税申报表。

另外，第51节还专门规定了适用于某些特殊主体的申报机制，例

如已婚人士、父母与取得收入的未成年子女，以及伤残人士。

（2）税款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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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薪金税由雇主代扣代缴以外，其他应纳税款应由纳税人在提

交纳税申报表时缴付。当个人应纳税款超过2,000比索时，个人可以

选择分两期等额缴付税款，其中首期付款应于提交纳税申报表时缴

付，而第二期应于日历年结束后的10月15日（Sec.16(A)(2)）或之前

缴付。若在规定的付款日或之前未能缴付任何分期款，所有未付税

款将全额到期，且还需支付因拖欠税款所产生的罚款。

（3）雇主的代扣代缴义务

每位雇主在进行工资支付时都应根据财政部长颁布的法规及条

例，确定所支付工资应预提的税款并予以扣除。但是，当个人的总报

酬所得额未超过法定最低工资或每月5,000比索（二者中的较高者），

则不需扣缴任何税款。

除非国家税务局局长另行准许，雇主为雇员代扣代缴的税款应通

过一份申报表列明，并提交到雇主的法定居住地或主要营业场所地所

在城市或自治市的授权代理银行、税收区官员、征税代表或经授权的

财政主管。

雇主应于各日历季度结束后的25天内提交申报表并缴付税款。出

于保护政府利益的必要性，基于财政部长的许可，国家税务局局长可

要求雇主以更频繁的方式缴付或缴存所扣除并预提的税款。国家税务

局局长可根据财政部长所颁布的法规及条例，合理地延长雇主提供及

提交纳税申报表的期限。

雇主有义务预提并汇缴正确的税额。若雇主未能正确预提并汇缴

税款，该税款将连同相关罚款或其他因未能预提并汇缴税款而适用的

附加款一并向雇主进行征收。

3.2.3.3 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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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应缴付增值税的主体应在每个指定纳税季度结束后的25天

内就其当期的总销售或总收入金额提交季度纳税申报表(BIR表格

2550Q)。对于通过电子申报纳税的主体，另行规定截止日期。但是，

所有增值税登记人都应按月缴付增值税。

被取消增值税登记资格的人士，应在其登记资格被取消的25天内

提交纳税申报表并缴付未付税款，但纳税人仅需为其主要经营场所或

总部及所有分支机构提交一份合并纳税申报表。

除国家税务局局长另有规定，增值税申报表应提交至位于菲律宾

境内该纳税人登记或被要求登记的税收区内的城市或自治市的授权

代理银行、税收区官员或经授权的财政主管，并缴付相应税款。

对于以下产品需预缴增值税税款：精糖的销售、面粉的销售，及

自然生长与种植的木材产品的销售。

3.2.3.4 比例税

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五编第128节，负有缴纳比例

税的主体应在每一纳税季度结束后的25天内提交季度申报表（BIR表

格 2551Q[216]），报告其当期总销售额、总收入或总收益金额，并同

时缴付应纳税款。在某一主体的增值税登记被取消且负有缴纳比例税

义务时，比例税的计征从登记取消之日起算。结束经营比例税应税活

动的主体应通知离其最近的国内税收官员，并在其结束经营后的20

天内提交申报表，并同时缴付应纳税款。

国家税务局局长可根据法规及条例：（1）在考虑了销售额总量、

经济情况、充分的安保措施以及其他本法的相关规定要求提交的有关

信息后，规定可准许特定类别的纳税人遵照除上述规定的提交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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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之外的申报期间；（2）规定除原规定的比例税缴付方式及时间

之外的方式及时间，包括预缴税机制。

当发现某主体并未开具收据或发票，或并未提交申报表，或有理

由相信账簿或其他记录并未正确地反映所作的声明时，国家税务局局

长在考虑了其他类似情形下参与类似营业活动的主体的销售情况、收

入或其他应税税基后，可以核定最低的总收入额、销售额以及应税税

基。这一数额从表面上看应能够正确地反映该主体的税负。

除国家税务局局长另有规定，负有比例税缴纳义务的主体可选择

分别在其各分支机构或经营场所提交申报表，或为其所有分支机构或

经营场所提交一份合并申报表，该申报表应依情况提交至所述经营或

主要经营场所位于的城市或自治市的授权代理银行、税收区官员、征

收代理人或经授权的财政主管。

3.2.4.5 消费税

（1）国内商品消费税的纳税申报和缴纳

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六编第129节，负有缴纳消费

税义务的主体应在所规定的各个生产地分别提交申报表，列明将要转

移的产品描述、质量或体积，适用的税基以及应纳税款。对于本国石

油、天然气或液化天然气，消费税应由进行本地销售、易货或交易的

首个买家、购置人或受让人缴付，而出口商品的消费税应由有采矿权

的所有者、承租人、特许权获得者或经营者缴付。若本国产品被转移

出生产地时未缴付税款，则该产品的所有者或占有人有义务缴付应纳

税款。

除非另经特别准许，在本国产品离开生产地之前，制造商或生产

者应提交纳税申报表并缴付消费税。一般情况下，申报表应提交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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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的代理银行、或税收征收官员、或菲律宾境内经授权的市政或自

治市财政主管。

财政部长基于国家税务局局长的建议，可通过法规及条例规定：：

①在考虑了转移的数量、充分的安保措施以及其他本法的相关规定要

求提交的有关信息后，可准许特定某种或几种类别的纳税人适用除上

述规定的提交申报表时间之外的申报期间；②在预缴税、预缴押金或

类似机制项下，其他缴付消费税的方式及时间。

（2）进口物件的消费税申报和缴纳

根据第131节的规定，进口物品的消费税应由所有者或进口商，

或由除法定享有免税人士之外免于缴纳消费税的物品占有人依据财

政部的法规，在从海关库房释放该物品之前向海关官员缴付。对于由

享有免税的人士、实体或代理机构带进或进口至菲律宾境内用于销

售、转让或交易给非免税人士或实体的免税物品，购置人或接收人应

被视作进口商，有义务缴纳该进口所应纳的关税及国内税款。

针对不同的商品，消费税的纳税申报表有以下几种：酒精制品消

费税申报表（BIR表格 2200-A[217]），矿物制品消费税申报表(BIR表

格 2200-M[218]）,石油制品消费税申报表（BIR表格 2200-P[219]）,烟草

制品消费税申报表（BIR表格 2200-T），汽车和非必需商品纳税申表

（BIR表格 2200-AN[220]），甜饮料消费税申报表（BIR表格2200-S[221]）

等。

3.2.3.6 单据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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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七编第200节的规定，就应税

文件依法缴纳单据印花税的主体，应根据财政部长参考国内收入总局

局长的意见后颁布的法规及条例的规定，提交纳税申报表并缴纳税

款。

除非财政部长颁布的法规及条例另有规定，否则单据印花税的申

报表（BIR表格 2000[222]）应在应税票据制作、签署、开立、接受或

转让的月份结束后的5天内提交，相应的税款应在上述申报表提交时

一并缴纳。然而，税款的缴纳也可以通过购买和实际添附，或通过打

单机在应税票据上印花时进行缴付。

除非国家税务局局长另行准许，单据印花税的纳税申报表和应纳

税款应通过对纳税人的居住地或主要经营所在地有管辖权的税收区

办公处所在管辖范围内的授权代理银行进行提交或缴纳。在没有授权

代理银行的地区，申报表应提交至纳税人的法定居住地或主要经营所

在城市或直辖市的税收区官员、征税代理、或经授权的财政官员处。

3.2.3.7 关税

一般商品在进入海关时需在海关办公室办理报税手续并缴纳关

税。关税的申报具体由《菲律宾关税与海关法》调整。

3.2.4 税务检查

3.2.4.1 纳税评估

（1）法律依据

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六节的规定，纳税人依据法律

要求提交了纳税申报表后，国家税务局局长或其授权代表可能会授权

对纳税人的检查，并评估税款的准确金额，若是未提交纳税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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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难逃被国家税务局局长检验这一程序性规定。国家税务局局长或者

其授权代表在核查纳税人的申报金额时，有权检查纳税人的账簿、文

件、记录或者其他与纳税人相关的数据或者调查材料，并传唤纳税人

或者有保管账簿权限的雇员到场参加。若纳税人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

交报告，或有理由相信该报告有误或不完整，国家税务局局长应按照

可获取的证据评估合适的税额。若纳税人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纳税

申报表或其他材料，或是恶意提供错误的材料，国家税务局局长应基

于其认知以及可以搜集的证据和信息制作或修订申报表。当存在纳税

人有退出应税行业、准备离开菲律宾或将其财产转移、隐匿、变卖的

行为时，或纳税人曾经或正在实施阻碍征税工作的行为时，税务管理

委员会有权宣布该纳税人的应税期限，并有权发出纳税通知，要求其

在指定的期限内缴清过去所拖欠的税款以及现在应缴的税款，以及不

缴纳税款应受的处罚；

（2）评估程序

①初步评估通知（Preliminary Assessment Notice，PAN）

在2013年之前，当税务检查人员完成审计和调查后认定纳税人有

纳税义务时，需通过书面报告通知纳税人相关决定。如果纳税人对于

该报告的部分或全部内容持有异议，则税务检查人员必须通知并邀请

纳税人参加非正式会议（InformalConference）以便陈明自己的观点。

自2013年后，税收地区官员要求纳税人参加非正式会议的规定已经被

取消。国家税务局不再发布非正式会议通知。[223]在案件审核和评估

之后，评估部门若有充分的依据和基础认为纳税人税款缴纳不足，将

下发PAN。PAN必须详细说明评估所依据的事实、法律、规则以及相

关条例。纳税人可以在15日内对PAN提出异议。

[223]BIR, Amending Certain Sections of Revenue Regulations No. 12-99 Relative to the Due
Process Requirement in the Issuance of a Deficiency Tax Assessment, Revenue Regulation
No.18-2013, Nov. 28,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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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PAN并非必经的法定程序，在某些情形下，税法

规定可不用发布PAN而直接由菲律宾国家税务局发布最终评估通知

（Final Assessment Notice, FAN）：(a)当发现出现的欠税是由于纳税

申报表中计税的计算错误；(b)当预税款与代扣代缴人实际汇回的金

额之间有差异时；(c)当某一纳税人选择就某个纳税期间内就超额抵免

的预提税主张退税或抵扣时，若认定该纳税人已将同样数额税款向后

结转并自动在下一年度的纳税季度中申请与预估税负相抵扣；(d)当

应缴纳消费税的物品未缴纳消费税时；(e)当享有免税待遇的主体在本

地购置或进口的物品，例如但不限于机动车辆、资本设备、机器及备

件，被销售、交易或转让给非免税人士时。[224]

②正式缴税函（FLD）与FAN

自收到PAN之日起，如果纳税人未能在15日内回应，那么将被定

性为拖欠税款，国家税务局将在规定期限内下发正式缴税函（Formal

Letter of Demand, FLD）和FAN。[225]FLD与FAN必须陈述评估所依据

的事实、法律、条例或法律框架，否则评估将被视为无效。[226]FAN

如果超过规定期限后才下发，将被视为无效通知，除非在规定期限内

纳税人已经进行相应整改。同时，在收到评估结果之日起，纳税人仍

然有30天时间可以提出异议要求再评估或再调查，在提交异议请求的

60天内，需要提交所有相关的证明资料，否则该纳税评税将作为最终

结果。如果纳税人未能提交支持其异议的具体事实依据、相关法律规

定以及证据，那么纳税评估将具有终局性。另外，如果纳税人仅针对

FLD与FAN中的部分税款税目提出异议，那么对于没有争议的剩余部

分，纳税人应当继续缴纳。

[224]BIR, Amending Certain Sections of Revenue Regulations No. 12-99 Relative to the Due
Process Requirement in the Issuance of a Deficiency Tax Assessment, Revenue Regulation
No.18-2013, Nov. 28, 2013. Section 3.1.2.

[225]Revenue Regulation No. 18-2013, Section 3.1.1.
[226]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VIII , Chapter III, Section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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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纳税人的申诉被全部或部分驳回、或在提交资料的180天内未

收到回应，则受到该决定或不作为不利影响的纳税人可在收到该决定

的30天内，或从180天期间结束之日起向税务上诉法院提请上诉，否

则该决定将成为最终、待执行且可请求的决定。[227]如果国家税务局

局长在自纳税人提交全部文件之日起的180天内未采取任何措施，那

么纳税人可以在180天期间结束后的30天内可向税务上诉法院提出申

请要求审核；或者继续等待国税局局长对纳税评估的最终决定，并在

收到此决定副本之日起30日内向税务上诉法院提出上诉。[228]

③ 对 争 议 性 评 估 的 最 终 决 定 （ Final Decision on Disputed

Assessment，FDDA）

在纳税人提出行政异议后，国家税务局局长或其授权代表应在

180天内针对纳税人的异议请求发布FDDA。2016年6月13日，菲律宾

财政部和税务局发布了税收备忘录命令No. 26-2016[229]（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No.26-2016），专门制定了处理争议性税务评估

以及发布FDDA的政策和指南。

根据该税收备忘录命令，无论纳税人的异议是否被部分或完全接

受或驳回，税务机关均应通过发布FDDA告知纳税人对其提出异议的

决定。再调查的申请仅适用于纳税人对FAN和FLD提出异议。在发布

FDDA后，纳税人就不能申请再调查作为寻求救济的途径。在纳税人

提请重新考虑并提交异议书后的180天内，或是纳税人提请再调查申

请的60天提交相关材料期间结束后，如果税务机关未能对异议采取措

施，并且纳税人在180天后的30日内向税收上诉法院提起上诉，则税

务机关应发布FDDA。

[227]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VIII , Chapter III, Section 228.
[228] Simon Whitehead, the Tax Disputes and Litigation Review, Law Business Research Ltd,

February 2015.
[229]Department of Finance & BIR,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in Handling Disputed

Assessments, 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No.2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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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FDDA发布以后，纳税人可以选择部分或完全接受并履行纳税

评估决定。如果FDDA是由税务总局局长的授权代表签发，纳税人应

当自收到FDDA后30日内向税务总局局长提交重新考虑的动议，或向

税务上诉法院提起上诉。向税务总局局长提请重新考虑或是向法院提

起上诉，不应使纳税人失去选择自愿履行税务评估决定的机会。

在下列情况下，税务评估结果将作为终局性的、具有执行力的决

定：A.纳税人未能在接到FLD和FAN之日起30日内提出有效的异议申

请；B.纳税人未能在提出再调查申请之日起60日提交相关的证明材

料；C.纳税人未能在接到国家税务局局长授权代表签发的FDDA之日

起30日内向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或税收上诉法院提出上诉；D.纳税人未

能在接到国家税务局局长签发的FDDA之日起30日内向税收上诉法

院提出上诉；E.纳税人未能依据现有的法律和程序及时提交申请重新

考虑的动议，或起诉到上级法院，或未能向税务上诉法院全体法官共

同审理（CTA En Banc）或最高法院提起上诉；F.纳税人未能收到评

估通知，其原因是纳税人的实际地址与其在税务登记系统登记的地址

不符，由于纳税人在变更其地址或停止经营活动后，未能及时更新其

在税务机关的登记地址或注销其登记注册。

（3）评估期限

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203节[230]规定，除了第222节

另有规定外，对于国内收入税的纳税评估，应在法律规定提交纳税申

报表的最后一天后的三年内进行，在此期间结束后对于该笔税收的征

纳并未进行纳税评估的不得开始法律诉讼程序。但是，对于在法律规

定期间之外提交纳税申报表的，该三年的时效期间应自纳税申报表提

交之日起算。根据第222节，对于企图通过造假或伪造的申报表逃税

或未能提交纳税申报表的情况，时效将延长至在发现造假、伪造或遗

[230]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VIII , Chapter I, Section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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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信息的10年内进行纳税评估，或通过法庭诉讼来征收的税款无需经

过纳税评估即需提交。

根据第223节的规定，若发生下列情形，税务审计追征期间应当

中止，在中止期间以及此后的60天内国家税务局局长不得进行纳税评

估，或进行扣押，或在启动法庭诉讼程序：A.当纳税人请求重新调查，

且得到国家税务局局长的允许；B.当不能按照纳税人在其填报的纳税

申报表中的地址找到该纳税人；C.当扣押或扣缴令正式送达纳税人、

其授权代表或有民事能力的家庭成员之一时，无法确认其财产；D.

当纳税人位于菲律宾境外。

3.2.4.2 税务稽查

国内税务管理委员会是税务稽查的主要机关，国内税务管理委员

会有权制定当事人在申报纳税义务时应遵守的相关规定。这些规定将

能保障税款核定和税务稽查工作的顺利展开，确保税务机关得到较为

真实的核定或稽查结论。

税务局对所得税税款的核查规定在《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

56节，当税务局对所得税申报表核查时，发现少报或漏报税款时，应

当责令纳税人补缴差额税款。

3.2.4.3 税务审计

（1）概述

税务审计和评估程序以国家税务局发布的当局邮件（Letter of

Authority, LOA）作为起始。当局邮件是一种官方文书，其内容包括

经授权的税务审计人员对纳税人相关年度的账簿以及会计凭证进行

调取和检查，找出可能存在少缴税的情况并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需

要注意的是，所有的税务审计或对纳税人的调查必须由国家税务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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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或者其地区长官发布授权书后方可执行，否则该审计或调查无效。

接受授权书委托的税务审计人员必须自发布授权书之日起120日内完

成审计并提交一份《税务审计报告》。如果《税务审计报告》未能在

120日内完成，那么授权书将失效并需由国家税务局重新发布。

（2）审计对象

菲律宾国家税务局局长在制定年度审计项目时，会规定审计对象

的筛选标准，被纳入审计范围的纳税人主要分为四类：①强制性审计

的情形；②最优先审计的纳税人；③其他优先审计的纳税人；④基于

税收地区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这四类税务审计的情况如下：

①强制性审计的情形

A.主张所得税退税款或税收抵免结转额度超过10万比索，以及全

年销售收入超过1000万比索（在某些案件为500万比索）的纳税人，

税务机关将审计或调查其所有相关年度的国内收入所涉及的相关纳

税义务。

B.纳税人在纳税年度末申请增值税退税或者申请税收抵免额度

超过10万比索的，税务局将会对相关年度的增值税应纳税额进行审计

或调查；

C.当经营中的总销售或总收入或者总遗产不超过1000万比索（在

特定案件中为500万比索）时，遗产税申报连同其他税收义务；当总

遗产超过1000万比索（在特定案件中为500万比索）时，遗产税申报

不含其他税收义务；

D.对于总资产或总销售额超过1000万比索的企业终止经营，将审

计或调查前一年度以及终止经营年度所有相关的国内纳税义务，并要

求纳税人提供完税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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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总资产或总销售额超过100万比索的公司进行合并、分立以及

其他形式的企业重组，将审计或调查公司重组前一年度以及公司重组

年度的所有国内收入纳税义务，尤其是公司重组后原公司注销的情

形。

②最优先审计的纳税人

最优先审计的纳税人是指总销售收入超过500万比索（特定案件

为300万比索）的下列主体：评估中心；经职业教育和技术发展局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Skills Development Authority, TESDA）认证

的企业；健康服务提供者；医院；护理学校；餐厅，餐饮服务业；建

筑公司；从事租赁业的纳税人；未上市非营利公司或组织及基金会；

合作社；从事借贷业务的投资人；[231]典当行；不动产开发商；酒店

以及其他旅游相关设备，包括度假村运营商；零售贸易；农产品经销

商以及提供商；物流提供者；[232]政府机关、机构、地方性政府以及

国营公司的承包人；纳税人未能按要求提交至少一个季度的销售和采

购清单；

③其他优先审计的纳税人

A.在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中填写零申报，经初步审查发现

企业存在经营活动，并且其营业规模已达到了税务审计的程度；

B.应当缴纳所得税的纳税人实际税负不到总销售额的2%，或者

增值税应缴税额不到总销售额的3%；

C.纳税申报显示企业亏损或者在纳税申报中没有应税收入；

[231]根据菲律宾法律规定，从事借贷业务的投资人是指：除银行以外，非银行金融中介，

金融公司以及其他并不具有类似银行的职能的金融中介，为它们自身或者其他投资人融资。
[232]例如码头装卸，货运，快递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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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根据各地税收地区所的统计名列全国纳税前20000名的私营企

业；

④基于税收地区官员的自由裁量权

税收地区官员可以对未纳入年度评审计划书范围的纳税人进行

审计，但是其筛选候选人总数不得超过该年度将被执行税务审计的纳

税人总额的25%。[233]

（3）纳税人提交的书面文件

在税务审计或调查取证过程中，税务审计人员通常会检查纳税人

提交的书面文件。税务审计人员需要验证纳税人的纳税申报中各应税

项目的数额以及其使用的税率是否正确，纳税人财务报表中申报的成

本费用是否属实，并决定纳税人申请的抵扣是否适当且为税法所允

许。

以下是在税务审计期间纳税人应提交的文件证明：①之前纳税人

收到的授权书或者税务审计通知；②相关审计年度的包含审计财务报

表等附件在内的所得税纳税申报表；③前一年度的包含审计财务报表

等附件在内的所得税纳税申报表；④包含银行正式收据等附件在内的

按季度所得税申报表；⑤按月度和年度的预提税信息申报表；⑥按月

度和季度的增值税申报表；⑦单据印花税的完税凭证；⑧体现名义账

户以及真实账户月总额的工作文件；⑨试算平衡表；⑩租赁合同或协

议的副本；○11最后一次提交给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的综合信息汇总表

的副本。

另外，税务审计人员还会采取实地审计的方式，对纳税人的总账、

销售和采购账簿、子公司的销售和采购账簿、销售发票以及其他票据，

转账凭证以及其他相关记录进行检查。

[233]Baker&McKenzie, Handling Tax Controversy in Philippines, 2013, p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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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税务代理

3.2.5.1 菲律宾对税务代理的规定

为规范税务代理行为，授权税务代理机构及代理人从事相关税务

代理活动，财政部和国税局于2006年共同发布了2006年第11号税收条

例（Revenue Regulations NO.11-2006）[234]。根据该条例，税务代理机

构或税务代理人的业务范围包括：根据税收法典或条例规定，参与税

收日常管理、证明、审计、申报备案及出具其他报告；有权参与税务

调查、提出异议、请求退款或获取税收优惠；可代表纳税人出席会议、

听证，并处理纳税人涉税事务。

菲律宾税务代理认证协会（The Accreditation Boards）是BIR下属

处理各项税务代理申请业务的专门机构，包括税务代理的资格认证、

停职及资格撤销。税务代理认证协会分为国家税务代理认证协会

（Revenue National Accreditation Board，简称RNAB）和地区税务代

理认证协会（Revenue Regional Accreditation Board，简称RRAB）。

从事税务代理的税务代理人、税务事务所或者其他代理人都应在税务

代理认证协会认证，已在菲律宾会计师协会和证券交易所认证的代理

人或事务所无需再次认证，但仍应缴纳认证费用。

除专业税务代理人外，在出具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个人在以下情

形也可从事部分税务代理活动：代理家庭成员的税务事务；代理雇主

的雇员；公司职员；受托人、委托人、监护人、管理人、执行人以及

信托、管理、监护等机构职员；政府单位、机构或部门职员，或者基

于其职责代表政府单位、机构或部门。

[234]BIR, Consolidated Regulations on the Accreditation of TaxPractitioners/Agents as A
Prerequisite to Their Practice or Representation Before the Bureau of Internal Revenue and
Further Simplifying and Superseding Revenue Regulations No.15-99(REVENUE
REGULATIONS NO.11-2006), June 15, 2006,



中国居民赴菲律宾投资税收指南

157

（1）税务代理机构及代理人的资格申请

申请成立税务代理机构或成为代理人，除了专业能力、资质及品

德的考量外，申请人还需满足以下条件：

①税务代理人：取得经专业委员会出具的注册会计师资格；不具

有注册会计师资格，须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以上，或经教育部认可的艺

术、商业及管理学士学位且有18个月以上从业经验；经两名以上菲律

宾律师或者注册会计师推荐；未受刑事处罚；必须是菲律宾公民。

②一般税务合伙：合伙人需符合税务代理人申请条件；该合伙机

构已在证券交易所注册。

③其他从事会计或税务的公司实体：需在证券交易所注册，主要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应当符合税务代理人申请条件。

根据2010年发布的No.4-2010税收条例，对所有认证申请，RRAB

和RNAB应验证申请人的资格以及所需文件的完整性。如果确定申请

是完整的，并且发现申请人的资格符合本规章第4节的规定，则应在

RRAB / RNAB收到完整申请之日将申请盖上“已接受”(RECEIVED)

字样。在所有情况下，RRAB / RNAB均有权批准/拒绝属于各自管辖

范围内的认证申请，并应在收到完整申请后的30天内处理申请。[235]

RRAB / RNAB批准了认可申请的申请人，应获得由其各自负责

人签署的认证证书。除非因故提前撤销，该证书自签发之日起有效期

为3年。

国内税务管理委员会负责税务代理人的确定和登记工作，个人和

专家组都可以成为税务代理人。如果申请人的税务代理申请遭到了国

内税务管理委员会或国家税务代理登记处和当地税务代理登记处的

[235] Revenue Regulations No.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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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那么当事人可以到财政部有关部门寻求救济。财政部的有关部

门将在60天内解决。但财政部在60天内没有给当事人答复的，则视为

当事人取得了税务代理权。[236]

（2）暂停或取消税务代理资格

纳税人、菲律宾注册会计师协会或者菲律宾税务管理协会[237]及

其他专业协会、国内税务局、RNAB或RRAB在以下任何情形之一均

可提出暂停或取消税务代理资格的申请：违反《国家税务法典（1997）》

涉及刑事犯罪，存在欺诈、违约；提供虚假或误导性信息；为获得代

理业务，提供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欺骗客户，或者向客户表示其与国内

税务人员有利益勾结；骗取退税；为客户提供逃避税方案；向客户收

取不正当利益；以威胁、诬告、强迫，以财物或承诺等方式影响税务

人员；被取消律师资格；辱骂、诽谤税务人员；被会计师协会发现存

在违规行为。

2010年发布的No.4-2010税收条例列出了暂停、取消或撤销认证

的其他理由：[238]

①"轻率行为"(reckless conduct)。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的不作为或虚

假陈述，包括在纳税人-客户不遵守现行税法规定及其规则和条例

（包括财务会计准则和税务会计规则）的情况下，对从业人员应

当遵守的一般注意标准的极端背离。如果客户-纳税人的应税销

售、收据或收入严重少报，或大量多报经修订的《税法》第248

条所界定的扣减额，且税务局在执行其执法活动时发现这种差

[236]陈云东（主编），《菲律宾共和国经济贸易法律指南》，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年版，第212页。
[237]对菲律宾税务管理协会的介绍可访问：
[238]Revenue Regulations No.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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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则应推定税务代理/从业人员有"轻率行为"。确定其行为模式

的一个考虑因素是确定执业者是否明知、疏忽大意还是严重无能;

②未能遵守继续专业教育(continu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PE)

的完成情况；和

③始终未在提交给 BIR 的文件中注明 BIR 认证编号。

资格撤销申请应当向居住地或者机构所在地的RRAB提出，由菲

律宾注册会计师协会、菲律宾税务管理协会及其他专业机构提出的撤

销申请应经单位主管人员签字；未经听证，税务代理资格不得暂停或

撤销，听证结束之后，RRAB应当基于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原则做出最

终决定。所有材料应送达申请者。自收到税务代理资格被暂停或取消

后15天内，申请者或者税务代理人可提出复议，复议期间决定不停止

执行。

3.2.5.2 菲律宾税务代理市场现状

菲 律宾 税 务 管理 协 会 （ Tax Management Association of the

Phippines）[239]成立于1981年10月，是一个由菲律宾税务从业人员组

成的非股份性和非营利性的组织，该协会是菲律宾税务机关认可的协

会，在制定、实施税收政策并推动税制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3.2.6 法律责任

《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十编[240]分别规定了附加税、税收

犯罪行为以及公职人员税务犯罪和其他罚则。

附加税是在纳税人违反税收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如未按时按额缴

纳税款，由税款征收机关对其在原税款基础上加征的税款，具有一定

[240]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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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惩罚性。附加税适用于税法规定的所有税种，征收规则与主税款征

收的时间、方式一致，并作为税款的一部分。附加税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为加征的民事处罚，加征比例为税款的25%或50%，另外一种则

是税款滞纳金，一般为税款的20%。

违反税法并构成犯罪的，除应缴纳税款外，还应受到相应的处罚，

被逮捕后缴纳的税款不能成为有效的抗辩理由。帮助犯罪或教唆犯罪

的人也将受到相同的处罚。若罪犯不是菲律宾公民，在服刑后将被驱

逐处境；公职人员犯罪的，应从重处罚；注册会计师犯罪的，其注册

会计师资格将自动吊销。

3.2.6.1 违反基本规定的处罚

BIR在 2015年发布的Annex A of 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RMO) No. 7-2015[241]（税收备忘录7号附件A，以下简称“附件A”），

规定了违反《国家税务法典（1997）》的各项罚则。

（1）登记违法处罚

表30 违反税务登记罚则表

单位：比索

法典条款 违反情形 罚则 罚款协调金额确定

第236节

第258节

未 进 行 税 务

登记

处50,000比索以上200,000以

下的罚款，并处六月以上两

年以下监禁[242]

根据所在城市不同：

a.Cities 20,000

b. 1st class municipalities 10,000

c.2nd class municipalities 5,000
d.3rd class municipalitie 2,000

第258节 未按时（每年

1 月 31 日 之

处 300,000比索以上 500,000

以下的罚款，并处两年以上

根据所在城市不同：

a.Cities 30,000

b. 1st class municipalities 20,000

[241]BIR, Annex A of 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RMO) No. 7-2015 for Revised Schedule
of Compromise Penalty, March 23, 2015

[242]See Senate S.B. No. 1906, Sec.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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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支付年度

登记费用

四年以下监禁[243] c.2nd class municipalities 15,000
d.3rd class municipalities 10,000

第236节

第275节

未 按 规 定 出

示 税 务 登 记

证书

处10,000比索以下罚款，或不

高于6个月有期徒刑，或两者

同时惩处

1，000

第236节

第275节

没 有 登 记 证

明

处10,000比索以下罚款，或不

高于6个月有期徒刑，或两者

同时惩处

1,000

（2）会计核算违法处罚

表3 违反会计核算罚则表

单位：比索

法典条款 违反情形 罚则 罚款协调金额确定

第250节 未能按照本法或总局长的要

求在规定日期前提交信息申

报单、报表或清单，或保留任

何记录，或提供任何信息

按每次1,000比索的金额缴纳：但规

定，合计征收金额在一个日历年度内

不得超过25,000比索

第257节 注册会计师或在其领导下的

人士：蓄意伪造任何检查或审

计后的报告或报表，或者是存

在显著误报或疏忽

处 50,000比

索 以 上

100,000 以

下的罚款，

并处两年以

上六年以下

监禁；若为

注册会计师

则证书将被

吊销

根据第204节规定，因涉及税务欺诈，

无法以罚款协调

第257节 任何人士：非第二百三十二节

(B)小节中所规定的独立注册

会计师或财务官员

处 100.000

比 索 以 上

300,000 以

下的罚款，

并处六年以

1）纳税人的账簿进行检查和

审计；

25,000

[243]See Senate S.B. No. 1906, Sec.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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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十二年以

下监禁；若

为外国人，

则将被驱逐

出境[244]

2）未经审计即签署并认证财

务报表；

25,000

3）向任何纳税人提供不符合

本法或依本法颁布的法规及

条例中对国内税收所用会计

账簿要求的账簿；或

25,000

4）在知晓的情况下在账簿或

上述段落中提及的记录中做

虚假分录或记录虚假或假冒

名称；或

根据第204节规定，因涉及税务欺诈，

无法以罚款协调

5）设置两套或更多的记录或

账簿；或

根据第204节规定，因涉及税务欺诈，

无法以罚款协调

6）以任何方式进行违反本节

规定的违反行为或玩忽职守

行为；

处1,000比索罚款，特定情形下可参照

附表罚款，但若涉及欺诈，则不能以

罚款协调

7）

a)未能以本国语言（英语或西

班牙语）设置第二百三十二节

中要求账簿，或本法第二百四

十三节要求的真实完整的翻

译版，

根据总收入：

下限 上限 罚款

xxx

50,000
100,000

500,000

5,000,000

10,000,000
20,000,000

50,000,000

5,000

100,000
500,000

5,000,000

10,000,000

20,000,000
50,000,000

xxx

1,000

3,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30,000

50,000

b)或按本国语言（英语或西班

牙语）设置的账簿或记录中发

现与按其他语言设置的账簿

中有重大差异；

根据第204节规定，因涉及税务欺诈，

无法以罚款协调

(8) 企图以任何形式偷逃本法

所征收的税款，或在知晓的情

况下使用虚假或伪造的国防

税收收据、授权信、授权登记

证书、税收抵免证明、税收借

项通知以及其他有关表格的

根据第204节规定，因涉及税务欺诈，

无法以罚款协调

[244]See Senate S.B. No. 1906, Se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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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纳税申报违法处罚

当企业提交申报表后，国家税务局局长应对其进行审查，并核实

应纳税款的数额。在出现企业未缴足税款或未按时缴纳税款时，将对

纳 税 人 就 其 未 付 税 额 适 用 欠 税 利 息 （ Deficiency Interest 或

Delinquencyinterest，但两者不能同时适用），现行的利率规定为菲律

宾中央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两倍，自规定的纳税日起直至所有税款

全额缴纳完毕为止。[245]通常在未能支付以下税款的情况下会产生适

用欠税利息的问题：

①基于提交的纳税申报表中显示的应纳税款；

②在不要求提交纳税申报表情况下的应纳税款；

③在国家税务局局长发出的通知和要求中出现的应纳税款日后

追加罚款或利息。

除此之外，在出现下列情况时，还需按照应纳税额的25%额外给

予处罚：①未能在本法或法规或条例中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任何纳税申

报表并缴纳应纳税款；②除非国家税务局局长另有授权，将纳税申报

表提交给规定国内税收官员以外的官员；③未能在核定通知要求时间

内缴纳拖欠的税款；④未能在应纳税款日之前或当日全额或部分缴纳

本法或法规或条例中要求提交的任何纳税申报表中显示的金额，或在

不要求提交纳税申报表时应纳的全额税款。

对于故意不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交纳税申报表，或对于有意错报

或伪造纳税申报表的纳税人，要加征税款本金的50%作为罚金。

[245]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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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能按照法律或国家税务局局长的要求在规定日期前提交信

息申报表、报表或清单，或保留任何记录，或提供任何信息的情况，

除非有合理的理由且证明不是有意疏忽，否则根据总局长的通知及要

求可由未能成功提交、保留或提供上述文件的主体，按每次1,000比

索的金额缴纳罚款。在任一年度里，合计征收罚款金额不得超过

25,000比索。

3.2.6.2 不履行纳税义务处罚

（1）对不缴或少缴税款的处罚

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249节规定，经核查确认后未

缴纳的税款，将按菲律宾中央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利息，

自规定的纳税日起直至所有税款全额缴纳完毕为止。滞延付款利息的

计算基础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是全部应纳税所得额，也可以是到期应

付的税款金额或者是未付税款。对于延期付款的利息，纳税人可选择

全额付款或分期付款，若未能按期支付税款的，经通知后，就未能支

付的款项，按上述税率重新计算及收取利息，直至完全支付为止。

（2）对不履行扣缴义务的处罚

根据第251节规定，扣缴义务人未按规定代扣代缴应纳税款，或

者协助逃避税的，除按本章规定处罚外，一经定罪，对于未按规定扣

缴的金额，应处相等于未扣留或未计入税款总额的罚款。根据第252

节规定，任何雇主或扣缴义务人未能或拒绝返还超额预扣税款的，除

了缴纳上述罚款外，还应当处以等同于超额预提税数额的罚金。

（3）对逃避或欺诈税款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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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逃避税款的，处50万比索以上1000万比索以下的罚款，并

处6年以上10年以下监禁。[246]

3.2.6.3 其他处罚

（1）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合规性要求与罚款

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四编第二章第113节的规定，

已登记增值税的主体，应当就每一笔商品或财产的销售、易物或交换

开具增值税发票，并就每一笔商品或财产的租赁，以及每一次服务的

销售、易物或交换开具正式的增值税收据。关于增值税发票与正式收

据所应包含的信息，规定在第113节第（B）条中。按照第106节（关

于销售货物与财产的增值税）以及第108节（关于服务销售以及财产

使用或租赁的增值税），应当缴纳增值税的主体除了所要求的常规会

计记录外，还应当保留记录每日购销的辅助性记录，该辅助性记录应

含有财政部长所要求的信息。

若一个并未进行增值税登记的主体开具了印有其纳税人识别码

（TIN）的发票或收据，后面有“增值税”字样，这种错误开立发票的

行为将导致：

①开票人除了应就其交易缴纳比例税之外，还应当按照第106条

和第108条的规定缴纳增值税，并且无法享受进项税抵免。不仅如此，

还要按照第248节第B条的规定被处于50%的罚款。

②如果发票或收据上的信息符合法定要求，则对于买方而言，该

笔增值税可作为进项税抵免。

如果进行增值税登记的主体对免税交易开立增值税发票或增值

税正式收据，却未在发票或收据上突出显示“增值税免税交易”的字

[246]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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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则该笔交易将成为应纳税交易，并且由发票或收据开立人支付增

值税。而购买人可就该笔交易申请进项税收抵免。

（2）票据管理违法处罚

未按规定使用票据的，将被处以罚款：

表32 违反票据管理或未按规定印刷票据罚款金额[247]

单位：比索

违反票据管理罚款金额

类型 初次违反 二次违反

未开具收据、销售或商业发票 10,000 20,000

拒绝开具收据、销售或商业发票 25,000 50,000

收据、销售或商业发票信息不真实 1,000 5,000

收据、销售或商业发票金额错误 10,000 20,000

副本与原始票据不一致 25,000 50,000

使用未经注册的收据、销售或商业发票 10,000 20,000

使用未经注册的收银机替代发票或收据 25,000 50,000

未按规定印制发票或收据

未经BIR授权印制发票或收据 10,000 20,000

发票或收据印制未显示以下任一信息：纳税人

信息、交易类型、营业地址、纳税人账号、增

值税号（增值税纳税人情形下）

5,000 10,000

未按《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238节提交

印制季度报告

1,000 3,000

根据现行《国内税务法典（1997）》（经共和国法案第10963号

修订）第264节的规定，未经授权印制销售收据或商业发票，印制多

套收据或发票，印制未编号、未包含纳税人名称、经营性质、纳税人

[247]Application for Authority to Print Receipts & InvoicesPen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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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号与营业地址的发票，或印制其他欺诈性收据、销售或商业发票

的行为，将处以50万到1000万比索的罚款，及6年到10年的监禁。[248]

（3）未按规定传输电子销售数据的处罚[249]

2018年1月1日起生效的《加速成长与扩大包容》税制改革法案第

74节在原有《国家税务法典（1997）》的基础上新增了第264-A节规

定，根据第237-A节，应当报告电子销售数据而没有报告的纳税人应

根据其违规天数支付每天相当于纳税人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中当前纳

税年度前第二年所反映的年净收入0.1％的罚款，或10,000比索（以较

高者为准）。如果一个纳税年度内纳税人违规的天数超过180天，则

应当处以永久关闭的额外处罚。但因不可抗力或纳税人无法控制的原

因导致未能提交报告的，不适用该条的处罚。

（4）购买、使用、持有、销售或要约出售、分期付款、转让、

更新、升级、保留或维护销售数据抑制设备的处罚[250]

2018年1月1日起生效的《加速成长与扩大包容》税收改革法案第

79节在原有《国内税务法典（1997）》的基础上新增的第264-B节规

定，任何购买、使用、持有、销售或要约出售、分期付款、转让、更

新、升级、保留或维护可以阻止创建、修改、隐藏或删除销售交易电

子记录的设备的行为，将被处以50万比索到1000万比索的罚款，并处

以2年到4年的监禁。累计篡改超过5000万比索的电子销售记录将被视

为经济破坏并处以最高处罚。

（5）与燃料标识有关的犯罪[251]

[248]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77.
[249]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78.
[250] 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79.
[251]Tax Reform for Acceleration and Inclusion Act, Sec.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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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日起生效的《加速成长与扩大包容》税收改革法案第

80节在原有《国内税务法典（1997）》的基础上新增了第265-A节，

其中规定，对于为国内使用的目的而销售、分销、运输的燃料，未进

行燃料标记、去除原有标记或在商品中掺假或稀释的，一经定罪，将

处以以下处罚：第一次犯罪罚款200万比索，第二次罚款500万比索，

第三次罚款1000万比索并吊销从事任何贸易经营的许可证；未经授权

制造、进口、出售、使用燃料标识，或制造、进口、出售、使用假冒

燃料标识，或使用欺诈方式进行标识等行为，一经定罪，将被处以100

万比索到500万比索的罚款，并处以4年到8年的监禁。

3.3 非居民纳税人的税收征收和管理

3.3.1 非居民税收征管措施简介

3.3.1.1 外国投资者报税流程

外国投资者在菲律宾注册企业后、开始经营活动前，应到国内税

务局(BIR)领取纳税人识别号(TIN)。具体程序为：携带证券交易委员

会颁发的企业登记证明（或在菲律宾经商证明）和市长许可证（或申

请市长许可证的文件），前往对其营业所在地有管辖权的BIR地区税

务局(RDO)，填写相应的表格，到RDO指定银行缴纳500比索的年检

费用，向RDO支付15比索的办证费和15比索的印花税，RDO将签发

税务登记证明(2303号表格)。[252]

（1）报税时间：上一年度所得税报税截止时间是当年的4月15

日。

（2）报税渠道：可通过地区办公室授权代理银行(Authorized

Agent Bank，AAB)或收税官(Revenue Collection Officer)等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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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税手续：

①填写3份1702号表格；

②如有收入，应到注册地临近的AAB，提交填好的1702号表格[253]

及收入相关附件；在没有AAB的地区，应把表格和相关材料提交给收

税官；从相关地点取回盖章的表格及确认件。

③若无收入返还，应向注册地的地区收入办公室或税收填报中心

提交填写好的1702表格及相关附件；从RDO或税收填报中心取回盖章

和确认的表格。

（4）报税资料。申报所得税时，企业或合伙者需提交以下资料：

①无需交纳预提税的，应提交收入证明，并填写BIR表2304[254]；

②满足税收减免条件的，应填报BIR表2307；

③税收减免备忘录(如满足相关条件)；

④国外税收减免(如满足相关条件)；

⑤账户信息表格(Account Information Form, AIF)和独立的注册会

计师(CPA)和/或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⑥上一年税收应返还数额(如果满足相关条件)。

3.3.1.2 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审批和备案

这部分内容可参见5.1.7。

[253]BIR,Annual Income Tax Return -For Corporation,Partnership and Other Non-individual
Taxpayer Subject Only to REGULAR Income Tax Rate.BIR Form 1702.

[254]BIR,Certificate of Income Payment Not Subject to Withholding Tax (Excluding
Compensation Income)BIR Form 2304.[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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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

3.2.2.1 所得税管理及源泉扣缴

关于非居民企业取得各类所得税所适用的税率和列表，可参见

2.3.2.3。

3.2.2.2 营业利润[255]

除根据一般规定要求提交材料外，仍需按规定填写BIR表格

0901-P（BIR Form 0901-P）。在菲律宾构成常设机构，申请适用税收

协定营业利润条款的非居民纳税人，还应提交以下材料，各一式三份：

（1）合同原件或经公证的合同复印件；

（2）经公证的相关雇员的护照复印件，若雇员超过两位时，雇

员各自护照的核证副本须附有护照内容的公证摘要，注明何时抵达及

离境日期；

（3）经公证的由菲律宾合同方出具的就合同期限内有关收入的

服务证明。

3.2.2.3 船运和空运[256]

除根据一般规定要求提交材料外，仍需按规定填写BIR表格

0901-T（BIR Form 0901-T）。申请适用税收协定中船运、空运条款

的非居民纳税人，还应提交以下材料，各一式三份：

（1）船舶登记证明副本，或经公证的飞机登记证明副本；

（2）经公证的租船合同或合同的复印件；

（3）经公证的适用于在菲律宾办理交易许可证的副本。

[255]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NO.72-2010 Section 4.
[256] 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NO.72-2010 Sect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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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4 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257]

不需要再向ITAD提交税收协定优惠申请表（TaxTreatyRelief

Application, TTRA），而只需扣缴义务人或收入付款人向BIR提交税

收协定优惠居民身份证明表格(Certificate of Residence for Tax Treaty

Relief (CORTT) Form)，[258]就可以直接适用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

费的优惠协议税率。

3.2.2.5 财产收益[259]

除根据一般规定要求提交材料外，仍需按规定填写BIR表格

0901-C（BIR Form 0901-C）。申请适用税收协定中财产收益条款的

非居民纳税人，还应提交以下材料，各一式三份：

（1）合同。公证书原件或经公证的契据（如转让契据），证实

已实际上转让了标的股票的所有权；

（2）股票。股票的认购证或认购合约的核证副本；

（3）一般信息表。提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般资料单的核证

副本，显示认购人的名称；

（4）公司董事会秘书证书。菲律宾企业董事会秘书执行的正式

公证原件，若其股票被出售，应显示以下信息：卖方自销售之日起的

主体股份的数量和价值；卖方的所有权百分比的销售日期；标的股份

的收购日期；收购股份的方式，包括以前转让的日期，参与转让的各

方；以及买方在标的股转让后的所有权比例；

（5）物业、产房、设备使用时间表。经菲律宾公司的主管机关

认证的使用时间表副本，格式可参考BIR表格0901 - C。

[257] 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NO.8-2017 Section 5.
[258]Certificate of Residence for Tax Treaty Relief (CORTT) Form.
[259]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NO.72-2010 Secti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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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财务报表。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核证副本，记载公司在本

年度内出售或转让本集团股份股票；自销售之日起菲律宾审计财务报

表正本。如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由于销售日期错误，未经审核或中期财

务报表的销售日期可视为销售日期，以正确反映交易期间作出的财务

报表中的销售日期。

（7）BIR表格编号0605的核证副本和收据，以反映与授权代理

银行收入办公区39号管辖的处理和认证费用的支付。

（8）BIR表格编号2000-OT核证副本和收据，以反映股票出售或

转让支付的单据印花税。如果单据印花税由非居民卖方和/或非居民

买家承担，税收支付应提交授权代理银行。如果买方是菲律宾居民，

则应提交申报书，并应按现行税收条例实施的《国家税务法典（1997）》

第200节第（C）条支付税款。

3.2.2.6 个人劳务[260]

除根据一般规定要求提交材料外，仍需按规定填写BIR表格

0901-S（BIR Form 0901-S）。申请适用税收协定中个人劳务条款的非

居民纳税人，还应提交以下材料，各一式三份：

（1）经公证的服务合同正本或核证副本。

（2）有关雇员的护照（整册）的核证副本职工。如有超过两名

雇员，其核证副本各自护照必须附有经公证的总结护照，注明到达和

离开菲律宾的日期；

（3）由菲律宾承包商/雇主的公证认证原件，以确认申请人在菲

律宾提供服务的持续时间。

[260] 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NO.72-2010 Sectio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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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7 其他收益[261]

除根据一般规定要求提交材料外，仍需按规定填写BIR表格

0901-O（BIR Form 0901-O）。申请适用税收协定中其他收益条款的

非居民纳税人，还应提交以下材料，各一式三份：

（1）取得收入者或正式授权代表签署的信件申请收入者需提供

相关交易所涵盖的有关税收协定条款，并说明获取该协定优惠的法律

理由；

（2）与交易有关的合同或其他文件的正本或经核证的副本；

（3）由菲律宾承包商公证确认的取得收入方在菲律宾履行合同

的全部期限。

[261] 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NO.72-2010 Sectio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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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特别纳税调整政策

菲律宾《国家税务法典（1997）》并没有专门规定反避税的章节，

但是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往往基于一些测试原则和方法来应对逃避税

行为，譬如“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分步交易原则”以及穿透公司

面纱方法。[262]

4.1 关联交易

《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50节是税务机关进行转让定价调整

的法律基础。根据该条款规定，在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组织、交易或

业务（无论是否在菲律宾注册及组建）是由同一利益共同体直接或间

接所有或控制的，国家税务局局长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有权在这些

组织、交易或业务之间做出总收入或可扣除额的分配，以避免逃避税，

或清晰地反映该组织、交易或业务的所得额。

除此之外，菲律宾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中有关转让定价的法律规范

还包括：（1）《转让定价指引》（第2-2013号税务法规，2013）；[263]

（2）税收备忘录1999年63号命令（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No.

63-99）[264]；（3）税收备忘录2019年1号命令（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No. 1-2019）[265]。同时，OECD《转让定价指南》对于菲律宾

税务当局的实践操作具有指导意义，实践中，菲律宾税务机关往往会

参照OECD《转让定价指南》的观点。[266]

[262] J. Loke, Philippines - Corporate Taxation sec. 10.1, Country Analysis, IBFD 2017.
[263] Department of Finance Bureau of Internal Revenue, Revenue Regulations No. 2-2013.
[264]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RMO) No. 63-99.
[265]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RMO) No. 1-2019.
[266]Revenue Memorandum Circular (RMC) No. 26-08; C.T. (II) Carado, Philippines -

Transfer Pricing, Topical Analyses p. 4.IBF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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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成文法规则之外，受英美法系之影响，法院判例也可以作为

菲律宾转让定价法律制度的一部分。[267]

4.1.1 关联关系判定标准

依据《转让定价指引》，“控制”是指“任何类型的控制，包括

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无论在法理上是否可被强制执行，或实际上可

否行使或已行使”。[268]此外，该指引对“关联企业”和“控制”的

定义，也参照OECD《转让定价指南》中的界定。

根 据 税 收 审 计 备 忘 录 2019 年 1 号 命 令 （ Revenue Audit

Memorandum Order No. 1-2019），菲律宾国内税务机关声明，以下两

种类型的公司不应当被视为具有独立性的公司：（1）由另一方持有

其25%以上股份的公司；或（2）公司的关联交易占其交易总额达20%

以上。[269]

4.1.2 关联交易基本类型

《转让定价指引》对于关联交易的类型并未做出具体规定。

4.1.3 关联申报管理

《转让定价指引》对于关联申报管理并未做出具体规定。

4.2 同期资料

菲律宾政府目前尚未采取BEPS第13项行动计划。

[267]相关的判例如：1) Cyanamid Philippines, Inc. v. The Commissioner of Internal Revenue,
Court of Tax Appeals, Case 4724, 28 August 1995; 2) The Commissioner of Internal Revenue v.
Cyanamid Philippines, Inc., Court of Appeals, Case 39933, 4 February 1999; 3) Filinvest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nd Filinvest Alabang, Inc. v. Commissioner of Internal Revenue, CTA
Case 6182, 10 September 2002; and Filinvest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v. Commissioner of
Internal Revenue, CA Case 72992, 16 December 2003 (consolidated in Supreme Court G.R.
163653 and G.R. 167689, 19 July 2011); 4) Avon Products Mfg., Inc. v. Commissioner of Internal
Revenue, CTA Case 5908, 20 January 2005; 5) Belle Corporation v. Commissioner of Internal
Revenue, CTA Case 6156, 17 June 2005; 6) ING Barings Securities Philippines, Inc. v.
Commissioner of Internal Revenue, CTA Case 6188, 14 January 2005.

[268] Revenue Regulations No. 2-2013, Section 4.
[269]Revenue Audit Memorandum Order (RMO) No. 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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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分类及准备主体

依据《转让定价指引》第12条的规定，纳税人在实施转让定价的

年度，应当准备同期资料。该同期资料虽然不必在纳税申报时提交，

但应当在《国家税务法典（1997）》规定的保存期内或其他另行规定

的保存期内保存，并依照税务机关的要求提交。

4.2.2具体要求及内容

依据《转让定价指引》第12(D)条的规定，纳税人提交的文档中

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1）组织机构；（2）企业或产业性质以

及市场状况；（3）受控交易；（4）假设、策略与政策；（5）成本

分摊协议；（6）可比性、功能和风险分析；（7）转让定价方法的选

取；（8）转让定价方法的适用；（9）背景文档；（10）文档索引。

4.2.3其他要求

依据《转让定价指引》第13条规定，对于违反上述义务的纳税人，

将依据《国内税务法典（1997）》和该指引进行处罚。

4.3 转让定价调查

4.3.1原则

根据《转让定价指引》第1条规定，该法规适用于关联企业之间

的跨境交易和境内交易。该《指引》大部分是依据OECD转让定价指

引中规定的正常交易方法，[270]并将其作为判断关联方转让定价行为

最合适的标准。根据该指引第6条、第7条、第8条规定，正常交易原

则的适用可分解为以下三个步骤：（1）建立可比性分析；（2）识别

被测试方和合适的转让定价方法；（3）判断正常交易结果。

[270]Revenue Regulations No. 2-2013, Sec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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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可比性分析[271]

正常交易原则以关联方和采取类似交易的独立方所采取的交易

价格或利润率的比较为基础。为确保其可比性，所有纳入比较过程的

经济因素应当充分相似，以使各情形中的区别因素不会影响可比价格

或可比利润率，或可采取合理的调整措施，消除此类区别所造成的影

响。影响可比性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货物、服务或无形资产的特

性；功能、风险和资产的分析，以及商业或经济环境。

（2）识别被测试方和合适的转让定价方法[272]

首先，应判断被测试方。被测试方是指转让定价方法可适用的实

体，且通过该实体可真实可靠地寻找可比性。

其次，应选择适用转让定价方法（Transfer Pricing Method, TPM）。

转让定价方法的选择意在识别对于特定案件中最合适的方法。因此，

该选择程序中应当考虑多项因素。菲律宾税务机关并未对于某种方法

有所偏好。同时，在一些无法适用该指引第10节中所述方法的情形中，

税务机关将使用以下方法来确定受控交易是否符合正常交易原则：①

扩展适用转让定价方法。可比性可能存在于其他行业部门的企业中；

②结合适用或混合适用转让定价方法或其他方法。在所有的案件中，

纳税人应当能够阐述为何选择适用该种特定的TPM方法。

根据税收审计备忘录2019年1号命令，在选择转让定价的方法时，

确定可比数据的可适用性是必要的。BIR在确定内部可比数据时所提

供的指引是要核实：（1）这些交易的开展目的并非仅在于证明关联

方交易符合独立交易原则；（2）它们是在正常业务过程中进行的独

立交易；并且（3）通过考虑《转让定价指引》中列举的可比性因素，

关联方交易与内部可比数据之间存在可比性。[273]

[271] Revenue Regulations No. 2-2013, Section 6.
[272] Revenue Regulations No. 2-2013, Section 7.
[273] Revenue Audit Memorandum Order (RMO) No. 1-2019; C.T. (II) Carado, Philippines -

Transfer Pricing, Topical Analyses p. 3.2. IBFD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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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选择利润水平指标（PLI）。合适的利润水平指标的选取

应当考虑以下因素：①交易特性；②可比数据的可适用性；③PLI衡

量正常交易利润的可能性程度。

（3）正常交易结果的判断[274]

当已识别合适的转让定价方法时，可将该方法适用于独立方交易

的数据中，以取得正常交易的结果。

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能使用传统交易方法确定正常交易的价格

（或利润）。在适用其他方法（尤其是基于利润的方法）时，可以计

算出价格范围，在此区间的价格均符合独立交易的结果。

根据税收审计备忘录2019年1号命令，四分位距（interquartile

range）的使用是一种公认的获取更可靠公平交易结果的统计方法。

通过此方法，可以基于有限的样本对总体进行推断，从而通过识别异

常值来提高基准测试的可靠性。相应地，为了确定有效的正常交易范

围，分析通常将正常交易结果的可接受范围限制为可比公司报告的结

果的四分位距。四分位距定义为观察值的25%至75%。[275]

（4）集团内服务（Intra-group Services）

对跨境集团内服务征税问题。根据税收审计备忘录2019年1号命

令：

①定义

集团内服务是业务组内一方提供的活动，可为业务组中的一个或

多个其他成员提供利益。它们可以采取与集团业务性质相关的管理服

务、行政服务、技术服务、支持服务、采购服务、营销服务、分销服

务或其他与集团经营业务性质相关联的商业服务；

②受益测试

[274] Revenue Regulations No. 2-2013, Section 8.
[275]Revenue Audit Memorandum Order (RMO) No. 1-2019; C.T. (II) Carado, Philippines -

Transfer Pricing, Topical Analyses p. 3.7. IBFD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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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服务的公平收费时，必须考虑对接受服务的会员的直接利

益。如果服务提供的经济利益或商业价值能够改善受服务公司的商业

地位（例如，通过降低运营成本来增加利润或提高效率），则可以认

定存在集团内服务交付交易。可以通过考虑处于可比条件的独立方是

否愿意向另一独立方付款或自行（内部）提供服务来确定这一点；

及时服务费用（on-call service）在以下情况可以不收取：使用该

服务的潜在性极低，从服务中获得的收益微不足道（可忽略不计）以

及此项服务可以随时从未事先签订服务协议的独立第三方处获取；

③股东费用范围

对于集团内服务，另一个要满足的测试条件是是否实际提供服

务，因为该活动为服务接受者提供了经济或商业价值，以增强其商业

地位。判断的一般经验法则是，独立公司是否愿意为由一个独立企业

进行的活动付费，或是愿意在内部执行该活动。如果是前者，则按照

公平交易原则必须付费，否则视为股东支出费用且不应被偿付。另一

方面，如果没有重复性服务（Duplicated Services），则应收取涉及更

广泛活动的管理费用。除股东和重复服务外，提供附带利益的服务以

及仅因纳税人是公司集团（消极关联）的成员而支付给关联公司的服

务不被视为集团内服务，这些服务应该由关联公司支付；

④审计

最常见的审计问题是记录所获收益；

⑤多层级服务（tiered services）

服务的典型安排是成本加补偿。这是基于不涉及大量工作的大多

数常规服务。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服务不是完全常规的，或者存在其

他级别或分层的服务，则通常会在定价中调整成本加成。[276]

[276] Revenue Audit Memorandum Order (RMO) No. 1-2019; C.T. (II) Carado, Philippines -
Transfer Pricing, Topical Analyses p. 6.2. IBFD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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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转让定价主要方法

依据《转让定价指引》，菲律宾税收主管当局在进行可比性分析

时，采用的方法主要有：[277]

（1） 可比非受控价格法；（2） 再销售价格法；（3） 成本加

成法；（4） 交易净利润法；（5）利润分割法。

除此之外，在没有可比交易或充分的数据以适用前述五种方法

时，菲律宾税务局在前述五种方法之外，还会考虑以下两种方法：[278]

1）转让定价方法的扩张适用（Extension），可选取其他产业中

的企业作为可比分析对象；（2）适用前述方法的结合或混合方法。

在具体的方法选取时，并未有一个严格的适用顺序，该指引规定

应考虑到：（1）所选方法的优势与缺点；（2）通过功能分析，判断

在具体受控交易中选用某方法的合适性；（3）适用某方法所需要的

信息是否可获取；（4）受控交易与非受控交易之间的可比性程度。
[279]

4.3.3转让定价调查

（1）主管当局

根据纳税评估的主管当局不同，BIR可以分为（i）大型纳税人局

（Large Taxpayers Service, LTS）和（ii）税务局（Revenue Office, ROs）。

其中，LTS主要负责规模较大的纳税人，主要包括大型跨国公司、本

地集团公司等，这些较大的纳税人所贡献的税收基本可占每年BIR预

算的70%以上。而RO负责LTS管辖范围以外的其他类型纳税人。同时，

根据地域范围的不同，RO可以细分为多个地方税务局（Revenue

District Office, RDOs）。目前，共有19个ROs和120多个RDOs。

[277] Revenue Regulations No. 2-2013, Section 10.
[278] C.T. (II) Carado, Philippines - Transfer Pricing, Topical Analyses p. 4.9. IBFD 2016.
[279] C.T. (II) Carado, Philippines - Transfer Pricing, Topical Analyses, sec. 4. IBF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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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程序

首先，在BIR向纳税人下达当局信件后，调查程序即正式开始，

随后税务机关可以检查纳税人的税收和会计记录。

其次，BIR应当向纳税评估部门提交其做出的裁定，并提交初步

评估通知（PAN）。在收到PAN后，纳税人应于15日内针对PAN中税

收评估结果存在的问题，提交立场书。否则，税务机关将向其下达正

式评估通知（FAN）。从PAN的发布到FAN的发布期间，纳税人可于

任何时间选择按照评估的应纳税额缴税，并终止案件。

再次，在收到FAN后，纳税人若有异议，应当于30日内提交书面

答辩，并于提交书面答辩后的60日内提交支持文件。否则，该正式评

估通知将作为终局性、可执行的文件。

若税务机关否决该书面答辩，或从纳税人最后一次提交支持文件

之日后180天内，税务机关没有任何作为，纳税人可在收到税务机关

对其答辩的否决意见的30天内，或在180天届满之日起，将此案件提

交税务上诉法院。

4.4 预约定价安排

4.4.1适用范围

根据《转让定价指引》第11条的规定，预约定价安排包含单边的

APA以及双边或多边APA。双边或多边APA的提起应当依据菲律宾对

外签订的税收条约中的相互协商程序（MAP）条款。

尽管暂无成文规范，从实践来看，BIR接受所有类型的APA，可

包括所有类型的转让定价问题。APA申请可能涵盖纳税人的所有转让

定价问题，或者可能只限于特定的关联公司之前的交易和公司间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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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280]同时，尽管APA仅能解决未来年度的转让定价问题，但在有

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其提供的方法也可以用于解决以前年度的转让定

价问题。

4.4.2程序

目前，暂无成文规范预约定价的程序。

4.5 受控外国企业

菲律宾现无受控外国公司规则。[281]

4.6 成本分摊协议管理

目前，菲律宾的相关规范中并没有对成本分摊协议做出规定，仅

在《指引》第12(D)条中，将其作为必须提交的文档列出。在实践中，

BIR通常会承认企业所做出的成本分摊协议安排，并遵从OECD《转

让定价指南》的规定进行管理。

4.7 资本弱化

菲律宾现并无针对资本弱化的规则。但是，国家税务局承认适用

公司架构规避税收的最常见方式是高负债率的受控公司。在无资本弱

化规则的情况下，由菲律宾税务局在具体案件中，考虑所有相关因素，

判断债务与资本之间的合理比率，通常情况下认为合理的债资比是

3:1。对于超额支付的利息将面临着被重新定性为股息并据此征税之

风险。[282]

4.8 法律责任

[280]C.T. (II) Carado, Philippines - Transfer Pricing, Topical Analyses p.17.3.3IBFD 2020.
[281] J. Loke, Philippines - Corporate Taxation sec. 7., Country Surveys IBFD 2017.
[282] J. Loke, Philippines - Corporate Taxation sec. 7., Country Surveys IBF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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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29节，[283]除了菲律宾所得税法中征收的各种税负，对于

企业非正常累计的应纳税所得额，还要按照10%的比例征收非正常累

计盈余税。所谓的“非正常累计应纳税所得额”，是指经下列项目所调

整的“应纳税所得额”：(1)免税所得；(2)排除在总收益之外的所得；(3)

应纳最终税的所得；(4)被扣除的净营业亏损结转额，减去以下项目：

(1)实际或实质上支付的股息；(2)某一纳税年度内支付的所得税：对

于使用日历年作为计税期间的企业，其应税累计盈余从1997年12月31

日起不得适用于非正常累计盈余。对于采用会计年度会计期间的企

业，其不适用该税的非正常累计盈余，应于1997-1998会计年度所含

12个月中的最末一月进行估计。

非正常累计盈余税适用于基于避税目的而建立或被利用的企业，

其股东或其他企业的股东通过准予累计所得及利润（而非分配或派

发）的方式实现避税。非正常累计盈余税不适用于（1）公众持有企

业；（2）银行及其他非银行金融中介；（3）保险企业。

要证明企业股东或成员存在避税的意图，以下事实可构成初步证

据，即该企业仅是一家控股公司或投资公司。对于避税意图的确认，

下列事实可构成确定性证据，即企业的所得或利润被允许累计的程度

超出了经营的合理需求，[284]除非企业有明确优势证据可作相反证明。

4.9 改革动态

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税收挑战，菲律宾BIR提出了一项2016-2020

年战略计划，以提升其提供服务和征管水平。此战略计划所要达成七

项目标，包括：实现税收征管的现有目标，保持征管增长；提高纳税

人满意度和遵从度；强化良好的治理水平；提升协助和执法能力；建

[283]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 Chapter IV, Section 29.
[284]经营的合理需求包括经营的合理预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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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并利用信息技术系统、流程和工具；提升税务人员的道德水准、能

力、专业水准和满意程度；实现管理资源的最大化。

转让定价的内容是该计划的核心点之一。具体而言，为了应对

BEPS、数字经济和全球企业经营结构的改变，BIR实施了一系列项目，

包括在下列项目中必备技能和专业水平的认定：（1）转让定价；（2）

报告要求；（3）组织架构安排；（4）预约定价安排；（5）相互协

商程序；（6）文档准备程序。此外，BIR还旨在通过此项目，强化

对于国际税收风险的关注，并积极开发新的方法，以识别和审计高风

险企业，防止其将利润转移至境外或规避税收负担。

同时，为了更好地配合No 2-2013的实施，BIR正在推动出台一系

列的文件，其中包括与APA相关的法规、与转让定价文档相关的税收

备忘录等。

尽管目前菲律宾官方对于是否会采取或在多大程度上落实BEPS

的各项成果并未发布官方态度，但已多次开展与之相关的内部评估和

咨询性谈话。在菲律宾官方发布相关的规范之前，对于纳税人而言，

若从事有关联方交易，最为妥当的做法是维持好同期文档，并将此做

好遵从正常交易原则的第一步。

BIR于2019年初发布了《 2019-2023年战略计划》，其表示将建

立转让定价方法，以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以及数字经济和全球业

务结构的挑战。

根据其战略计划，菲律宾国内税务机关于2019年8月20日发布了

包含《转让价格审计指南》《Transfer Pricing Audit (TPA) Guidelines》

的税收审计备忘录2019年1号命令，以提供标准化的审计程序和技术

来审计与关联方和/或公司内部交易的纳税人。



中国居民赴菲律宾投资税收指南

185

TPA指南引入了标准化审计程序和技术，其规定了转让定价的审

计程序包括三个阶段：（1）准备阶段；（2）实施阶段；（3）报告

阶段。TPA指南提供的转让定价方法与《转让定价指引》一致。

尽管该备忘录主要是针对开展税收审计的官员，但纳税人仍可以

从中获得有用的要点，以便为应对税收审计做准备，并避免可能的转

让定价调整。该指南适用于：一是其旨在测试与关联方/关联企业之

间的受控交易（例如出售，购买，转移和使用有形和无形资产，提供

集团内服务，利息支付和资本化）的公平交易原则的适用性，至少有

一方在菲律宾可以或应当课税；二是其还包括测试常设机构与其总部

或其他相关分支机构/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出于税收目的，它们被视

为独立的企业；三是跨国集团内部商业重组及成本分摊安排

根据该指南，关联交易中的转让定价必须符合正常交易原则，审

计关联交易的转让定价是对关联交易是否按公平价格进行的测试。
[285]

随着税收审计备忘录2019年1号命令的发布，以及菲律宾国内税

务机关提高培训和能力建设水平，转让定价审计将在2020年以后变得

更加普遍。因此，与重要的关联方交易的纳税人必须准备证明他们遵

守现有的转让定价规则。国内税务机关的目标公司中现在包括了更多

的跨国公司。当前，特别关注的领域或目标如下：（1）结束所得税

免税期（Income Tax Holiday）并适用特殊毛所得税税率（5％）的公

司；（2）持续报告亏损却增加总资产的公司。通常，这些公司系与

母公司或关联方存在业务往来的公司，并且其业务是通过公司间应收

款和应付款支付的；（3）从事管理和其他公司间服务的公司。BIR

认为，大多数的管理服务往往是当地行政管理人员已经提供服务的重

复，并且未获得与付款相对应的任何实际利益；（4）特许权使用费。

[285]Revenue Audit Memorandum Order (RMO) No. 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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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税务机关认为当将包含特许权使用费的商品出售给当地关联方

时，会产生重复的费用。另外，如果还要支付与产品制造相关的其他

技术服务费用，则重复的可能性就很高。另一个典型的争议是适用的

特许权使用费费率，尤其是在品牌知名度较低和/或该费率比BIR认为

合适的收费水平高得多的情况下。尤其是近期显现的为合同制造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适当性。BIR认为，当公司从关联方购

买其大部分输入材料/原材料并将成品出售给同一关联公司时，与商

标或专利有关的知识产权，或与制造过程有关的知识产权都不应付

款，因为所有的利益都应归关联公司所有。[286]

[286]C.T. (II) Carado, Philippines - Transfer Pricing, Topical Analyses p.14.4.2IBFD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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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菲税收协定及相互协商程序

5.1 中菲税收协定

国际税收协定是有关国家之间签订的旨在调节彼此间税收权益

分配关系和实现国际税务行政协助的书面协定。其主要目的包括避免

双重课税以及防止偷漏税。中国居民赴菲律宾投资，应特别关注中菲

两国的税收协定，理解其中规则，并藉此更为有效地作税收筹划和商

业安排，有效降低税务成本和风险。

在税收协定网络方面，截止目前，菲律宾共与包括中国在内的43

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的税收协定（参见附录一），并单独与塞

浦路斯签订了海洋运输专项税收协定。在税收征管互助及税收情报交

换方面，菲律宾于2014年9月加入并签署了《税收行政征管互助公约》。

2015年，菲律宾与美国签订了《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

在关税领域，菲律宾分别与以色列和墨西哥签署了《关税征管互助协

定》。在社会保障领域，菲律宾共与12个国家签订了《社会保障协定》。

在税收协定与国内法适用关系方面，菲律宾税收协定优先适用，

位阶高于国内税法。[287]

5.1.1 中菲税收协定

1999年11月18日，我国政府与菲律宾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

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文本》）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287]J.Ocampo,Philippines-Corporate Taxation sec.7.,Country Analyses IBFD(accessed 6 Ma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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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议定书》（以下简称《协定议定书》），这两份文件共同构成了

《中菲税收协定》，并于2001年3月23生效，2002年1月1日开始执行。

《协定文本》主要包含了适用范围及定义（第1条至第3条）、双

重征税的解决办法（第四条至第23条）、无差别待遇（第24条）、协

商程序（第25条）、情报交换（第26条）五部分内容。

《协定议定书》作为《协定文本》未尽事宜的补充，包含三项条

款。其中，第二条及第三条对于我国赴菲投资尤其具有重要影响，根

据这两个条款，菲律宾应给予取得来源于菲律宾的“国际运输营业利

润”以及“股息所得”的中国居民片面（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这意

味着从菲律宾境内取得上述两种类型所得的中国居民，所享受的税收

协定优惠不局限于中菲税收协定，而是参照适用菲律宾对外签订税收

协定中最优惠的协定待遇。

理解菲律宾当局对《中菲税收协定》的适用和解释，一方面需结

合菲律宾国家税务局不定期发布的行政性文件，对税收协定的适用和

解释提供的指引，以及国家税务局在个案中的行政裁决，以了解实践

的动向；另一方面需了解法院（主要是最高法院和税务上诉法院）作

出的关于税收协定适用的判决。除此之外，还应辅之以经合组织

（OECD）发布的《税收协定范本及其注释》。菲律宾虽然并非OECD

的成员国，但也较为重视OECD范本与注释及其修订进展，[288]在行政

裁决和司法实践中，也不乏法院或国家税务局援引OECD范本注释佐

证其观点的案例。[289]

[288]例如在2014年OECD发布的税收协定范本及其注释中，菲律宾作为观察员的身份，对

不同条款中范本注释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
[289] E.g. Hewlett-Packard Singapore (Sales) PTE.LTD v. Commissioner of Internal Revenue,

Court of Tax Appeal, CTA Case No. 6726, April 30, 2010; Commissioner of Internal Revenue v.
Smart Communications, Inc., Court of Tax Appeal, CTA EB No. 206, June 2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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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适用范围

5.1.2.1 主体范围

《中菲税收协定》适用于取得所得或财产的一方是中国居民或菲

律宾居民，或者同时是双方缔约国居民的情况。税收协定项下的“居

民”概念规定在《中菲税收协定》第4条第1款，根据该条款，“缔约国

一方居民”是指按照该缔约国法律，由于住所、居所、总机构所在地、

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或者其他类似的标准，在该缔约国负有纳税义

务的人。

（1）个人税收居民

基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即因户

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个人），或者无

住所而在中国境内居住满一年者，可以作为税收协定项下的中国居民

个人。而根据菲律宾《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23节第（A）条至

第（D）条的规定，所有的菲律宾公民都被视为菲律宾税收居民，除

非满足第23节第（E）条规定的关于“非居民公民”的定义。

（2）企业税收居民

结合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这意味着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者，

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

可以作为税收协定项下的中国居民企业。而根据菲律宾《国家税务法

典（1997）》第23节第（E）条和第（F）条，对于企业的纳税人区

分为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国内企业应对其来源于境内和境外的所得

负有纳税义务。

（3）双重居民身份的协调

http://so.findlaw.cn/cse/search?s=5951707868767694152&entry=1&q=%E5%AE%9E%E9%99%85%E7%AE%A1%E7%90%86%E6%9C%BA%E6%9E%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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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居民税收管辖权的认定需要根据本国国内税法规则进行认

定，因此，可能会出现同一个纳税人可能同时构成两国的居民纳税人

的情形。在中菲两国各自主张居民税收管辖权的情况下，同时为缔约

国双方居民的个人，应当依据《协定文本》第4条第2款的规定，认定

其居民身份：①应认为是其有永久性住所所在缔约国的居民；如果在

缔约国双方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与其个人和经济关系更密切

（重要利益中心）所在缔约国的居民；②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

无法确定，或者在缔约国任何一方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其有

习惯性居处所在国的居民；③如果其在缔约国双方都有，或者都没有

习惯性居处，应认为是其国民所属缔约国的居民；④如果其同时是缔

约国双方的国民，或者不是缔约国任何一方的国民，缔约国双方主管

当局应通过协商解决。

除个人以外，根据协定第4条第3款的规定，同时构成中国和菲律

宾税收居民的企业以及其他团体，双方主管当局应当通过协商解决。

5.1.2.2 客体范围

根据《中菲税收协定》第2条，本协定适用于由缔约国一方或其

地方当局对“所得”征收的所有税种，不论其征收方式如何。在中国，

所涵盖的税种主要包括适用于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在菲律宾，则包

含了对个人、公司、产业和信托征收的所得税，以及股票交易税。

5.1.2.3 领土范围

根据《中菲税收协定》第3条，“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菲律宾”是指菲律宾共和国。

5.1.3 常设机构的认定

5.1.3.1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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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机构”的概念规定在《协定文本》第5条，主要包括四种

类型：场所型常设机构、工程型常设机构、代理型常设机构以及服务

型常设机构。中国居民企业在菲律宾开展的营业活动是否构成常设机

构，直接关系到菲律宾对于该企业从菲律宾取得的所得能否课税或课

税范围的问题。

根据菲律宾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外国公司，无论在菲律宾

境内是否从事贸易或经营活动（即包括居民外国公司和非居民外国公

司），一般情况下，应就其在上一纳税年度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所得，

按照应纳税所得额的30%缴纳所得税。[290]适用这一税率的结果是，赴

菲投资的中国居民企业在菲律宾缴纳的所得税，很可能超过依据我国

企业所得税法可取得的抵免限额。为此，我国居民企业适用税收协定

中常设机构条款的筹划思路是，应当尽可能避免在菲律宾的经营活动

构成常设机构。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各种类型的常设机构，

该条款还规定了构成常设机构的例外，这些“例外性规定”也是企业进

行税收筹划时应充分考虑的因素。

5.1.3.2 场所型常设机构

根据第5条第1款的规定，“常设机构”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

业的固定营业场所。第2款进一步列举了常设机构的六种情形：

（1）管理场所；（2）分支机构；（3）办事处；（4）工厂；（5）

作业场所；（6）矿场、油井、气井、采石场或者其他开采自然资源

的场所。

5.1.3.3 工程型常设机构

根据第5条第3款的规定，下列两种情形也可以构成常设机构：（1）

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

[290]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Chapter IV, SEC28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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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以该工地、工程或活动连续六个月以上的为限；（2）为勘探自

然资源所使用的装置、钻井机或船只，仅以使用期三个月以上的为限。

在判断工程性常设机构时，最关键的要素是时间，如未达到相关

的时间要求，则不构成常设机构。在时间的计算上，需注意的是：

首先，如果中国居民分包商在菲律宾有多项工程项目，且前一个

工程项目与后一个工程项目之间毫无关连时，则可分别独立计算六个

月的期间。但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项目在商业上或地理位置上构成一

个相关的整体，即使是基于不同的合同或为不同的发包人施工，也将

被认为是单一项目，必须从相关连的第一个工程项目开始计算时间直

至最后一个相关连的工程项目结束，若期间超过六个月，将构成常设

机构。[291]

其次，为工程或勘探活动开始所做的准备工作，只要是在来源国

进行，也必须计入六个月/三个月的期间计算中。此外，由于季节或

天气的缘故被迫暂时停工，并不影响期间的计算。[292]

最后，如果中国居民企业把在菲律宾的一项工程实施分包，由分

包商实施作业，由总承包商实施监督的，当总承包商的监督活动超过

六个月的也会构成常设机构，总承包商监督活动时间的计算按照整个

工程的持续时间确定。[293]

5.1.3.4 服务型常设机构

根据第5条第3款第（3）项，常设机构还包括，缔约国一方企业

通过雇员或者其他人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为同一个项目或相关联的项

[291]OECD Model Convention and commentary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 Article 5 Paragraph 4 commentary18, 2014.

[292]OECD Model Convention and commentary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 Article 5 Paragraph 4 commentary19, 2014.

[293] OECD Model Convention and commentary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 Article 5 Paragraph 4 commentary19,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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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提供的劳务，包括咨询劳务，仅以在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

过六个月以上的为限。

在适用该条款时，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服务型常设机构条款中

的劳务范围较宽泛，包括从事工程、技术、管理、设计、培训、咨询

等专业的服务活动，如对工程作业项目的实施提供技术指导与协助但

不负责具体施工和作业的服务，对生产技术的使用和改革、经营管理

的改进、项目可行性分析以及设计方案的选择等提供的服务，在企业

经营、管理等方面提供的专业服务等。

其次，时间期限的计算问题。中国居民企业为菲律宾某项目提供

劳务，以中国居民企业派其雇员为实施服务项目第一次抵达菲律宾之

日起至完成并交付服务项目之日止作为计算期间，计算相关人员在菲

律宾停留的天数。如果同一个项目历经数年或者数十月，中国居民企

业只在某一个“十二个月”期间派雇员到菲律宾提供劳务超过六个月，

而在其他期间派雇员到菲律宾提供劳务均未超过六个月，仍认为中国

居民企业在菲律宾构成常设机构，而且该常设机构在菲律宾的应税利

润范围是整个项目，不仅仅包含上述的“十二个月”。[294]

5.1.3.5 代理型常设机构

（1）非独立代理人

根据《协定文本》第5条第5款，当一个人（除适用第六款规定的

独立代理人以外）在缔约国一方代表缔约国另一方的企业进行活动，

有权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以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这个人应认为是

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设立的常设机构。除非这个人的活动仅限于为

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

[294] OECD Model Convention and commentary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 Article 5 The taxation of service commentary 42.11-42.4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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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规定，中国居民企业尽管在菲律宾没有固定营业场所，

但仍然可能基于“人”的因素，而在菲律宾存在常设机构。这里的

“人”并不要求是中国居民或菲律宾居民，也不要求必须与被代理的

企业存在雇佣关系，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从条款看，构

成常设机构的非独立代理人须具备三个特征：

首先，有权代表企业签订合同。“代表”指的是以企业名义签订

合同，所签订的合同对企业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本身的权利和义务

归于被代理人而非代理人。“合同”是指与企业业务本身相关的合

同，而不包括其他内容的合同。例如，中国居民企业的员工到菲律宾

进行招聘，以企业名义与菲律宾当地劳动力签订用工合同，但不能据

此认定该员工必然是中国居民企业的常设机构，因为其所代表企业签

署的合同与企业的经营活动本身内容不一致，属于辅助性的合同。[295]

这里的“签订合同”往往并不仅限于签署的行为本身，还可能包括实

施合同谈判、商定合同细节的行为。例如，中国居民企业的受托人在

菲律宾与中国居民企业的所有客户完成了合同细节谈判后，中国居民

企业直接邀请其所有客户到中国或者其他第三方国家与其签订合同

的，仍然视谈判受托人为中国居民企业在菲律宾的非独立代理人，即

构成常设机构。

其次，经常行使代表权力。对“经常”的理解应结合企业业务性

质以及合同内容来确定，由于企业的业务性质决定其交易数量不大、

合同签订数量很少的，也不影响“经常”的构成。[296]

再次，这个人的活动并非仅限于为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也就是

说，如果非独立代理人为中国居民企业在菲律宾的活动，仅限于经常

[295] OECD Model Convention and commentary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 Article 5 Paragraph 5 commentary 33.

[296] OECD Model Convention and commentary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 Article 5 Paragraph 5 commentary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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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该企业的名义签订关于采购货物或商品的合同，那么，这个人也并

不构成中国企业在菲律宾的常设机构。

（2）独立代理人

根据《协定文本》第5条第6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企业仅通过按

常规经营本身业务的经纪人、一般佣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独立代理

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不应认为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

构。换言之，独立代理人并不能构成代理型常设机构。

对于“独立性”的判断，有两项标准：其一，代理企业是否听从被

代理企业对其业务细节的指示，或者是否被被代理企业所控制。其二，

代理企业面对的业务风险是否由被代理企业所承担。[297]构成独立代

理人通常须至少符合以下两个条件：（1）代理人在法律上和经济上

独立于被代理企业。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代理人商业活动的自由度、

代理人商业活动的风险承担主体、代理人代表的企业的数量等；（2）

代理人实施代理活动，一般按照自身常规业务活动进行，不从事其他

经济利益归属于被代理企业的活动。[298]

5.1.3.6 例外性规定

根据《协定文本》第5条第4款的规定，下列情形不构成常设机构：

(a)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

施；(b)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

的库存；(c)专为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

存；(d)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者搜集情报的目的所设的

固定营业场所；(e)专为本企业进行其他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

[297]OECD Model Convention and commentary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 Article 5 Paragraph 6 commentary 38.

[298]OECD Model Convention and commentary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 Article 5 Paragraph 6 commentary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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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固定营业场所；(f)专为本款第(a)项至第(e)活动的结合所设的固

定营业场所，如果由于这种结合使该固定营业场所的全部活动属于准

备性质或辅助性质。

基于第5条第4款，当我国居民企业在菲律宾设定的固定营业场所

实施的活动具有“准备性或辅助性”的特征，则不构成常设机构。已列

举的属于准备性或辅助性的活动包括：储存、陈列或者交付货物；保

存或采购商品；搜集情报等。根据第5条第4款第6项，当若干活动均

属于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其总和也可以构成例外情形。“准备性或

辅助性活动”通常具体以下特征：（1）辅助性场所与总机构的业务性

质有明显差别；（2）辅助性场所仅主要对总机构提供服务，一般不

与他人有业务往来；（3）辅助性场所的业务活动不构成总机构业务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如果固定场所不仅为总机构服务，而且

与他人有业务往来，或者固定场所的业务性质与总机构的业务性质一

致，且其业务为总机构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则不能认为该固定场所

是辅助性场所。[299]

基于这一例外条款，如果我国居民企业在菲律宾既需要辅助性活

动又实施营业活动的，假设商品储存地与销售代理地不一致时，企业

最好不要分设辅助机构和营业机构。如果分设，那么辅助机构发生的

费用无法扣除营业机构的利润，如果合并设立，那么辅助性费用和准

备性费用可以在营业利润中扣除。

5.1.3.7 子公司构成母公司常设机构的情形

根据《协定文本》第5条第7款的规定，母公司通过投资设立子公

司，拥有子公司的股权等形成的控制或者被控制关系，不会使子公司

[299]OECD Model Convention and Commentary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 Article 5(4), paras.24-26,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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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母公司的常设机构。[300]但是，这并不排除菲律宾子公司基于代

理型常设机构、服务型常设机构、场所型常设机构的相关条款，构成

中国母公司在菲律宾存在常设机构的可能性。

现实经济活动中，母子公司之间常存在较为复杂的跨境人员及业

务往来，例如中国母公司派其员工到菲律宾子公司为中国母公司工

作，中国母公司对外派员工的工作有指挥权，并承担风险和责任，在

这种情况下，中国母公司向菲律宾子公司收取有关服务费时，如果外

派员工构成中国母公司在菲律宾的常设机构，菲律宾政府有权对子公

司支付母公司的服务费征收所得税。再比如子公司有权并经常以母公

司名义签订合同，可能会符合非独立代理人的构成条件。

5.1.4 不同类型收入的税收管辖

《协定文本》第6条至第22条规定了各项所得在缔约国双方的税

权分配，按照所得的不同性质，可以分为：（1）营业所得：包括营

业利润（第7条）以及国际运输利润（第8条）；（2）个人取得的劳

务所得：包括第14条至第21条的规定；（3）投资所得：涵盖股息（第

10条）、利息（第11条）、特许权使用费（第12条）；（4）财产收

益与其他所得：包括不动产所得（第6条）、财产收益（第13条）以

及其他所得（第22条）。

5.1.4.1 营业所得

（1）营业利润

根据菲律宾企业所得税法，对于在菲律宾境内从事贸易或经营活

动的外国公司，一方面，须就其在上一纳税年度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

所得，按照应纳税所得额的30%计算所得税；另一方面，对于分支机

[300] OECD Model Convention and commentary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 Article 5 Paragraph 6 commentary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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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汇回总部的利润，应基于其申请或划拨汇回的总利润额，在不进行

任何税收扣除的情况下（除注册于菲律宾经济区署的活动）按15%的

税率征税。[301]对于前者，即居民企业从菲律宾境内取得的营业利润，

由第7条第1款所规定的常设机构原则对菲律宾的来源地管辖权进行

限制，而对于后者，即分支机构向其总部汇回的利润课征15%的预提

税，根据《协定文本》第7条第7款第2项的规定，“分公司支付给总机

构的利润汇出时按不超过汇出额的百分之十征税。”这意味着，赴菲

投资的中国企业在菲律宾设立的分支机构向中国总机构汇回利息时，

菲律宾对汇回的总利润额，在不进行任何税收扣除的情况下仅按10%

课征预提税。[302]

根据《协定文本》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针对中国居民企业从菲

律宾取得的营业利润，菲律宾政府行使课税权的前提是，该企业在菲

律宾的经营活动构成了常设机构，并且菲律宾向该企业课税的范围，

仅限于与可归于常设机构的营业利润。换言之，如果中国居民企业在

菲律宾的经营活动不构成常设机构，或者中国居民企业从菲律宾取得

的营业利润并不归于常设机构，则菲律宾政府无法对该笔所得行使课

税权。

一旦确定中国居民企业从菲律宾取得的经营所得可归于该企业

在菲律宾的常设机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究竟有多少利润可归于该

常设机构。对此，《协定文本》第7条第2款规定了一般性原则，即计

算中国居民企业通过在菲律宾设立的常设机构取得来源于菲律宾的

经营营业利润时，应符合“独立交易原则”。也就是说中国居民企业通

[301]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Chapter IV, SEC28A(5).
[302]举例而言，一家中国企业在菲律宾投资取得来源于菲律宾的营业净利润100万，若该

中国企业在菲律宾的营业活动构成了常设机构，且该利润与常设机构具有实际联系，必须要

先缴纳30万的公司所得税，在将剩余利润70万汇回中国时还按照10%的税率缴纳7万元的预

提税。但若该中国企业在菲律宾的营业活动未构成常设机构，或取得的营业利润与常设机构

不具有实际联系，则不必缴纳公司所得税，但针对汇回的100万元需缴纳10万元的预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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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设在菲律宾的常设机构在菲律宾进行营业，应将该常设机构视同在

相同或类似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类似活动的独立分设企业，并同该常设

机构所隶属的企业完全独立处理，该常设机构可能得到的利润应归属

于该常设机构。

然而，独立交易原则的适用存在两项例外规定。第一，根据《协

定文本》第7条第3款，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当允许扣除其进

行营业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行政和一般管理费用，不论其发生于该

常设机构所在国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第二，根据《协定文本》第7条

第4款，如果缔约国一方习惯于以企业总利润按一定比例分配给所属

各单位的方法来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则独立交易原则的适用并不妨

碍该缔约国按这种习惯分配方法确定其应纳税的利润。

基于上述的一般性原则和两项例外规定，当中国企业在某一年度

确立了认定可归属常设机构利润的方法，除有适当的和充分的理由需

要变动外，每年应采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303]

值得注意的是，第7条第7款第1项中规定，利润中如果包括本协

定其他各条单独规定的所得项目时，本条规定不应影响其他各条的规

定。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企业从菲律宾取得的任一项所得可以被界定

为除了营业利润以外的其他性质的所得，则应当优先适用税收协定中

的其他所得条款进行调整，而非营业利润条款。

（2）海运和空运

菲律宾对于在其境内开展国际运输业务的居民外国企业按“总菲

律宾营业额”的2.5%缴纳税款。在中菲税收协定适用的情况下，菲律

宾对于中国居民企业以船舶或飞机经营国际运输从菲律宾取得利润，

在课税税率上受到限制，即税款不能超过从菲律宾取得的总收入的

[303]第5条第6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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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不仅如此，《协定议定书》第二条对于菲律宾的课税权做出进

一步限制。根据该条款，菲律宾同意对中国居民企业取得来源于菲律

宾的国际运输营业利润在课税上给予片面最惠国待遇。截止2019年6

月，菲律宾所签订的税收条约中，关于国际运输营业利润最优惠的条

款体现在菲律宾与荷兰签订的税收协定中，根据《菲荷税收协定》第

八条第二款，来源地国对于国际运输营业利润的课税权范围限制在取

得总收入的1%以内。[304]

5.1.4.2 劳务所得

对于中国居民个人从菲律宾取得的劳务所得，按照所得的不同性

质，应适用中菲税收协定的不同条款进行调整，包括独立个人劳务所

得（第14条）、非独立个人劳务所得（第15条）、董事费（第16条）、

艺术家和运动员（第17条）、退休金（第18条）、政府服务所得（第

19条）、教师与研究人员（第20条）、学生与实习人员（第21条）。

在适用顺位上，第16条、第18条、第19条、第20条以及第21条优先于

第15条适用，[305]第17条优先于第14条和第15条适用。[306]

（1）独立个人劳务所得

根据第14条的规定，中国居民个人由于专业性劳务（包括独立的

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

筑师、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动）或者其他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所得，

仅在中国进行课税。但在下列任一情况下，菲律宾政府亦有征税权：

(a) 中国居民个人在菲律宾为从事上述活动设有经常使用的固定基

地。[307]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可以仅对属于该固定基地的所得征税；

[304] Netherlands - Philippines Income Tax Treaty (1989), Article 8 paragraph 2
[305]第十五条第一款。
[306]第十七条第一款。
[307]判断是否存在固定基地，与对常设机构的认定很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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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国居民个人在有关历年中在菲律宾停留连续或累计达到或超过

183天。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可以仅对在菲律宾进行活动取得的所

得征税。

（2）非独立个人劳务所得

根据第15条的规定，中国居民个人因受雇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

他类似报酬，除了在菲律宾从事受雇的活动以外，应仅在中国征税。

在菲律宾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菲律宾也有课税权。然而，中

国居民因在菲律宾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如果同时具有以下三

个条件，则仅中国政府具有征税权：①中国居民在有关历年中在菲律

宾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183天；②该项报酬由并非菲律宾居民的雇

主支付或代表该雇主支付；③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菲律宾的常设

机构或固定基地所负担。

对于在菲律宾企业经营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上从事受雇的活

动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菲律宾进行征税。

（3）艺术家和运动员

虽然有第14条和第15条的规定，但是根据第17条，中国居民，作

为表演家，如戏剧、电影、广播、或电视艺术家、音乐家、或运动员，

在菲律宾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菲律宾征税。中国表演

家或运动员在菲律宾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并非归属表演家或

运动员本人，而是归属于其他人，仍然可以在该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

其活动的菲律宾本国征税。作为中国居民的表演家或运动员在菲律宾

按照缔约国双方政府的文化交流计划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在菲律宾

应予免税。

（4）教师和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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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20条的规定，任何中国居民个人是、或者在紧接前往菲律

宾之前曾是中国居民，主要是为了在菲律宾的大学、学院、学校或为

该菲律宾政府承认的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讲学或研究的目

的，停留在菲律宾。对其由于教学、讲学或研究取得的报酬，菲律宾

应自其第一次到达之日起，二年内免予征税。但是，本款规定不适用

于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主要是为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私利从事研究取

得的所得。所述中国学生、企业学徒或实习生取得的不包括在前述提

到的赠款、奖学金和劳务报酬，在接受教育或培训期间，应与菲律宾

居民享受同样的免税、优惠或减税。

（5）学生和实习人员

根据第21条的规定，中国的学生、企业学徒或实习生是、或者在

紧接前往菲律宾之前曾是中国居民，仅由于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

停留在菲律宾境内，对其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收到

的来源于菲律宾以外的款项，菲律宾应免予征税。

（6）董事费

根据第16条的规定，中国居民作为菲律宾居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取得的董事费和其他类似款项，菲律宾政府有征税权。“其他类似款

项”包括中国居民个人以菲律宾居民公司董事会成员身份取得的附加

福利，如股票期权、居所、交通工具、保险及俱乐部成员资格等等。

（7）退休金

根据第18条的规定，中国居民因以前的雇佣关系所取得的退休金

和其他类似报酬，应仅在中国纳税。但对于菲律宾当局按照社会保险

制度的公共福利计划支付的退休金和其他类似款项，应仅在菲律宾征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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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3 投资所得

投资所得主要包括三种类型：股息（第10条）、利息（第11条）、

特许权使用费（第12条）。这三个条款在适用上存在着一些共性：

首先，对于中国居民（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取得来源于菲律宾

的投资所得，如果与该居民在菲律宾设立的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具

有实际联系的，其取得的投资所得应并入其常设机构的营业利润或是

其固定基地的独立个人劳务所得，在菲律宾征税，适用协定中的营业

利润及独立个人劳务条款；若中国居民在菲律宾没有设立常设机构或

固定基地，或是虽有设立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但取得来源于菲律宾

的投资所得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没有实际联系的，菲律宾对于中

国居民取得的该笔投资所得在课税的税率上应受到《协定文本》第10

条、第11条、第12条的限制。

其次，要适用税收协定项下关于投资所得条款中对于来源地国课

税限制的协定优惠，前提条件是，取得投资所得的一方应当符合“受

益所有人”的要件。也就是说，如果取得投资所得的中国居民仅是该

项所得的代理人、名义持有人，或是对于那笔所得仅拥有极有限的支

配权力的导管公司，[308]则很可能被排除出受益所有人的范围，因此

无法享受税收协定项下的优惠。

最后，针对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如果支付方与作为受益所有人

的取得方或者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以至于所支付的投资数

额超出了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在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协

定中的利息条款和特许权使用费条款仅适用于在不存在特殊关系时

所能达成的数额。这一规定与正常交易原则相符，为防止企业基于特

殊关系扭曲跨境支付款项的数额，套取协定优惠。

[308]OECD Model Convention and commentary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 Article 5 Paragraph 6 commentary 12.1, 12.2 and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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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息

对于股息的定义，规定在《协定文本》第10条第3款，是指“从股

份或者非债权关系分享利润的权利取得的所得，以及按照分配利润的

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法律，视同股份所得同样征税的其他公司权利

取得的所得”。适用这一条款的难点在于，某些所得（例如混合融资

工具）可能兼具“股息”和“利息”的某些特征，对此，OECD范本注释

建议应当基于实质优于形式的原则，在区分股息和利息上，注意下列

要素：①贷款金额所占公司资本比例是否过高以及可赎回资产与贷款

金额是否相匹配；②债权人是否参与公司的利润分配；③债权人是否

具有优先受偿权；④利息的支付数额是否因公司利润的多少而有所不

同；⑤合同上是否约定利息支付的时间。合同上是否约定利息支付的

时间。

若确定一笔所得在性质上属于股息，那么根据第10条第1款和第2

款的规定，对于菲律宾居民公司支付给中国居民的股息，菲律宾可以

按照其国内法进行课税。但是，如果中国居民是股息受益所有人，菲

律宾当局所征税款不应超过：①如果受益所有人是直接拥有支付股息

公司至少10%资本的公司，为股息总额的10%；②其他情况下，为股

息总额的15%。

结合《协定议定书》第3条的规定，菲律宾同意对中国居民取得

来源于菲律宾的股息在课税上给予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截止2020年4

月，在菲律宾对外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关于股息条款的最惠国待遇体

现在与墨西哥新修订的税收协定（2015）[309]中，根据菲墨税收协定

第10条第2款的规定，①如果受益所有人是直接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至

少70%资本的公司，为股息总额的5%；②如果受益所有人是直接拥

[309]Mexico – Philippines Income Tax Treaty（2015）Article 10 paragrap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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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支付股息公司至少10%资本的公司，为股息总额的10%；③其他情

况下，为股息总额的 15%。

这意味着，在中国居民从菲律宾取得股息的情况下，取决于其在

菲律宾子公司的投资份额，菲律宾作为来源地国的课税权所受到限制

的程度也有所不同（见表33）：

表33 对于中国投资者从菲律宾取得股息的课税

投资情况 菲律宾课税税率限额

作为股息受益所有人的中国居民公司直接拥有支付

股息公司至少70%资本

5%

作为股息受益所有人的中国居民公司直接拥有支付

股息公司的资本达到10%，但不足70%

10%

其他情况 15%

（2）利息

对于利息的界定，规定在《协定文本》第11条第4款中，是指“从

各种债权取得的所得，不论其有无抵押担保或者是否有权分享债务人

的利润；特别是从公债、债券或者信用债券取得的所得，包括其溢价

和奖金，不包括由于延期支付的罚款。”根据第11条第1款和第2款的

规定，对于发生于菲律宾而支付给中国居民的利息，菲律宾可以按照

其国内法课税，但是在所得取得方是利息受益所有人的情况下，菲律

宾所征税款不得超过利息总额的10%。所谓“发生于”菲律宾的利息，

包括两种情况：①支付利息的人为菲律宾政府、其行政区、地方当局

或菲律宾税收居民；②当支付利息的人（不论是否为中国或菲律宾一

方居民），在菲律宾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利息的债务

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利息，该利息应认为

发生于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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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例外情形是，根据第11条第3款的规定，发生于菲律宾而

为中国政府、地方当局及其中央银行或者完全为其政府所有的金融机

构取得的利息；或者为中国居民取得的利息，其债权是由中国政府、

地方当局及其中央银行或者完全为其政府所有的金融机构间接提供

资金的，应在菲律宾免税。

（3）特许权使用费

根据《协定文本》第12条第3款的界定，特许权使用费是指“使用

或有权使用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包括电影影片、无线电或电视广

播使用的胶片、磁带的版权，专利、商标、设计或模型。图纸、秘密

配方或秘密程序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或者使用或有权使用

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或有关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情报所支付的

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

根据第12条第1款与第2款的规定，在所得取得方是特许权使用费

受益所有人的情况下，该笔特许权使用费的发生地所在国[310]在行使

课税权时，其税率应受到限制，具体是指：①使用或有权使用文学、

艺术或科学著作，包括电影影片、电视或广播使用的磁带的版权，为

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 15%；②使用或有权使用专利、商标、设计或

模型、图纸、秘密配方或秘密程序以及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

科学设备或有关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情报，为特许权使用费总额

的10%。[311]

[310]对于发生地所在国的认定与利息相同，根据第十二条第五款的规定，如果支付特许

权使用费的人是缔约国一方政府、其行政区、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特许权使

用费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

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义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

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特许权使用费，上述特许权使用费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

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311]按照菲律宾法律对技术转让须经批准的规定，仅就经菲律宾主管当局批准的合同所

发生于菲律宾共和国的特许权使用费，才可实施上述第（二）项的限制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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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权使用费条款适用的关键点和难点在于对所得定性的识别，

因为对于某些权利的授权使用，往往伴随着销售和服务同时发生，究

竟一项所得的取得是因销售取得的营业利润，还是财产转让取得的资

本利得，亦或是授权使用而带来的特许权使用费，对所得的界定不同，

会导致税收协定的适用产生不同的结果。

考虑到在本年度修订税法后，菲律宾对外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对于

股息、利息或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适用的税率可能高于菲律宾国内税法

所规定的税率，菲律宾政府发布了一项协调措施，将由本国向非居民

支付的上述款项的税率作出以下调整，并规定适用协定税率和国内税

率中的最低者。[312]

表34 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国内法税率一览表

股息 利息 特许权使用费

公司，自然人 适格公司

国内法税率 % % % %

公司 15/30 15/30 10/20/30 30

自然人 20/25 - 20/25 10/20/25

表35 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协定税率一览表

税收协定缔约方 股息 利息 特许权使用费

个人，企业 特定适格企业

% % % %

澳大利亚 15/25 15/25 10/15 15/25

奥地利 25 10 10/15 10/15

巴林王国 15 10 10 10/15

孟加拉共和国 15 10 15 15

比利时 15 10 10 15

[312]See Philippines – Treaty Withholding Rates Table,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au-ph_01_eng_1979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au-ph_01_eng_1979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au-ph_01_eng_1979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au-ph_01_eng_1979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at-ph_01_eng_1981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at-ph_01_eng_1981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at-ph_01_eng_1981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at-ph_01_eng_1981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bh-ph_02_eng_2001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bh-ph_02_eng_2001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bh-ph_02_eng_2001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bh-ph_02_eng_2001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bd-ph_01_eng_1997_tt__td1_a9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bd-ph_01_eng_1997_tt__td1_a9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bd-ph_01_eng_1997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bd-ph_01_eng_1997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be-ph_01_eng_1976_tt__td2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be-ph_01_eng_1976_tt__td2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be-ph_01_eng_1976_tt__td2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be-ph_01_eng_1976_tt__td2_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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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15/25 15/25 10/15 15/25

加拿大 25 15 10/15 25

中国 15 10 10 10/15

捷克 15 10 10 10/15

丹麦 15 10 10 15

芬兰 15 15 10/15 15/25

法国 15 10 10/15 15

德国 15 5/10 10 10

匈牙利 20 15 15 15

印度 20 15 10/15 -/15

印度尼西亚 20 15 15 15/20

以色列 15 10 10 15

意大利 15 15 10/15 15/25

日本 15 10 10 10/15

韩国 10/25 10 10/15 10/15

科威特 15 10 10 20

马来西亚 15/25 15/25 15 15/25

墨西哥 15 5/10 12.5 15

荷兰 15 10/15 10/15 10/15

新西兰 15 15 10 15

尼日利亚 15 12.5 10 20

挪威 25 15 15 7.5/25

巴基斯坦 25 15 10/15 15/25

波兰 15 10 10 15

卡塔尔国 15 10 10 15

罗马尼亚 15 10 10/15 10/15/25

俄罗斯 15 15 15 15

新加坡 25 15 10/15 15/25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br-ph_01_eng_1983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br-ph_01_eng_1983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br-ph_01_eng_1983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br-ph_01_eng_1983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ca-ph_01_eng_1976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ca-ph_01_eng_1976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ca-ph_01_eng_1976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ca-ph_01_eng_1976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cn-ph_01_eng_1999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cn-ph_01_eng_1999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cn-ph_01_eng_1999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cn-ph_01_eng_1999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cz-ph_01_eng_2000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cz-ph_01_eng_2000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cz-ph_01_eng_2000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cz-ph_01_eng_2000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dk-ph_01_eng_1995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dk-ph_01_eng_1995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dk-ph_01_eng_1995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dk-ph_01_eng_1995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fi-ph_01_eng_1978_tt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fi-ph_01_eng_1978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fi-ph_01_eng_1978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fi-ph_01_eng_1978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fi-ph_01_eng_1978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fr-ph_01_eng_1976_tt__td3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fr-ph_01_eng_1976_tt__td3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fr-ph_01_eng_1976_tt__td3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fr-ph_01_eng_1976_tt__td3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de-ph_02_eng_2013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de-ph_02_eng_2013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de-ph_02_eng_2013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de-ph_02_eng_2013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hu-ph_01_eng_1997_tt__td1_a9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hu-ph_01_eng_1997_tt__td1_a9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hu-ph_01_eng_1997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hu-ph_01_eng_1997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in-ph_01_eng_1990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in-ph_01_eng_1990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in-ph_01_eng_1990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in-ph_01_eng_1990_tt__td1_a13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id-ph_01_eng_1993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id-ph_01_eng_1993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id-ph_01_eng_1993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id-ph_01_eng_1993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il-ph_01_eng_1992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il-ph_01_eng_1992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il-ph_01_eng_1992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il-ph_01_eng_1992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it-ph_01_eng_1980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it-ph_01_eng_1980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it-ph_01_eng_1980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it-ph_01_eng_1980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jp-ph_01_eng_1980_tt__td2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jp-ph_01_eng_1980_tt__td2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jp-ph_01_eng_1980_tt__td2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jp-ph_01_eng_1980_tt__td2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kr-ph_01_eng_1984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kr-ph_01_eng_1984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kr-ph_01_eng_1984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kr-ph_01_eng_1984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kw-ph_01_eng_2009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kw-ph_01_eng_2009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kw-ph_01_eng_2009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kw-ph_01_eng_2009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my-ph_01_eng_1982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my-ph_01_eng_1982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my-ph_01_eng_1982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my-ph_01_eng_1982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mx-ph_01_eng_2015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mx-ph_01_eng_2015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mx-ph_01_eng_2015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mx-ph_01_eng_2015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nl-ph_01_eng_1989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nl-ph_01_eng_1989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nl-ph_01_eng_1989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nl-ph_01_eng_1989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nz-ph_01_eng_1980_tt__td2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nz-ph_01_eng_1980_tt__td2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nz-ph_01_eng_1980_tt__td2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nz-ph_01_eng_1980_tt__td2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ng-ph_01_eng_1997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ng-ph_01_eng_1997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ng-ph_01_eng_1997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ng-ph_01_eng_1997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no-ph_02_eng_1987_tt__td2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no-ph_02_eng_1987_tt__td2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no-ph_02_eng_1987_tt__td2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no-ph_02_eng_1987_tt__td2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k-ph_01_eng_1979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k-ph_01_eng_1979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k-ph_01_eng_1979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k-ph_01_eng_1979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pl_01_eng_1992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pl_01_eng_1992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pl_01_eng_1992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pl_01_eng_1992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qa_01_eng_2008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qa_01_eng_2008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qa_01_eng_2008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qa_01_eng_2008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ro_01_eng_1994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ro_01_eng_1994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ro_01_eng_1994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ro_01_eng_1994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ru_01_eng_1995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ru_01_eng_1995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ru_01_eng_1995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ru_01_eng_1995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sg_01_eng_1977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sg_01_eng_1977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sg_01_eng_1977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sg_01_eng_1977_tt__td1_a12


中国居民赴菲律宾投资税收指南

209

西班牙 15 10 10/15 10/15/20

斯里兰卡 15/25 15 15 15/25

瑞典 15 10 10 15

瑞士 15 10 10 15

泰国 15 10 10/15 15

土耳其 15 10 10 10/15

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

15 10 10 10

英国 25 15 10/15 15/25

美国 25 20 10/15 15/25

越南 15 10 15 15

5.1.4.4 财产收益和其他所得

（1）不动产使用所得

根据第6条第1款，中国居民从位于菲律宾的不动产取得的所得

（包括农业或林业所得），菲律宾政府可以征税。这里所指的“不动

产所得”，包括从直接使用、出租或者任何其他形式使用不动产取得

的所得。其中，对于“不动产”范围的界限，应按照菲律宾（即财产

所在地）的法律进行确定，但无论如何，应包括“附属于不动产的财

产、农业和林业所使用的牲畜和设备、有关地产的一般法律规定所适

用的权利、不动产的用益权，以及由于开采或有权开采矿藏水源和其

他自然资源取得收入的权利”。船舶和飞机不属于本条款项下的不动

产。

（2）财产收益

财产收益是基于转让财产的所有权而取得的收益。对于此类所得

的一般性课税原则规定在第13条第5款中，即转让财产所得，应仅在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es_01_eng_1989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es_01_eng_1989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es_01_eng_1989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es_01_eng_1989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lk_01_eng_2000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lk_01_eng_2000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lk_01_eng_2000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lk_01_eng_2000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se_01_eng_1998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se_01_eng_1998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se_01_eng_1998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se_01_eng_1998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ch_01_eng_1998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ch_01_eng_1998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ch_01_eng_1998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ch_01_eng_1998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th_01_eng_2013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th_01_eng_2013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th_01_eng_2013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th_01_eng_2013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tr_01_eng_2009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tr_01_eng_2009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tr_01_eng_2009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tr_01_eng_2009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ae_02_eng_2003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ae_02_eng_2003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ae_02_eng_2003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ae_02_eng_2003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uk_01_eng_1976_tt__td1_a9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uk_01_eng_1976_tt__td1_a9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uk_01_eng_1976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uk_01_eng_1976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us_01_eng_1976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us_01_eng_1976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us_01_eng_1976_tt__td1_a12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us_01_eng_1976_tt__td1_a13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vn_01_eng_2001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vn_01_eng_2001_tt__td1_a10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vn_01_eng_2001_tt__td1_a11
https://research.ibfd.org/linkresolver/static/tt_ph-vn_01_eng_2001_tt__td1_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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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者为其居民的缔约国征税。也就是说，中国居民转让财产取得的

收益，应仅由中国行使独占课税权。然而，存在四种情形的例外：①

不动产：转让中国居民位于菲律宾的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菲律

宾征税；②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的动产：转让中国居民企业在菲律宾

的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的动产，或者中国居民在菲律宾从事独立个

人劳务的固定基地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包括转让常设机构（单独或者

随同整个企业）或者固定基地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菲律宾征税；③船

舶或飞机：转让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或者转让属于经营上述

船舶、飞机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企业为其居民的缔约国征税；

④股票：中国居民转让一个公司财产股份的股票取得的收益，该公司

的财产又主要直接或者间接由位于菲律宾的不动产所组成，可以在菲

律宾征税。

菲律宾国内税法备忘录指令RAMO1-93对纳税人可能滥用税收

协定财产收益条款进行了专项规定。菲律宾签署的绝大多数税收协定

对非居民转让并非主要由位于菲律宾不动产构成的财产所对应的公

司股权通常给予免税待遇。该备忘录指令对该转让规定了税务审计程

序，即税务局对于非居民将位于菲律宾的财产或股权转让给缔约国另

一方居民，而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又将该财产或股权再次转让的情形通

常会适用税务审计程序。如发现有滥用财产收益条款的情形，纳税人

很可能会面临税务机关的转让定价调整。例如，转让人与被转让人之

间属于关联方企业，或第二次转让距离第一次转让时长短于6个月，

或是第二次转让价格几乎与第一次转让价格持平。[313]

（3）其他所得

[313]J.Ocampo,Philippines-Corporate Taxation sec.7.,Country Analyses IBFD(accessed 6 Ma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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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居民从菲律宾取得的一项所得无法归类于上述任何一类

所得类型时，应当适用《协定文本》第22条“其他所得”进行调整。根

据这一条款，中国居民取得的各项所得，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生，应仅

在中国征税。但例外情形是，对于第6条第2款规定的不动产所得以外

的其他所得，如果取得所得的一方为中国居民，通过设在菲律宾的常

设机构在该菲律宾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菲律宾的固定基地在该

菲律宾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所得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

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应适用“营业利润”条款

（第7条）或“独立劳务所得”条款（第14条）的规定。

5.1.5 菲律宾税收抵免政策

5.1.5.1 企业境外所得的税收抵免办法

（1）申请抵免的主体

根据《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34节第（C）条第（3）款，

菲律宾公民及本国企业在某一纳税年度中向其他任何国家缴纳或发

生的所得税款可以申报抵免。此外，作为普通专业合伙成员或遗产或

信托基金受益人的个人，若从该合伙企业或信托中可分配到的所得部

分已根据菲律宾所得税法申报纳税，可以在纳税年度内就普通专业合

伙、遗产或信托基金根据持股比例向其他国家支付或发生的税款，申

报抵免。上述纳税人需在其纳税申报中表明希望获得抵免的意愿。关

于抵免的规定，不适用于外国个人和外国企业。

（2）对于抵免的限制[314]

可享有的抵免额受到下列两方面限制：首先，向任何国家所支付

或发生的税款而享有的抵免数额，不得超过享有该抵免的税款所占的

份额，即纳税人根据菲律宾所得税法来源于该国的应纳税所得额在其

[314]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 Chapter VII, Section 34(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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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纳税年度内的全部应纳税所得额中的比例；其次，抵免的总金

额不得超过享有该抵免的税款所占的份额，即纳税人根据菲律宾所得

税法来源于菲律宾境外的应纳税所得额占其在同一纳税年度内的全

部应纳税所得额的比例。

（3）税额的调整[315]

根据第34节第C条第（5）款，若应付税款在实际支付时不同于

纳税人所申报的抵免额，或任何已付税款被全额或部分退回，纳税人

应告知国家税务局局长，局长应在得知后重新确定当年或受影响年度

的税款金额，如果存在少付的税金，应由纳税人根据国家税务局局长

的通知和要求补交税款，如果存在多付的税金，应向纳税人进行抵扣

或退还。

对于发生但未交付的税款，在给予抵免前，国家税务局局长可要

求纳税人提供担保，作为给予该抵免的先行条件，提供担保的金额须

经国家税务局局长批准。

（4）享受抵免的年度[316]

关于国外税收抵免，纳税人无论采用何种会计核算方法记录账

目，可选择在外国税负发生的年度内进行抵免，但是须满足第34节第

C条第（5）款所列条件。若纳税人选择在外国税负计提的年度抵免，

则随后各年度的抵免需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且该税款在同一年度或

余下年度不得再进行扣除。

（5）申报抵免的证明[317]

[315]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 Chapter VII, Section 34(C)(5).
[316]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 Chapter VII, Section 34(C)(6).
[317]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 Chapter VII, Section 34(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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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须提供证明向国家税务局局长证实如下内容后方可享有

抵免：①来源于菲律宾境外的收入总额；②从各国取得的所得、根据

上文所述用作抵免的已缴或已发生的税款金额，该数额的认定应根据

财政部长颁布的法规及条例；③其他所有验证和计算该抵免所需的必

要信息。

（6）关于境外分支机构亏损的规定[318]

对于非居民外国个人或外国企业，可扣除的亏损为其当年在菲律

宾从事营利事业、交易或职业活动时所实际遭受的亏损，且这些亏损

未通过保险或其他形式的赔偿而得到补偿。

5.1.5.2 个人境外所得的税收抵免办法

个人境外所得的抵免办法可参照企业适用。

5.1.5.3 饶让条款相关规定[319]

税收饶让指居住国政府对其居民在国外得到减免税优惠的那一

部分，视同已经缴纳，同样给予税收抵免待遇不再按居住国税法规定

的税率予以补征。税收饶让是配合抵免方法的一种特殊方式，是税收

抵免内容的附加。它是在抵免方法的规定基础上，为贯彻某种经济政

策而采取的优惠措施。在菲律宾与其他国家签订且有效的43个税收协

定中，菲律宾对本国的居民公司从下列国家取得的所得适用税收饶让

优惠抵免（表36）：

表36 菲律宾给予饶让抵免的协定

国家 涵盖范围 具体协定条款 终止日期

印度 所有所得 第24条 无

[318] 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97, Title 2 , Chapter VII，Section34(D)(2)
[319]J.Ocampo,Philippines-Corporate Taxation sec.7.,Country Analyses IBFD(accessed 20

Ma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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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所有所得 第23条 无

马来西亚 所有所得 第22条 无

墨西哥 所有所得 第23条 无

巴基斯坦 所有所得 第23条 无

波兰 所有所得 第23条 无

罗马尼亚 所有所得 第22条 无

斯里兰卡 所有所得 第23条 无

新加坡 所有所得 第22条 无

泰国 所有所得 第23条 无

越南 所有所得 第23条 无

另外，在与菲律宾签订税收协定的缔约国当中，对菲律宾给予的

税收优惠适用饶让抵免条款的国家如下（表37）：

表37 对方缔约国给予菲律宾的税收饶让抵免

国家 涵盖范围 抵免税率[320] 协定条款 终止日期

印度 所有所得 24 无

印度尼西亚 所有所得 23 无

马来西亚 所有所得 22 无

墨西哥 所有所得 23 无

新西兰 特许权使用费 10% 23 无

挪威 股息、利息、特

许权使用费

24 2007.1.1.

巴基斯坦 所有所得 23 无

波兰 所有所得 23 无

罗马尼亚 所有所得 22 无

新加坡 所有所得 22 无

斯里兰卡 股息、利息 23 无

泰国 所有所得 23 无

越南 所有所得 23 无

[320]抵免税率是指在没有优惠税率的情况下，适用该居住国税法规定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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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菲税收协定中并未规定饶让抵免条款。

5.1.6 非歧视待遇原则

《协定文本》第24条对于非歧视待遇做出规定，这一条款为赴菲

投资的中国国民或居民在下列四种情况下提供了与菲律宾国民或居

民“一视同仁”的税收保障：

（1）中国国民在菲律宾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菲律

宾国民在相同情况下，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

其更重。本规定也应适用于不是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居民的人。

（2）中国居民企业在菲律宾常设机构的税收负担，不应高于菲

律宾对其本国进行同样活动的企业。本规定不应理解为菲律宾由于民

事地位、家庭负担给予该其居民的任何扣除、优惠和减免也必须给予

该中国居民。

（3）除了适用正常交易原则进行调整的情况外，菲律宾企业支

付给中国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款项，在确定该菲律宾企

业应纳税利润时，应与在同样情况下支付给该菲律宾居民同样予以扣

除。

（4）菲律宾企业的资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为中国一个或

一个以上的居民拥有或控制，该菲律宾企业在菲律宾负担的税收或者

有关条件，不应与该菲律宾其他同类企业的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

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

5.1.7 在菲律宾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手续

5.1.7.1 菲律宾执行协定的模式

为规范税收协定优惠申请流程，便于非居民纳税人纳税申报管

理，菲律宾财政部和国税局于2010年8月25日发布2010年72号税收备

忘录（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No. 72-2010，以下简称RMO

https://www.bir.gov.ph/images/bir_files/international_tax_affairs/RMO%2072-20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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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2-2010），[321]当前关于非居民税收优惠申请流程主要规定在RMO

NO.72-2010。此外，2016年6月24日，菲律宾国家税务局又发布了2016

年27号税收备忘录（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No. 27-2016，以下

简称RMO NO. 27-2016），[322]优化了关于适用协定中股息、利息及特

许权使用费条款的申请流程。在RMO NO. 27-2016的基础上，2017年

3月28日，菲律宾国家税务局又发布了2017年8号税收备忘录（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No. 8-2017，以下简称RMO NO. 8-2017），[323]创

建了新的CORRT表格[324]，对关于适用协定中股息、利息及特许权使

用费条款的申请流程进行进一步简化。任何其他类型的收入仍适用

RMO NO.72-2010的规定。

（1）申请提交机构

所有的税收协定优惠申请须向国际税务处（ International Tax

Affairs Division，ITAD）提交。国际税务处是税收协定优惠申请的唯

一主管机关，负责税收协定优惠的执行与解释。

（2）申请时间要求

按照RMO No. 72-2010，关于税收协定优惠的申请必须在交易发

生之前完成，也就是发生第一次应税事件前完成。若未在规定时间内

递交申请，将导致申请人丧失申请税收协定优惠待遇的资格。然而，

这一规定的合理性在实践中备受争议和挑战。最高法院审理的

Deutsche Bank vs. Commissioner of Internal Revenue案（2013）为例，

[321]BIR,Guidelines on the Processing of Tax Treaty Relief Applications (TTRA) Pursuant to
Existing Philippine Tax Treaties, August 25,2010.

[322] Department of Finance & BIR, Procedure for Claiming Tax Treaty Benefits for
Dividend, Interest and Royalty Income of Nonresident Income Earners, 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RMO) No. 27-2016

[323]Procedure for Claiming Tax Treaty Benefits for Dividend, Interest and Royalty Income of
Nonresident Income Earners，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RMO) No. 8-2017

[324]Certificate of Residence for Tax Treaty Relief (CORTT)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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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在该案，最高法院认为，仅因纳税人未严格遵守RMO No. 72-2010

关于申请提交时间的规定而拒绝给予其税收协定项下的权利，有违缔

约国之间签署协议的初衷。国家税务局不应在税收协定的文本之外规

定额外的要求妨碍纳税人享有协定项下的优惠。税收协定具有法律的

强制力和效力，应切实执行，而向BIR提起的适用协定的申请应仅限

于确认纳税人享有这一权利。

（3）申请要求

①申请税收协定优惠之前，非居民纳税人应先向国际税务处申请

纳税识别号；根据RMO No.72-2010，根据不同的税目类型填写对应

BIR表格0901(BIR Form No. 0901)，该表格均可在BIR网站上下载，填

写完整后按不同税目提交有关材料，不同税目类型的材料详见3.3.2。

表38 不同税收纳税申报表格

表格编号 适用税目

BIR Forms No. 0901-D[326] 股息

BIR Forms No. 0901-I[327] 利息

BIR Forms No. 0901-R[328] 特许权使用费

BIR Forms No. 0901-P[329] 营业利润

BIR Forms No. 0901-S[330] 服务费

BIR Forms No. 0901-O[331] 其他所得

BIR Forms No. 0901-C[332] 财产收益

BIR Forms No. 0901-T[333] 船运和空运

[325] Supreme Court, Deutsche Bank AG Manila Branch vs. Commissioner of Internal
Revenue, G.R. No. 188550, 19 August 2013,

https://www.bir.gov.ph/images/bir_files/international_tax_affairs/BIR%20Form%20No.%200901-D%20Dividends.pdf
https://www.bir.gov.ph/images/bir_files/international_tax_affairs/BIR%20Form%20No.%20%200901-%20I%20Interest.pdf
https://www.bir.gov.ph/images/bir_files/international_tax_affairs/BIR%20Form%20No.%20%200901-%20R%20Royalties.pdf
https://www.bir.gov.ph/images/bir_files/international_tax_affairs/BIR%20Form%20No.%200901-%20P%20Business%20Profits.pdf
https://www.bir.gov.ph/images/bir_files/international_tax_affairs/BIR%20Form%20No.%200901%20-%20S%20Income%20from%20Services.pdf
https://www.bir.gov.ph/images/bir_files/international_tax_affairs/BIR%20Form%20No.%200901-O%20%20Other%20Income.pdf
https://www.bir.gov.ph/images/bir_files/international_tax_affairs/BIR%20Form%20No.%200901-C%20capital%20gain.pdf
https://www.bir.gov.ph/images/bir_files/international_tax_affairs/BIR%20Form%20No.%200901-T%20Transport%20and%20Shipp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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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具体申请流程：[334]

ITAD收到申请材料后，就申请有关资料存在不准确、不齐全等

情形，应在收到申请后7个工作日内告知纳税人或申请人，纳税人或

申请人应在收到告知后15个工作日内补齐或更正材料。

若纳税人或申请人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补齐或更正，在不影响重新

申请的前提下，ITAD应将纳税人或申请人的有关申请资料归档。该

笔交易的申请时间认定仍按原先申请的时间起算，国际税务处应将这

一情况以书面的形式告知纳税人或申请人。纳税人或申请人之后重新

申请的，需提交原先申请的所有归档材料，方能请求ITAD延续处理

原先的税收优惠申请，以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申请期间，纳税人或

申请人不得撤回原先申请的任何材料。若交易中止，纳税人或申请人

可提交申请请求国际税务处停止税收协定优惠审查，此时有关申请材

料仍由ITAD保管。

ITAD在收到税收协定优惠申请材料之日或补足所有材料之日起

的60个工作日内作出裁决，若收入类型不符合税收优惠申请条件，

ITAD应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或补足材料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作出裁

决。对非居民不利的任何裁决，在收到该裁决的30天内，纳税人可向

财政部申请审查。若纳税人不要求复议上述不利裁决的，可由ITAD

直接受理申请。

（4）一般规定材料要求[335]

非居民欲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应填报并提交以下材料，各一式

三份：

[334]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NO.72-2010 .Section15, Receiving and Processing of
TTRA.

[335] 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NO.72-2010 Sec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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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缔约国税务主管当局在上一年度开始以后出具的税收居民

身份证明；

②公司章程（对个人以外的收入者）。非居民需提供经驻国使领

馆认证的、与原件核对一致的公司章程复印件；

③ 特别授权书。申请者是所得税扣缴义务人或者是驻菲律宾代

表，应当提交经该国驻菲律宾使领馆认证的特别授权书。若申请者是

菲律宾本国居民，除提供该国驻菲律宾使领馆认证的特别授权书外，

还需提交扣缴义务人手写的授权书原件；

④在菲律宾业务存续证明。公司或合伙应当提供菲律宾证券交易

所出具的业务存续与否的原件；个人应当提供贸易工业部出具的业务

存续与否的原件；

⑤无待审案件证明。应提供能证明作为裁决请求的同一纳税人的

交易是否正在调查中（包括正在进行审计、行政复议、退款或索赔、

司法等程序）的相关信息之宣誓原始文本。

（5）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税收优惠申请流程[336]

①申请人需要提交的材料

在收入被支付或贷记前，应提交一份正式完成的CORTT表格(第

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或提交规定的居住身份证明以及CORTT表格第I

(A、B、C)和II部分提交给扣缴义务人或收入支付人。如果未提交，

则意味着没有要求任何税收协定减免，因此这些收入应按照《国家税

务法典（1997）》规定的正常税率缴纳。

②扣缴义务人或收入缴纳人需要提交的材料

[336] 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NO.8-2017 Secti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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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缴义务人或收入缴纳人应提交BIR表格1601-F[337]和BIR表格

1604-CF[338]，并按照税法和现有的收入分配情况支付预提税款。收入

扣缴义务人或付款人应当在支付非居民的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

收入预扣税后30天内向ITAD和RDO NO.39提交的原始如期完成

CORTT(I和II部分)或规定居住证明与CORTT表格的I部分(A、B和C)

和第II部分。如果已在ITAD和RDO No. 39备案的CORTT表格在规定

的有效期限内用于再次派发股息以及存在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交叉支付的情况下。扣缴义务人应在支付预提税款后30天内，提交更

新后的II部分。

③ CORTT表格的有效期

就股息收入而言，CORTT表格自签发日起两年内有效。但是，

如果使用居住国规定的居住证明，则居住证明的有效日期优先于所给

的两年期限。就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而言，CORTT表格应基于

合同的有效期。

5.2 菲律宾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

5.2.1 相互协商程序概述

相互协商程序(Mutual Agreement Procedure，MAP)是税收协定规

定的重要的争端解决方式。当一个人认为缔约国一方或双方的措施导

致或将导致对其不符合协定规定的征税时，可以不考虑国内法律所规

定的补救方法，将案情提交其本人为居民或国民的缔约国一方主管税

务机关。如果前述主管税务机关认为所提意见合理又不能单方面解决

[337]Monthly Remittance Return of Final Income Taxes Withheld
[338]Annual Information Return of Income Tax Withheld on Compensation and Final

Withholding Ta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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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与缔约国另一方主管税务机关协商解决。也就是说，菲律宾的

居民纳税人在适用税收协定过程中，如果认为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所

采取的措施与协定规定的征税规则不符时，可以不考虑国内法的补救

办法，将案情提交给菲律宾主管当局，提请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相互

协商程序要求纳税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案件提交给主管机关，主管机

关将努力与外国主管机关达成协议。

5.2.2 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的法律依据

截止目前，菲律宾国内法并没有关于提请相互协商的操作细则及

相关解释规则。

5.2.3 相互协商程序的适用

提请相互协商的最基本条件之一是纳税人所申请的条约救济是

正当有效的。相互协商的适用要求纳税人或者请求救济的一方当事人

所请求两国协商的事项必须属于税收协定所涵盖的税种或事项，并且

是由于缔约国另一方没有按照税收协定的规则进行征税而导致的争

议。例如，在菲律宾国税局ITAD 104-04裁决当中，菲律宾国税局拒

绝了本国居民纳税人向其提请的与美国国税局进行相互协商的要求，

因为在该案当中涉及争议的赡养费问题并不属于菲律宾和美国税收

协定争议的范围，而纯粹属于美国本国国内法的适用问题。[339]

5.2.4 启动程序

如果纳税人认为缔约国另一方税务机关的行为违反了税收协定，

纳税人可以直接申请相互协商程序，而无需先行提起诉讼。如果涉及

争议事项正处于诉讼程序中，或者菲律宾国税局正在进行纳税评估，

那么纳税人提请的相互协商请求被菲律宾国税局接受的可能性将大

大降低。诉讼是否会因相互协商程序的启动而中止取决于法庭适用规

[339] Carlos T. Carado II, Philippines-Transfer Pricing, Topical Analyses IBFD (assessed 6
Ma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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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及法官判决。一般来说，在纳税人和税务机关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相互协商程序的提请将会被批准。

5.2.5 相互协商程序的法律效力

由于缺乏国内法规则，相互协商程序中税务机关之间达成协议的

法律效力仍处于较为模糊的状态。

5.2.6 菲律宾仲裁条款

在菲律宾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已经生效的税收协定当中，并未规定

税收仲裁。

5.3 中菲税收协定争议的防范和解决

根据国际税务争议的主体不同，国际税务争议可分为两类，一是

国家间的国际税务争议；二是国家与跨国纳税人之间的国际税务争

议。国家间的国际税务争议，产生于主权国家间的国际税收利益分配

活动中，争议主体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当前，主权国家之间通常都

是通过签订国际税收协定的方式来协调彼此之间的国际税收利益分

配关系，因此，国家间的国际税务争议表现主要为有关国家之间就相

互签订的税收协定条款的解释、执行、适用范围等问题所产生的争议。

国家与跨国纳税人之间的国际税务争议，是产生于国家同跨国纳税人

间的税收征纳活动中，争议主体的法律地位是不对等的。通常这类争

议是应看跨国纳税人认为征税国的征税行为不符合有关的税法规定

或有关国际税收协定的规定而提起的。[340]

税收协定是缔约国双方划分国际税收征税权，以避免对纳税人双

重征税所达成的国际协议。如果缔约国对纳税人不按税收协定规定征

税，将会导致对纳税人的双重征税，这与税收协定避免双重征税的目

的和宗旨是相违背的，另外，税收协定也具有防止纳税人逃避税的目

[340]廖益新，《国际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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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意义。在实践中，适用中菲税收协定的争议可能体现为以下几种

类型：（1）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把企业的一般行政管理费用

分配给常设机构的比例问题。（2）当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人

与受益所有人存在关联关系时，支付人所在国对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

超过正常部分的征税问题。（3）关联企业应税利润的调整问题。（4）

对于关联企业间超过正常支付的利息，以及与受益所有人具有关联关

系的支付人所支付的利息，享有债权的公司所在的缔约国为实施其有

关资本弱化的法律而将利息视为股息征税的问题。（5）有关纳税人

住所的确定问题，常设机构的设立问题，以及雇员从事临时性劳务的

确定问题。

为避免和防范中菲税收协定争议，纳税人一方面应严格遵守和执

行菲律宾国内法规，按照该税收备忘录的流程向菲律宾税务局申请适

用税收协定优惠，尤其是涉及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的跨境支付。

另一方面，纳税人与关联方发生交易之前，可尝试事先向菲律宾税务

机关提出预约定价申请，菲律宾主管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通过事先

制定一系列合理的标准（包括关联交易所适用的转让定价原则和计算

方法等），确定未来一个固定时期内关联交易的定价及相应的税收问

题，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

一旦发生税务争议后，纳税人可以选择在行政体系提出异议，寻

求救济，在这一过程中，与税务机关达成和解也是化解争议的途径之

一。或者纳税人也可以选择司法救济，请求法院的介入，以解决冲突。

5.3.1 税务纠纷和解

在纳税评估及税务审计阶段，从税务审计到非正式会议、初步评

估通知到发布最终评估通知，纳税人与税务机关达成相互协商和解将

越来越难。因为从一阶段到另一阶段，国家税务局的内部审查程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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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严格，并且会有更多国家税务局工作人员的参与。例如，在税

务审计期间，纳税人将仅和税务审计人员接触，但是在发布初步或最

终评估通知后，评估部门的官员、收入地区官员以及地区长官将参与

进来。因此，纳税人在税务审计期间应当慎重谨慎，恰当选择达成和

解协议的时间。

达成和解协议，意味着纳税人对税务审计人员的检查结果让步或

者双方同意对调整后的税额或者对存在争议的费用金额达成谅解，并

补缴税收。为取得纳税人相关税目的补缴税款，税务审计人员也相应

作出让步，同意放弃对其他税目的检查。因此，和解是双方之间的让

步。在特定情况下，纳税人可能会倾向于通过和解来解决税收争议，

如避免过高的证明税务遵从的行政成本，或是避免税收争议久拖不决

所带来的成本和损失，包括律师费用等。

和解意味着允许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款少于纳税评估的检查结果

所计算的税额。按照《国家税务法典（1997）》的规定，国税局局长

有权进行税收协调、减税、退税或税额抵扣。根据第204节的规定，

纳税人必须有如下理由才可向国家税务局提出申请：

（1）对不利于纳税人的主张之合法性存在合理的质疑；

（2）纳税人提出以其当前的财务状况无法按照国家税务局的要

求缴纳足额税款。任何纳税义务的折让方式应基于下列最低金额：对

于经济困难者，最低协调率为基本评估税额的10%；而对于其他情况，

最低协调率为基本评估税额的40%。如果应纳税额超过100万比索或

者企业所能缴纳的税款低于最低税率，和解协议需要得到国家税务局

局长和副局长亲自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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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税务诉讼

根据现行菲律宾国家税务局的内部文件，税务机关人员往往需要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年度税务审计的任务目标，否则面临着被解雇的

风险。因此，实践中税务机关人员可能会发布令纳税人难以置信的并

且没有法律事实依据的巨额纳税评估结果，并希望纳税人能够立即足

额缴纳。虽然有规则规定纳税人可以对国家税务局纳税评估结果提出

复议申请，但是大多数的复议申请结果均被维持，国家税务局很少会

听取和采纳纳税人的复议申请意见，纠正纳税评估结果。因此，在这

种情况下，纳税人往往很难通过行政行为保证纳税评估结果的公正

性，因此，司法程序是另一个可以考虑采用的税务争议解决途径。税

务诉讼的优势在于，通过法院的介入，纳税人可能得到第三方（法官）

对税务纠纷较为客观且独立的意见。但是，值得纳税人注意的是：一

方面，税务诉讼的时间和费用成本可能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另一方

面，如果纳税人败诉，需要每年对应缴税款本金加征20%的利息，并

且利息应从对纳税人做出纳税评估之日起，到纳税人缴齐税款之日截

止计算，因此，巨额的利息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1）初审法院

菲律宾地区初审法院（Regional Trial Courts）于1948年成立，至

今是菲律宾层级最高的初审法院。菲律宾地区初审法院有权审理地方

性民商事和刑事案件，其中包括地方性税务纠纷。处理地方性税务纠

纷的诉讼程序具体规定于《地方政府法典》（Local Government Code）

中。纳税人自收到税收评估通知之日起60日内可向当地政府财政主管

官员提出异议，当地政府财政主管官员应自收到异议之日起60日内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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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裁决，纳税人在收到当地政府财政主管官员维持原裁决通知之日起

或前述60日期间届满之日起，可在30天内起诉至地区初级法院。[341]

（2）税务上诉法院

①税务上诉法院司法管辖权

菲律宾税务上诉法院共有一名首席大法官和八名大法官，分为三

个部门法庭，每个部门法庭有三个法官。所有的税务上诉案件分别由

税务上诉法院三个部门的法官审理并提供判决意见。根据共和国第

1125号法案以及共和国第9282号法案之前的其他法律规定，税务上诉

法院保留了对如下上诉案件的专属管辖权：

A．由国家税务局局长做出决定的案件，涉及有争议的评估，国

内税收、行政性收费或其他收费的退还，相关罚款，或者根据《国家

税务法典（1997）》、其他法律以及税务局颁布的部分法律所引起的

争议；

B．由海关局局长做出决定的案件，涉及关税、行政性费用或者

其他收费；没收、冻结或者解冻相关财产；其他相关罚款；根据海关

法或者海关颁布的其他法律所引起的争议。

C．在自动复核案件中，涉及海关委员会被提交给财政部长审理

的对纳税人有利的决定；

D．由贸工部部长决定的案件，涉及非农产品、商品或物品，或

由农业部部长决定的涉及农产品、商品或物品的案件，并且与征收反

倾销税、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相关。

[341]Simon Whitehead, The Tax Disputes and Litigation Review, Law Business Research Ltd,
February 2015, p.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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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共和国第9282号法案通过后，从2008年开始，税务上诉法院的

司法管辖权的范围已经被扩大到包括民商事税务争议，涉及刑事犯罪

的税务案件，地方性税务纠纷，财产税以及具有终局性质的征税案件

（final collection of taxes）在内的争议。同时，税务上诉法院的原司

法管辖权被扩大包括：

A．违反《国家税务法典》以及海关和关税法典的刑事案件；

B．对地区初审法院做出的地方性税收案件的初审判决提起上诉

的民刑事案件；

C．由评估上诉中央委员会做出的涉及对不动产的评估和征税的

决定；

D．国内税收的征收以及成为终审性质的关税评估。[342]

②税务诉讼程序

在庭审之前，法官将主持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参与的审前会

议（Pre-trial Conference），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需要分别确认并陈述其

税务纠纷的具体事实，并将其具体事实内容形成备忘录提交给税务上

诉法院。在此之后，由法院法官下达审前指令，宣布审前程序终止并

正式进入庭审阶段，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各自举证。

在税务上诉法院审理阶段，主要有两种案件审理方式：税务上诉

法院分庭审理（CTA Divisions）以及税务上诉法院全体法官共同审理

（CTA enBanc）。如果税务上诉法院法官否决了纳税人起诉书中要

求审核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并对税务局全部或部分纳税评估结果进行

了确认，纳税人可以在得到此判决通知之日起15内向税务上诉法院提

出要求再审。如果税务上诉法院拒绝纳税人申请再审的请求，纳税人

[342] Court of Tax Appe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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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收到拒绝再审请求之后15日内再次提起诉讼要求全体法官出

庭（en banc）共同审理此案件；如果税务诉讼法院全体法官共同审理

该案的判决仍然对纳税人不利，那么，纳税人可以在收到判决通知之

日起15日内提出再审；如果税务上诉法院全体法官共同审理做出拒绝

再审决定，纳税人可以在收到拒绝再审通知之日起15日内申请提交复

审令（certiorari）上诉至最高法院；若纳税人没有上诉或申请再审或

者已经在规定时间内另提起诉讼，那么最终判决将成为终审判决。

（3）最高法院

如果纳税人在15日内向最高法院提出再审请求，那么将由最高法

院对该案件进行最终审理。最高法院由首席法官一人和陪席法官十四

人组成，是菲律宾级别最高的法院，最高法院对所有法院及其全体人

员实施行政监督。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具有终局性。最高法院在审理

案件时，得由全体法官出庭，或酌情由三人、五人或七人组成分庭。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由菲律宾总统根据司法和律师理事会所提供的名

单遴选任命，每任7年且至少年满40周岁，为菲律宾本国公民，曾任

下级法院法官或在菲律宾执行律师业务十五年以上。[343]

一切涉及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协定或行政协定或法律是否违宪的

案件，应由最高法院全庭审理；根据法院规则需要全庭审理的其他案

件包括关于总统令、公告、命令、指令、条例是否违宪及其适用和有

效性的案件，均应由实际参加案件审议和表决的法官以多数同意才能

做出裁决。由分庭审理的案件，应由实际参加审议和表决的法官多数

同意、至少应由法官三人同意才能裁决。如果未能取得所要求的同意

数，该案件应由全庭裁决。但最高法院在全庭或分庭作出的判决中所

制定的法律或原则，除最高法院全庭开庭外，不得被推翻或修改。[344]

[343] Supreme Court
[344] 1987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Philippines, Article 8 Sec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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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拥有下列管辖权：

①对有关大使、其他外交使节和领事的案件，以及有关申请发布

调卷重审令、制止管辖令、指示行为令、责问权限令和人身保护令的

案件，行使初审管辖权。

②依照法律规定或法院规则，对下级法院关于下列案件的终审判

决和裁决所提出的上诉或调卷重审令，进行复审、复查、驳回、改判

或确认维持原判：

A.关于条约、政府协定、法律、总统令、公告、命令、指令、法

令或条例的合宪性或有效性的一切争议案件；

B.关于税、关税、摊牌费、通行费或任何与此有关的罚款合法性

的一切案件；

C.关于下级法院管辖权争议的一切案件；

D.一切判处无期徒刑或更重刑罚的刑事案件；

E.一切仅涉及法律错误或法律问题的案件。

最高法院所受理的案件，必须在其提交最高法院之日起二十四个

月内作出判决或裁决，除最高法院下令缩短期限者外，所有下级合议

制法院应在十二个月内作出判决，其他下级法院应在三个月内作出判

决或裁决。任何案件，在根据法院规则或法院要求提交最后答辩状、

辩护状和备忘录后，应视为提交法院要求判决或裁决。

5.3.3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

税务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承担了税务上诉法院附设调解规则的

起草工作。该起草规则被命名为《税务上诉法院调解指南》(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diation in the CTA)。调解是解决争议的程

序，需要公正客观的第三方调解员参与。调解员必须是退休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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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法律从业人员、或资深注册公共会计师，或者至少具有从事税法

或海关法五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且得到法律许可的海关经纪人。同时，

上述法律从业者也要求至少具有十年实践经验。调解员帮助双方确定

争议并提出解决争议的相应方案。一旦形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该

协议将变成法院判决的依据。在法庭已经接管审理具体税务案件后，

法院附设调解的调解程序需要在法庭的主持下进行。《税务上诉法院

调解指南》规定案件在如下情形可以适用调解程序：（1）已提交法

庭评论的在审的税务上诉法院全体法官共同审理案件；（2）在审前

会议（Pre-trial Conference）之前或在审前会议之时进行调解。调解程

序将使税务上诉法院的诉讼程序中止长达30天时间，根据《税务上诉

法院调解指南》的规定，原被告双方可从税务上诉法院的调解员中选

择审理其案件的调解员。在当事人未选择调解员的情况下，可由菲律

宾调解员中心-税务上诉法院（Mediator Center-CTA）的主席代为选

择调解员。[345]

[345] Juan Paolo E. Colet, Supreme Court Approves CTA Mediation Rules, Philippines
Dispute Revolution Centre, Jun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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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菲律宾投资可能存在的税收风险

6.1 信息报告风险

6.1.1 登记注册风险

外商在菲律宾投资时，可以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个体工商户、

合伙企业、公司、分支机构、代表处或联络机构、地区总部、地区经

营总部，每一种投资形式的注册资本要求、流程以及所承担的法律责

任有所不同，所行使的功能也不尽相同。例如分支机构和代表处不是

独立法人，因此其从事的经营活动须由外国投资者承担无限责任；地

区总部和地区运营总部所行使的功能不同，以至于前者不能获取收

入，且注册资本的要求较低，而后者可以获取收入，相应地应满足较

高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因此，我国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形式时应慎重

考虑，结合投资的实际状况和需求，选择最为合适的投资形式。

此外，企业在登记注册过程中，还应时刻关注现行法律中对于特

殊行业（包括证券交易、工程承包以及银行业）的限制性政策以及对

限制外商投资的政策，特别是菲律宾政府每两年更新发布的“限制外

资项目清单”，并留意法律法规中关于菲律宾公民在公司董事会成员

中的占比要求。

6.1.2 信息报告风险

为有效开展经营活动，外商投资的各类法人和实体应向菲律宾有

关机构注册。其中，个体工商户须在贸工部注册，而分公司、代表处、

地区总部、地区经营总部、合伙企业均需在证券交易所注册。为确保

投资者从菲律宾取得的投资所得、股利分红和利润能通过当地银行系

统顺利汇回投资母国，投资者应在菲律宾中央银行进行注册，并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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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后的一年内提交申请。超过上述期限，中央银行将不再接受有关投

资注册。

6.2 纳税申报风险

6.2.1 在菲律宾设立子公司的纳税申报风险

在菲律宾设立的子公司应当按照《国家税务法典（1997）》第二

编第十二章的规定，提交真实可靠的季度所得税申报表以及最终调整

后的申报表，各一式两份。企业的年度申报表必须附有经审计的财务

报告和相关声明。纳税申报表必须由总裁、副总裁或该企业其他主要

管理人员提交，并由该管理人员、财务主管或助理财务主管进行宣誓。

企业可选择用日历年或会计年度作为提交其年度所得税纳税申

报表的基础，但在未依据第46条的规定征得税务管理委员会同意之

前，企业不得变更其所采用的计税期间。

当企业提交申报表后，税务管理委员会应对其进行审查，并核实

应纳税款的数额。在出现企业未缴足税款或未按时缴纳税款时，将对

纳税人就其未付税额适用欠税利息，现行的税率规定为20%，这一税

率可能基于未来出台新的法规及条例进一步提高，该利息的计算自规

定的纳税日起直至所有税款全额缴纳完毕为止。

除此之外，在出现下列情况时，还需按照应纳税额的25%额外给

予处罚：（1）未能在本法或法规或条例中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任何纳

税申报表并缴纳应纳税款；（2）除非国家税务局局长另有授权，将

纳税申报表提交给规定国内税收官员以外的官员；（3）未能在核定

通知要求时间内缴纳拖欠的税款；或（4）未能在应纳税款日之前或

当日全额或部分缴纳本法或法规或条例中要求提交的任何纳税申报

表中显示的金额，或在不要求提交纳税申报表时应纳的全额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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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故意不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交纳税申报表，或对于有意错

报或伪造纳税申报表的纳税人，要加征税款本金的50%作为罚金。

对于未能按照法律或国家税务局局长的要求在规定日期前提交

信息申报表、报表或清单，或保留任何记录，或提供任何信息的情况，

除非有合理的理由且证明不是有意疏忽，否则根据总局长的通知及要

求可由未能成功提交、保留或提供上述文件的主体，按每次1,000比

索的金额缴纳罚款。在任一年度里，合计征收罚款金额不得超过

25,000比索。

6.2.2 在菲律宾设立分公司或代表处的纳税申报风险

菲律宾设立的子公司承担的纳税申报义务，同样适用于在菲律宾

设立的分公司或代表处。相关的风险描述可参见6.2.1。

6.2.3 在菲律宾取得与常设机构无关的所得的纳税申报风险

非居民外国企业取得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所得，在菲律宾负有纳

税义务，该非居民外国企业无需填写纳税申报表，由居民付款人进行

预提的方式缴付。在最终预提税制度下，由扣缴义务人预扣的所得税

金额即为全部及最终的所得税金额。根据第58条第（A）款的规定，

最终预扣税的纳税申报表（BIR表格2307）应在各日历季度结束起的

25天内提交并缴付税款，而可抵扣预提税的纳税申报表的提交以及税

款的支付不得晚于预提税款所在季度结束后次月的最后一天。除国家

税务局局长另行同意，由扣缴义务人预提的税款，应通过纳税申报表

进行申报，并提交至扣缴代理人合法居住或主要经营地所在的城市或

自治市的授权财务主管处，或若扣缴义务人为企业时为其主要办公

地。

预提所得税税款由扣缴义务人在提交其纳税申报表时缴付。对于

欠缴应纳税额或拖欠应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应缴纳罚款与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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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对于被要求预提并汇缴任何本法所征收税款的人士有意不

预扣、计提并汇缴该税款，或以任何形式帮助、教唆偷逃税款或缴费

的，应额外缴纳等同于其未预扣、或未计提并汇缴税款总额的罚款。

6.3 调查认定风险

菲律宾税务机关进行转让定价调整的法律基础主要依据《国家税

务法典（1997）》第50条，此外，相关的其他法律规范还包括：(a) 《转

让定价指引》（第2-2013号税务法规，2013）；(b)税收审计备忘录1998

年1号命令（Revenue Audit Memorandum Order 1-98）；(c) 税收备忘

录1999年63号命令（Revenue Memorandum Order No. 63-99）。同时，

OECD《转让定价指南》对于菲律宾税务当局的实践操作具有指导意

义。

在进行转让定价的调查过程中，纳税人应积极主动地配合税务机

关的调查，维护自身权益。在收到BIR的初步评估通知（PAN）后的

15日内，纳税人应针对PAN中税收评估结果存在的问题，及时提交立

场书。在收到正式评估通知（FAN）后，纳税人若有异议，应当于30

日内提交书面答辩，并于提交书面答辩后的60日内提交支持文件。否

则，该正式评估通知将作为终局性、可执行的文件。

若税务机关否决该书面答辩，或从纳税人最后一次提交支持文件

之日后180天内，税务机关没有任何作为，纳税人可在收到税务机关

对其答辩的否决意见的30天内，或在180天届满之日起，将此案件提

交税务上诉法院。

目前，菲律宾尚未引入受控外国企业规则和资本弱化规则。但实

践中，菲律宾税务局在具体案件中，往往会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判断

债务与资本之间的合理比率，通常情况下认为合理的债资比是3:1。

对于超额支付的利息将面临着被重新定性为股息并据此征税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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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菲律宾官方对于是否会采取或在多大程度上落实BEPS

的各项成果并未发布官方态度，但已多次开展与之相关的内部评估和

咨询性谈话。在菲律宾官方发布相关的规范之前，对于纳税人而言，

若从事有关联方交易，最为妥当的做法是维持好同期文档，并将此作

为遵从正常交易原则的第一步。

6.4 享受税收协定待遇风险

我国与菲律宾现行适用的双边税收协定签署于1999年。在适用该

协定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要点包括：

（1）关于营业利润，根据《协定文本》第7条第7款第2项的规定，

“分公司支付给总机构的利润汇出时按不超过汇出额的百分之十征

税。”这意味着，赴菲投资的中国企业在菲律宾设立的分支机构向中

国总机构汇回利息时，菲律宾对汇回的总利润额，在不进行任何税收

扣除的情况下仅按10%课征预提税，而非按照国内法中所规定的15%

的税率进行课税。

（2）关于“国际运输营业利润”以及“股息所得”，在中菲协定议

定书中规定有最惠国条款，即菲律宾对于中国居民来源于菲律宾的

“国际运输营业利润”以及“股息所得”给予单边性的最惠国待遇，也就

是说，中国居民从菲律宾取得的这两种所得可以享有的协定优惠并不

局限于中菲税收协定，而是参照适用菲律宾对外签订税收协定中最优

惠的协定待遇。截止2017年6月，菲律宾所签订的税收条约中，关于

“国际运输营业利润”最优惠的条款体现在菲律宾与荷兰签订的税收

协定中，根据《菲荷税收协定》第8条第2款，来源地国对于国际运输

营业利润的课税权范围限制在取得总收入的1%以内。关于“股息”

条款的最惠国待遇体现在与德国新修订的税收协定（2013）中，根据

菲德税收协定第10条第2款的规定，（a）如果受益所有人是直接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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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股息公司至少70%资本的公司，为股息总额的5%；(b) 其他情况

下，为股息总额的 15%。

（3）为应对纳税人滥用协定中的“财产收益”条款，菲律宾国内

税法备忘录指令RAMO1-93，该指令对该转让规定了税务审计程序，

即税务局对于非居民将位于菲律宾的财产或股权转让给缔约国另一

方居民，而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又将该财产或股权再次转让的情形通常

会适用税务审计程序。如发现有滥用财产收益条款的情形，纳税人很

可能会面临税务机关的转让定价调整。

（4）关于享受协定待遇的申请，按照RMO No. 72-2010的规定，

申请的提交必须在交易发生之前完成，也就是发生第一次应税事件前

完成。若未在规定时间内递交申请，申请人将面临着丧失申请税收协

定优惠待遇的资格之风险。此外，非居民纳税人应先向国际税务处申

请纳税识别号，根据不同的税目类型填写对应BIR表格，并提交所需

的相应材料，从而确保能及时并顺利地享受协定项下的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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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件一：税务审计和税务纠纷解决机制流程图

2、国税局发布初步评税通知（PAN）

陈述纳税人税款缴纳不足，并附随相关事实法律依据

纳税人须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给予回应

3、国税局发布正式缴税函（FLD）与最终评估通知（FAN）

纳税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可申请行政抗诉

并在提交抗诉请求的60日内提交相关证明文件

4、国税局针对申请行政抗诉的纳税人的抗诉请求，发布对争议性评

税的最终决定（FDDA）

纳税人自收到决定之日起30日内可选择行政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诉讼

6、税务上诉法院（CTA）

① 税务上诉法院分庭审理（CTA Divisions）

② 税务上诉法院全体法官共同审理（CTA Enbanc）

7、菲律宾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1、国税局发布授权书（LOA)

要求纳税人提供相关年度账簿及纳税凭证

5、向国税局申请行政复议

（Administrative Appeal）

5、处理地方性税务纠纷（Local tax）向地区初审

法院提起诉讼（Regional Trial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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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菲律宾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一览表

国家 涵盖范围 签字日期 生效日期 执行日期

法国

所得 1976.1.9 1978.8.24 1978.1.1

议定书 所得 1995.6.26 1998.3.31 1998.1.1

议定书 所得 2011.11.25 2013.2.1 2012.1.1

美国 所得 1976.10.1 2003.9.29 2004.1.1

比利时 所得 1976.10.2 1980.7.9 1981.1.1

加拿大 所得 1976.5.11 1977.12.21 1977.1.1

英国 所得 1976.6.10 1978.1.23 1978.1.1

新加坡 所得 1977.8.1 1977.11.16 1977.1.1

芬兰
所得 1978.10.13 1981.10.1 1982.1.1

议定书 所得 1993.12.21 未生效 未生效

巴基斯坦 所得 1979.4.21 1981.6.24 1979.1.1

澳大利亚 所得 1979.5.11 1980.6.17 1980.1.1

意大利
所得 1980.12.5 1990.6.15 1990.1.1

议定书 所得 2013.12.9 未生效 未生效

日本
所得 1980.2.13 1990.7.20 1981.1.1

议定书 所得 2006.12.9 2006.12.5 2009.1.1

新西兰
所得 1980.4.29 1981.5.14 1981.1.1

议定书 所得 2002.2.21 2008.10.2 2008.12.1

奥地利 所得 1981.4.9 1982.4.1 1983.1.1

马来西亚 所得 1982.4.27 1984.7.27 1984.1.1

巴西 所得 1983.9.29 1991.10.7 1992.1.1

韩国 所得 1984.2.21 1986.11.9 1987.1.1

挪威
所得和财产 1987.7.9 1997.10.23 1997.1.1

议定书 所得和财产 1989.5.22 1997.10.23 1997.1.1

西班牙 所得 1989.3.14 1994.9.12 1994.1.1

荷兰 所得 1989.3.9 1991.9.20 1992.1.1

印度 所得 1990.2.12 1994.3.21 1995.1.1

以色列 所得 1992.6.9 1997.5.27 1997.1.1

波兰 所得 1992.9.2 1997.4.7 19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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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所得 1993.9.21 1994.3.21 1995.1.1

罗马尼亚 所得 1994.5.18 1997.11.24 1998.1.1

俄罗斯 所得 1995.4.26 1997.9.12 1998.1.1

丹麦
所得 1995.6.30 1996.12.27 1997.1.1

议定书 所得 1996.5.11 1999.11.24 2000.1.1

匈牙利 所得 1997.6.13 1998.2.7 1998.1.1

尼日利亚 所得 1997.9.30 2013.8.18 2014.1.1

孟加拉国 所得 1997.9.8 2003.10.24 2004.1.1

瑞典 所得 1998.6.24 2003.11.1 2004.1.1

瑞士 所得 1998.6.24 2001.4.30 2002.1.1

中国
所得 1999.11.18 2001.3.23 2002.1.1

议定书 所得 1999.11.18 2001.3.23 2002.1.1

捷克 所得 2000.11.13 2003.9.23 2004.1.1

越南 所得 2001.11.14 2003.9.29 2004.1.1

巴林岛
所得和财产 2001.11.7 2003.10.14 2004.1.1

议定书 所得和财产 2017.4.13 未生效 未生效

阿联酋 所得和财产 2003.9.21 2008.10.2 2009.1.1

卡塔尔 所得 2008.12.14 2015.5.19 2016.1.1

科威特 所得 2009.11.3 2013.4.22 2014.1.1

土耳其 所得 2009.3.18 2016.1.11 2017.1.1

德国 所得和财产 2013.9.9 2015.12.18 2016.1.1

斯里兰卡 所得 2000.4.12 2018.3.14

2019.1.1(菲

律宾)

2019.4.1（斯

里兰卡）

台湾 所得 2002.5.29 未生效 未生效

泰国 所得 2013.6.21 2018.3.5 2019.1.1

墨西哥 所得 2015.11.17 2018.4.18 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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