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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帮助对外投资者了解和熟悉巴勒斯坦的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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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赴巴勒斯坦

投资税收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该指南围绕巴勒斯坦的基本情况、

投资环境、税制状况、税收征管等方面分以下六章进行解读。

第一章巴勒斯坦国家概况及投资环境，主要介绍了巴勒斯坦的基本情

况以及投资主要关注的事项，涉及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基础设施、

金融体系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投资的相关因素以及赴巴勒斯坦投资应注意

的问题。

第二章巴勒斯坦税收制度简介，主要介绍了巴勒斯坦的税收制度，包

括税制概览、设立的税种及各税种详细情况。

第三章税收征收和管理制度，主要介绍了巴勒斯坦的税收征收和管理

制度，包括税收管理机构、税务登记、税款申报缴纳、税务检查以及纳税

评估等相关税收事项。

第四章特别纳税调整政策，主要介绍了巴勒斯坦的特别纳税调整政策，

包括关联交易、同期资料、转让定价调查等。

第五章税收争议解决，主要介绍了巴勒斯坦处理税收争议的主要部门

以及税收争议的解决方法。

第六章在巴勒斯坦投资可能存在的税收风险，主要从信息报告、纳税

申报、调查认定等方面提示中国居民赴巴勒斯坦投资的税收风险。

《指南》仅基于 2021 年 9 月前收集的信息进行编写，但由于该国特殊

情况，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受到一定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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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定价调整、税

务稽查等方面的问题时，及时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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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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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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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勒斯坦国家概况及投资环境

1.1 国家概况

1.1.1 地理概况

巴勒斯坦国（the State of Palestine），简称巴勒斯坦，位于亚洲

西部，地处亚、非、欧三洲交通要冲，战略地位重要。现时巴勒斯坦由加

沙地区和西岸地区组成，加沙地带面积 365 平方公里，约旦河西岸地区面

积5800平方公里，实际控制领土包括加沙地带全境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土地，

总面积约 2500 平方公里。邻国有以色列、约旦、埃及等。

根据 1947 年 11 月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第 181 号决议，在巴勒

斯坦地区建立的阿拉伯国面积为 1.15 万平方公里。但由于当时阿拉伯国家

反对该决议，阿拉伯国未能建立。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占

领了 181 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阿拉伯国领土。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

以色列占领了该决议规定的全部阿国领土。1988 年 11 月，巴勒斯坦全国委

员会第 19次特别会议宣告成立巴勒斯坦国，但未确定其疆界。1991 年马德

里中东和会召开后，巴勒斯坦通过谈判，陆续收复了部分领土，并在约旦

河西岸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全境实现有限自治。1995 年以来，根据巴以签

署的各项协议，巴勒斯坦逐渐收回并控制着包括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约

2500 平方公里的土地。

巴勒斯坦属亚热带地中海型气候。夏季炎热干燥，最热月份为 7-8 月，

气温最高达 38℃左右。冬季微冷湿润多雨，平均气温为 4-11℃，最冷月份

为 1 月。雨季为 12月至次年 3月。

截至 2020 年 11 月，巴勒斯坦人口约 1350 万人，其中加沙地带和约旦

河西岸人口为 510 万，其余为在外的难民和侨民。

1.1.2 政治概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A0%E6%B2%99%E5%9C%B0%E5%B8%A6/1028696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6%E6%97%A6%E6%B2%B3%E8%A5%BF%E5%B2%B8%E5%9C%B0%E5%8C%BA/3654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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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巴

解（PLO），1964 年 5月在耶路撒冷成立，1974 年 10 月在第 7次阿拉伯首

脑会议上被确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

（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作为巴解最高权力机构，代表巴勒斯坦

境内、外的全体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巴

解执委会”）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常设领导机构。阿巴斯在 2004 年 11

月接任阿拉法特成为巴解执委会主席，并于 2005 年 1月当选巴勒斯坦民族

权力机构主席，2008 年 11 月当选巴勒斯坦国总统，任职至今。

1994 年 5 月根据巴解组织决议成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e

National Authority），作为阶段性、过渡性的权力机构。2013 年 1 月，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签署命令，将法规、公文、证件等使用的“巴勒斯坦

民族权力机构”称谓统一改为“巴勒斯坦国”。此后，巴方自己很少再使

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称谓，多用“巴勒斯坦国政府”。目前，巴

勒斯坦国政府总理是穆罕默德·阿什提耶，2019 年 4 月出任该职。

巴勒斯坦主要政治派别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Palest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简称“法塔赫”，即 Fatah）、伊斯兰抵

抗运动（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简称“哈马斯”，即 Hamas）等。

国际援助是巴勒斯坦国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巴勒斯坦目前没有宪法，2003 年 3 月，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通过《基

本法》，规定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仍然统领巴勒斯坦安全部队，掌

管所有安全事务，并拥有巴以和平谈判的最终决定权。总理的权力包括组

成政府、任免部长、定期或应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要求召开内阁会

议及其他内阁事务，并有权任命副总理。

巴勒斯坦法律受到大陆法系、普通法系与伊斯兰教法的共同影响，是

一种混合型的多层法律体系。目前，巴勒斯坦法律除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

构根据“奥斯陆协定”在其治理领土内使用的法律制度和规则外，还包括

在约旦河西岸起作用的约旦法律、在加沙地带起作用的埃及法律、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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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法令、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法令、伊斯兰教法、习惯法等，甚至还有部

分奥斯曼帝国法律。

1.1.3 经济概况

巴勒斯坦经济来源以农业和国际援助为主。手工业、建筑业、加工业、

服务业、商业等产业有一定发展。主要出口天然石材、家具、橄榄油和雪

茄，而能源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进口商品。巴勒斯坦经济严重依赖以色列，

约 70%的商品和 80%的服务来自以色列，每年消费约 40 亿美元的以色列产

品，以色列代收巴勒斯坦关税。巴以对峙对巴勒斯坦经济发展形成了严重

制约。近年来，由于外部财政援助未能及时到位、以色列持续对巴封锁等

原因，巴勒斯坦出现严重财政困难。

巴勒斯坦进出口贸易差额较大，2021 年 6 月实现出口额 1.24 亿美元，

进口 5.44 亿美元。截至 2021 年 5月底，巴勒斯坦外汇储备 6.97 亿美元。

巴勒斯坦货币管理局（Palestine Monetary Authority，PMA）于 1994

年底成立。巴勒斯坦至今未发行本国货币，当地使用以色列货币新谢克尔

（NIS）。2021 年 9月，1美元约合 3.1 新谢克尔。

1.1.4 文化概况

巴勒斯坦主要民族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巴勒

斯坦是一个多宗教信仰的国家，主要宗教为伊斯兰教，还有犹太教、天主

教、东正教、基督新教。重要节假日有建国日（11月 15 日）、独立日（8

月 14 日）、国庆日（3 月 23 日）、烈士日（1月 7 日）、灾难日（5 月 15

日）等。

妇女们过新年，随身携带红粉出门，见了亲友先道喜，然后将红粉涂

在对方前额上，为的是抬头见喜，大吉大利。巴勒斯坦人民十分热情友好，

逢年过节和应邀参加宴会时，通常有送花环的习惯。主要饮食是手抓饭或

大饼配咖喱羊肉、鸡肉之类，喜欢吃香辣的食品。

1.2 投资环境概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90%89%E5%A4%A7%E5%88%A9/304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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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近年经济发展情况

2020 年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GDP）155.6 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率-11.4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3239美元。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

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各国（地区）得分及排名表中，巴勒斯坦榜上无

名。2021 年 8 月该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 102.27。2020 年巴勒斯

坦的通货膨胀率为 2.28%。

巴勒斯坦工业不发达，农业是巴经济支柱。可耕地面积为 16.6 万公顷。

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 20%左右。

1.2.2 资源储备和基础设施

巴勒斯坦几乎所有的电力都从以色列进口，天然气和石油也通过以色

列的海关进口。目前正大力发展太阳能能源。

巴勒斯坦境内交通运输主要靠公路完成，共有各类公路 5146.9 公里。

2000 年以后，由于巴以冲突不断，巴勒斯坦交通建设陷入停滞。2009 年后，

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有所恢复并得到一定发展。加沙国际机场是巴勒斯坦

唯一的机场，可起降波音 747 大型飞机，年进出港旅客设计能力为 70万人

次。

1.2.3 支柱和重点行业

农业：农业是巴勒斯坦经济支柱，水果、蔬菜和橄榄（油）是外贸出

口的重要部分，占出口产品的 25%。

工业：巴勒斯坦工业水平很低，规模较小。主要是加工业，如塑料、

橡胶、化工、食品、石材、制药、造纸、印刷、建筑、纺织、制衣、家具

等。

旅游业：巴勒斯坦气候宜人，旅游资源丰富，有大量的历史文化古迹，

被称为圣地（Holy Land）。主要旅游城市有耶路撒冷、拉马拉、比拉等。

主要旅游景点有杰里科古遗迹、耶稣诞生地、阿喀萨清真寺、哭墙等。

1.2.4 投资政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A2%E9%9F%B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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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门槛

巴勒斯坦贸易投资主管部门为投资促进局（PIPA），负责贸易投资政

策的制定、实施和宣传，服务国内外投资者。投资促进局管理由 11位成员

组成的董事会承担：国民经济部部长担任主席；单位代表（财政部、国民

经济部、旅游与考古部、电信与信息技术部、地方政府部、能源与自然资

源局）担任副主席；巴勒斯坦私营部门四位代表（农工商联合会代表、工

业联合会代表、巴勒斯坦企业家协会代表、巴勒斯坦贸易中心代表）。关

于外国投资的法律体系主要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同其他经济体签订的

自由贸易协定、与以色列签订的经济协定（巴黎议定书）和国内的《巴勒

斯坦鼓励投资法》等构成。外国人或企业到巴勒斯坦投资首先需要向国民

经济部申请取得巴勒斯坦工作许可。

（2）投资吸引力

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巴勒斯坦建立了有利于投资者的监管体系，遵循

不歧视原则，法律保障的所有利益均向本地和外国投资者提供，包括防止

被征收、税收优惠和免税等。在世界银行 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巴

勒斯坦在 190 个国家中排名第 117 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 位，但得分远

高于阿拉伯地区的平均水平。

①无外汇管制

对资本的进出口没有限制，利润汇回可使用任何币种自由按市场汇率

汇出。

②税收优惠

见 2.2.1.4、2.4.2、2.5.2 税收优惠。

（3）投资退出政策

在自由市场原则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保证所有投资者将所有财

产免费转出巴勒斯坦境内，包括资本、利润、股息、资本利得、工资和薪

金、债务利息和本金、特许权使用费、管理费用、技术援助和其他费用、

征用补偿、或非商业性原因单方面终止合同、司法和仲裁裁决赔偿以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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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他类型的付款或财产。投资者可以按其接受的兑换货币和市场汇率，

随时将所有财产自由转移到巴勒斯坦境外。但在以下任一情况，巴勒斯坦

民族权力机构可以限制任何投资者的财产转移：

①出于巴勒斯坦破产法和其他法律旨在保护债权人的权利需要；

②出于巴勒斯坦证券发行、交易或买卖相关的法律需要；

③出于巴勒斯坦刑事或刑法需要；

④出于巴勒斯坦税法需要：

⑤出于巴勒斯坦法律相关的货币转移或其他金融单据报告需要；

⑥在巴勒斯坦司法或仲裁程序中提出的禁令或最终判决。

1.2.5 经贸合作

（1）参与地区性经贸合作

巴勒斯坦经济正在参与区域和国际一体化进程。巴勒斯坦已与欧盟、

美国、埃及、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

并与阿拉伯世界享有优惠贸易待遇。巴勒斯坦还是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

（GAFTA，是阿拉伯联盟于 2005 年 1 月生效的协定，旨在形成一个阿拉伯

自由贸易区）的一部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构建了关税同盟，巴以之间的

贸易零关税。巴勒斯坦与 9 个国家签订了双边税收协定，但是目前生效的

只有3个。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3月巴勒斯坦外国直接投资达到29.14

亿美元。

（2）与中国经贸合作

2021 年 1-7 月中国对巴勒斯坦出口商品总值为 7049.1 万美元，相比

2020 年同期增长了 1761.8 万美元，同比增长 33.8%；中国自巴勒斯坦进口

商品总值为1.6万美元，相比2020年同期增长了1万美元，同比增长171.4%。

截至 2018 年底，中国企业对巴累计直接投资存量约 49 万美元。2020

年 1-6 月，中国企业对巴无新增直接投资。2020 年 1-6 月，中国在巴无新

签承包工程合同，完成营业额 1995 万美元，同比增长 745.3%。

2018 年 7 月 26 日，在中国—巴勒斯坦第一次经贸联委会期间，中国商



中国居民赴巴勒斯坦投资税收指南

7

务部副部长钱克明与巴勒斯坦国民经济部部长欧黛在北京共同签署谅解备

忘录，宣布中巴自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正式完成。2018 年 10 月 23 日，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访问巴勒斯坦，期间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与巴勒斯坦国

民经济部部长欧黛在双方领导人见证下共同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正式启

动中巴自贸协定谈判。2019 年 1月 30 日，中国—巴勒斯坦自贸区首轮谈判

在拉马拉举行。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郭伟和巴勒斯坦国民经济部部

长欧黛出席开幕式。双方就谈判基本原则、协定领域范围、谈判推进方式

及各自重点关注进行了深入磋商，并就谈判职责范围文件达成一致。2021

年 4 月 29 日，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与巴勒斯坦国民经济部长哈立德·欧塞

里以视频形式共同主持召开第二届中巴经贸联委会会议，双方就共同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推进中巴贸易、发展援助、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达

成广泛共识。目前，中国尚未与巴勒斯坦签订双边税收协定。

1.2.6 投资注意事项

（1）政治稳定性

当前巴勒斯坦局势仍不平稳，时而反复，是影响中东地区的巨大不确

定因素，不具备投资的稳定客观环境，战争、对货物流动的限制以及对加

沙的封锁都是贸易的主要障碍。巴以冲突进一步升级后，以色列方面规定，

除外交人员外，其余人员进入巴勒斯坦控制区必须接受严格检查，并签署

《免责声明》，保证不妨碍以色列军事行动，不前往危险地带和军事禁区，

否则将承担所有因未遵守上述条款而导致的一切后果。投资者需要谨慎考

虑对于巴勒斯坦的投资，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

（2）社会治安

根据巴以协议，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拥有维持内部治安的警察部队，

但巴勒斯坦人同以色列军队之间的冲突和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社会治安

状况较差。

（3）劳动力制约因素

巴勒斯坦规定劳工工作时间最高 45 小时/周，每周必须有一天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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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任何一天），加班时间按工资的 150%计算加班费，有详细的带薪

休假规定，没有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 1450 新谢克尔。

（4）经济风险

目前，巴勒斯坦在许多政府功能上是缺失的，经济结构尚不完整，经

济水平仍处于低级阶段。没有本国货币，有一定汇兑风险。2013 年至 2016

年，巴勒斯坦的商业风险在全球 189 个经济体中分别排在第 138、138、143

和 129 名，属于风险较高的国家。据《2019“一带一路”能源资源投资政

治风险评估报告》，巴勒斯坦被列为高投资风险国家，排名 64个国家中的

第 63位。

（5）法律制度结构性缺陷

巴勒斯坦法律制度具有结构性缺陷。自治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应对

由此带来的挑战，但法制建设总体进展缓慢。外部原因是巴以和谈屡次受

挫、巴勒斯坦最终地位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自治政府无法获得完全立法

和司法权；内部原因是行政权力对立法和司法的过度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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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巴勒斯坦税收制度简介

2.1 概览

2.1.1 税制综述

巴勒斯坦主管税务当局为财政部。巴勒斯坦税制体系中设置了 7 个税

种，分别是增值税、所得税（个人、企业）、不动产税、社会保障税、购

置税、进口货物消费税、关税（由以色列代征），税制结构以流转税和所

得税并重为双主体。

2.1.2 税收法律体系

2004 年以前，巴勒斯坦存在两个税法体系：1947 年的埃及 13 号《所

得税法》适用于加沙地带和 1964 年的约旦 25 号《所得税法》适用于约旦

河西岸。从 2005 年 1 月起，一个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统一适用的税法

体系产生，即 2004 年的巴勒斯坦 17 号《所得税法》，2008 年该法进行修

正。

2011 年 10 月，巴勒斯坦又制定了 8号《所得税法》，这项新法律废除

了原来的 17号《所得税法》，并从 2011 年 1月起追溯适用。按照 8 号《所

得税法》，不论其国籍，所有的纳税人都需要就其来源于巴勒斯坦的收入

纳税。

巴勒斯坦与 9 个国家签订了双边税收协定，但是目前生效的只有 3个，

与中国尚未签订双边税收协定。

2.1.3 近三年重大税制变化

（1）2019 年 1 月颁布的总统法令中取消了 2016 年颁布的《社会保障

法》

（2）2021 年新增清洁能源项目的激励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①从 2021 年 4 月 26 日起，企业运营清洁能源项目，符合公用事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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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项目且发电量超过 1兆瓦时，适用以下优惠：

A.自运营开始之日起，7 年内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0%；

B.之后 5年按照 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C.再之后 3年按照 10%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②从 2021 年 4 月 26 日起，企业运营清洁能源项目，符合中型公用事

业规模项目且发电量超过 100 千瓦时，低于 999 千瓦时，适用以下优惠：

A.自运营开始之日起，5 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B.之后 3年按照 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C.再之后 2年按照 10%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1.4 新冠肺炎疫情后税收政策变化

受新冠疫情影响，巴勒斯坦财政部宣布延长企业所得税的申报期限，

推迟税务审计，暂停对每月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的逾期申报罚款，发布了一

系列应对新冠疫情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批准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在应缴的一

年许可费限额内享受税收减免等。

此外，由巴勒斯坦财政部向从事建筑、旅游、服务、交通业，受疫情

影响的约 40000 名劳工和 125000 个弱势家庭发放政府补贴，向在耶路撒冷

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的商人和企业主提供财政援助，向疫情期间用于隔离

的酒店发放补偿资金。

巴勒斯坦货币管理局（PMA）指示银行将所有企业和个人的贷款延期 4

个月（旅游业和住宿业延期 6 个月），并启动了一个 3 亿美元的中小企业

基金，为受危机影响的中小企业提供软贷款。

2.2 企业所得税

巴勒斯坦的企业所得税属于古典税制。在获取利润的当年按所得税税

率对利润征税，分配股息红利免征企业所得税。

2.2.1 居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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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判断标准

巴勒斯坦居民企业是指在巴勒斯坦境内成立，或者由巴勒斯坦境内机

构管理和控制其事务的企业。

2.2.1.2 征收范围

巴勒斯坦的居民和法人实体，包括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按税法规定

计算其在巴勒斯坦的应纳税所得额。

除所得税法规定的免税项目外，企业在巴勒斯坦境内取得的任何来源

的收入均应缴税。

2.2.1.3 税率

2015 年以前，居民企业取得应税所得不超过 125000 新谢克尔的部分适

用 15%的企业所得税率，应税所得超过上述金额的部分适用 20%的企业所得

税率。保险公司的人寿保费适用 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保险公司其他形式

的收入按以上累进税率征税。

从 2015 年起，适用 15%的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但是，电信企业和在

巴勒斯坦市场存在垄断的企业适用 20%的税率。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按 5%

至 10%的征收率预缴所得税，收款人可提供税务机关出具的完税证明的情况

除外。

2.2.1.4 税收优惠

（1）一般投资优惠

在 2014 年，《巴勒斯坦鼓励投资法》（以下简称《投资法》）1998 年

第（1）号法律及其修正案由 2014 年第（7）号法令再次修正。自 2014 年 7

月起，经投资促进局认可并依法取得对应许可证的项目，获得以下激励和

豁免：

①收入直接来自耕地或牲畜的农业项目的所得免税（享受 0%企业所得

税税率）。

②以下投资项目，自实现利润之日起或最迟在第四年实现利润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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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者为准）5年内的所得税率为 5％，第一阶段结束后接下来 3 年的所得

税税率为 10％。此后，将根据利润率计算适用税率：

A.工业和旅游项目的投资；

B.在获益期雇佣至少 25名工人的任何企业的新项目；

C.增加生产出口比例 40％的项目；

D.任何使用了大约 70％的当地材料（机械和原材料）的项目；

E.在现有工人数量的基础上，再增加 25名工人的任何现有项目；

F.符合条件的现有项目的发展扩张，将基于实收资本的开发比例享受

激励措施，但不包括土地的价值；

G.在激励机制合同条例中已经获得利益的投资项目，包括了符合特殊

条件或符合国际环境条件的服务项目，或者位于优先发展领域内的替代能

源服务及项目。

（2）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投资激励政策

2018 年 6 月 5 日，巴勒斯坦投资促进局提出“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投资

激励政策”，该政策自公告之日起施行。项目范围包括已有项目、新的试

点项目和它的任何分支机构，包括:行业和软件应用的发展、呼叫中心和电

子内容的项目（包括主机服务、存储服务，网站的发展，培训服务中心批

准的国际领域的信息技术和通信）等。相关税收优惠包括：

①新项目在四年内免征所得税（享受企业所得税 0%税率）；

②已从法律激励中获益的现有项目，在两年内免征所得税（享受企业

所得税 0%税率）；

③原未享受优惠待遇的项目，在三年内免征所得税（享受企业所得税

0%税率）；

④愿意为企业家、新公司、大学或者经批准从事信息通信技术研究开

发的研究开发中心提供资金或者投资的投资者和公司，经巴勒斯坦投资促

进局批准后，可以在征收所得税时扣除投资利润额；

从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投资激励政策中受益的项目应当视为合法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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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区与自由区内投资激励政策

为在工业区设立的项目或希望迁往工业区的项目提供税收优惠。2017

年 8 月 1 日，巴勒斯坦投资促进局（PIPA）提出“工业区与自由区内投资

激励政策”，该政策实行 3年。

①金融机构和银行为核准范围内的项目提供的优惠贷款，按照所得税

法及其条例的规定同“中小企业贷款”办理。

②在巴勒斯坦投资促进局注册的项目，按照具体法案要求可在享受 5

年税收优惠之后继续延长 3年税收优惠政策。

（4）额外豁免鼓励

投资促进局可对从事出口活动的企业给予额外的豁免鼓励政策，但条

件是其出口产品量不能低于其总产量的 30％。这一特殊的豁免为期不超过

3 年。若被认为是公共投资项目，投资促进局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性质、地

理位置、出口贡献度、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发展、转让知识、支持研究和

加强公益性服务等因素，就该项目享受的税收激励和支持服务签署“一揽

子”激励合同，履行所有合同条款方可享受税收激励和支持服务。

依据《投资法》相关规定，双重税收优惠不得在任何阶段适用。享受

投资激励的企业可以自由转让给新的所有者，被转让企业的新业主只要持

续经营，就可继续从激励机制中受益。发生兼并、拆分或者变更其法律结

构的公司，可按《投资法》规定享受在兼并、拆分或者变更其法律结构此

前原定的豁免待遇，直至豁免期满为止，对这种兼并、拆分或变更法律结

构的公司不再享受新的税收优惠。

（4）清洁能源项目的激励政策

见 2.1.3。

2.2.1.5 应纳税所得额

（1）一般规定

应纳税所得额是指企业在巴勒斯坦从事经营活动取得的利润和利得。

经营活动是指以实现利润为目的的工业、商业、农业或服务活动。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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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商业交易所得，消极所得（不包括从居民企业获得的股息），以及来

自证券及债券交易收益的 75%部分。居民企业的应税所得包括来源于巴勒斯

坦的资金或存款产生的境外收入。

应纳税所得额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计算。金融机构的坏账产生的

利息和佣金按收付实现制征税。部分专业行业的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按照

主管财政部门发出的指引采用收付实现制。

（2）免税收入

主要包括：

①居民企业分配的股息红利（2014 年出台了对股息红利征收 10%的预

提所得税的决议，但该决议随后被暂停执行）。

②由于以前年度多缴税款而产生的退税。

③慈善团体、商业财团、贸易组织、合作社、天课委员会（注：天课

是伊斯兰教五大宗教信条之一。伊斯兰教教法规定，凡是有合法收入的穆

斯林家庭，须抽取家庭年度纯收入的 2.5%用于赈济穷人或需要救助的人，

又称“济贫税”，一般在每年年底之前收取）和正式授权的慈善基金满足

以下条件的收入：

A.收入来源于巴勒斯坦法律规定的非营利活动；

B.收入不得来自商业或投资活动，或其他可能影响私营企业竞争力的

活动；

C.该组织每年提供一份经会计师认证的决算副本；

D.公司实现的农业收入在收入超过 300000 新谢克尔时免税。

④银行和金融机构投资组合的证券转让资本收益。从 2011 年 1月 1 日

起，利得额的 25%以内（含 25%）免税；从 2014 年 1月 1日起，全额免税。

⑤从 2014 年 7月起，从事农业活动取得的收入；

⑥地方当局和公共机构从非营利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依法设立的捐赠

基金（AWQAF）和孤儿基金的收入；

⑦政府批准的用于退休、养老金、社会保障和健康保险的基金所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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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仅限于雇主和雇员的缴费收入；

⑧根据特别法律或国家签署的双边或多边协议的免税收入；

（3）税前扣除

根据 2011 年 8号《所得税法》，以下支出在纳税年度内计算应税收入

时准予全部或部分税前扣除：

①销售、运输和分摊费用；

②坏账；

③总部费用不超过分支机构应税收入的 2%的部分；

④外汇损失；

⑤雇员的培训费用不超过净收入的 2%的部分可以税前扣除；

⑥内部研发、科学研究和科学机构以开发为目的的合伙支出，不超过

净收入的 2%或 50 万新谢克尔的孰小值部分可以税前扣除；

⑦采用巴勒斯坦计量标准以及优化机构管理应用系统的实际支出，包

括采用电子会计系统和国际会计标准，不超过净收入的 2%或 50 万新谢克尔

的孰小值部分可以税前扣除；

⑧对于私人公司，业务招待费扣除额不超过税前净收入的 1%和 15 万新

谢克尔的孰小值；对于上市股份公司，业务招待费扣除额不超过税前净收

入的 1%和 30 万新谢克尔的孰小值；

⑨工资和薪金；

⑩按照现行法律支付的遣散费；

⑪代替工伤或死亡的赔偿金、雇员及其家庭的用药费用，以及工伤的

人寿保险费；

⑫用于应税目的的机器和设备更换的损失；

⑬管理费用、服务费用和支付的租金，以及开办费用（5年内可扣除）；

⑭为出口和推广巴勒斯坦商品开展市场调研产生的费用，不超过净收

入的 1%或 50 万新谢克尔的孰小值部分可以税前扣除；

⑮固定财务费用、贷款利息、生产成本和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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⑯公司为企业和雇员购买的基金，如储蓄、社会保障和健康保险基金；

⑰固定资产折旧费用；

⑱向慈善机构、天课基金、公立公益机构的捐款，捐款金额不得超过

应税收入的 20%；

⑲银行和专业融资公司的呆账准备金；

⑳保险公司的风险准备金和索赔准备金。

不可扣除支出包括：

①根据保险单或保险合同可退还的已支付费用和损失赔款；

②资产重估的损失；

③资本费用；

④家庭、个人或私有开支；

⑤增加资本价值的任何建设或改进的成本；

⑥未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

⑦所得税以及罚款。

（4）折旧和摊销

2011 年 8 号《所得税法》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资产的折旧。

（5）弥补亏损

亏损可向以后年度结转 5年，但不得向以前年度追溯调整。

税务亏损不包括资产价值重估产生的未实现损失或由免税交易产生的

损失。法律对资产评估收益无明文规定，但是，财政部门的一般做法是对

资产评估产生的收益免税。

2.2.1.6 应纳税额

应纳企业所得税额按如下公式计算：

应纳企业所得税额=［收入总额－免税收入－税前扣除（即：成本+费

用）－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纳税调整项目］×适用税率。

2.2.1.7 合并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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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所得税法案中没有合并纳税方面的规定，纳税主体分别为具

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人经济实体和个人，各公司需提交独立的申报表，因

此，合并纳税情形在巴勒斯坦不存在。

2.2.2 非居民企业

2.2.2.1 概述

巴勒斯坦所得税法案对非居民企业没有明确定义，一般是指注册地和

管理、控制机构均不在巴勒斯坦，但有来源于巴勒斯坦境内所得的企业。

2.2.2.2 税率

依据 2011 年 8号《所得税法》，非居民企业与居民企业适用同等税率，

参见居民企业 2.2.1.3 税率相关规定。

2.2.2.3 征收范围

非居民企业就其来源于巴勒斯坦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2.2.2.4 应纳税所得额

参见居民企业相关规定。

2.2.2.5 应纳税额

参见居民企业相关规定。

2.2.2.6 预提所得税

对支付给非居民企业的股息按 10%征收预提所得税，依据税收协定适用

较低税率或者免税的情形除外。股息预提所得税规定自 2015-2017 年起已

暂停使用，2018 年至今尚未发布相关新规定。

向非居民企业支付利息按 10%征收预提所得税，依据税收协定适用较低

税率或者免税的情形除外。

向非居民企业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按 10%征收预提所得税，依据税收协定

适用较低税率或者免税的情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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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非居民企业支付技术服务费按 10%征收预提所得税，依据税收协定适

用较低税率或者免税的情况除外。

从 2014 年起，非居民企业转让居民企业股份的资本利得免征企业所得

税。

2.3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是指所有取得来源于巴勒斯坦应税收入的个人或

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个人取得的各项收入，按纳税年度合并计算个人所得

税。一个纳税年度自公历年 1月 1日起至同年 12月 31 日止。

2.3.1 居民纳税人

2.3.1.1 判定标准

居民纳税人是指以下个人：

（1）一个纳税年度内在巴勒斯坦境内连续或间歇性居住的时间不少于

120 天的巴勒斯坦人。

（2）在一个纳税年度中的任一时间段是巴勒斯坦国政府或任何当地经

济实体的雇员或管理人员的巴勒斯坦人。

（3）一个纳税年度内在巴勒斯坦连续或间歇性的居住时间超过 183 天

的非巴勒斯坦人。

2.3.1.2 征收范围

居民个人的应税收入包括所有来源的收入（法律特别豁免除外），以

及来源于巴勒斯坦的资金或存款产生的境外收入。主要就工资薪金，以及

从事交易和专业性工作产生的利润征税。

（1）应税所得

应纳税所得额为应税收入减除免税收入、取得收入过程中可列支的费

用、标准扣除额、亏损和捐赠后的全部净收入。

（2）免税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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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取得以下所得免税：

①养老金。

②终止任职受雇的赔偿。从 2011 年 1 月 1日起，免税限额为一个月的

工资。从 2015 年起，大学的公务人员的免税限额为 2个月工资。

③来源于巴勒斯坦境外的收入。

④取得银行和金融机构投资组合与证券转让的资本收益。2011 年至

2013 年，免税限额为利得的 25%；从 2014 年起该项收益可以全额免税。

⑤向居民个人支付的股息红利。

⑥以前年度退税。

⑦联合国组织从其预算中支付给雇员的工资和津贴。

⑧巴勒斯坦外交官的津贴。

⑨经具有资质的医疗委员会鉴定的盲人和残障人士（残疾程度需超过

50%）取得的收入。

⑩继承遗产，但继承财产的每年收益不免税。

⑪以下实物福利无需缴纳所得税：

A.人寿和健康保险费；

B.儿童保育或日托服务；

C.实物和饮料。

（3）税前扣除

个人为取得收入而发生的下列费用可以税前扣除：

①销售、运输和分销费用。

②餐旅费，每年不超过税前净收入的 1%或 15 万新谢克尔的孰小值。

③营销、研究开发和培训费用。每年不超过税前净收入的 2%或 50 万新

谢克尔的孰小值。

④业务招待费，不超过每年总收入的 1%或 15 万新谢克尔，以较低者为

准。

下列支出可以在计算应税收入时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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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每年 36000 新谢克尔的个人免税额。

②社会保障税和养老基金。

③购买人寿和医疗保险的保费。

（4）弥补亏损

2011 年 8 号《所得税法》允许以前年度的亏损平均分配到后续 5 年结

转弥补，但不包括资产价值重估的亏损、转让财产和证券的资本损失以及

资产价值重估的未实现亏损。

2.3.1.3 税率

（1）基本税率

2015 年，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见表 1：

表 1 巴勒斯坦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年应纳税所得额（新谢克尔） 税率（%）

不超过 75000 的部分 5

75001 至 150000 的部分 10

超过 150000 的部分 15

工资薪金需预扣个人所得税。雇主须自发放工资之日起的 15日内，根

据上述累进税率计税，向税务机关详细报告代扣代缴税款情况并缴纳税款。

雇主须留存一份资料备查，记录雇员的姓名、薪金、工资、所有其他津贴、

应享有的豁免及有关补充修订情形。

（2）预扣税率

个人取得奖品或彩票的所得需按 10%税率预扣个人所得税。

董事薪酬需按 10%税率预扣个人所得税。

任何人取得由国家管理的银行和金融公司支付的存款利息、不涉及利

息的银行和金融公司的投资佣金和利润，应按 5%的税率预扣个人所得税

（2014 年起，利息收入不再需要扣缴，因此被视为应纳税收入）。

任何人向住院医生、律师、工程师、审计师、专家及顾问、纳税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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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及其他自由职业者支付任何年金、费用、工资、清偿负债及其他类似款

项时，包括为出售、出租及获准使用商标、外观与专利设计、著作权、出

版或者其他赔偿而支付的款项，应当按照 5%的税率预扣个人所得税，并编

制收入金额和扣缴税额的报表，向税务机关提交报表复印件、缴纳所扣税

款。

2.3.1.4 税收优惠

以下所得准予在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1）居民纳税人起征点为每年 36000 新谢克尔。

（2）政府部门给雇员支付的实际交通费和固定补贴。

（3）私营部门给雇员支付的实际交通补贴或相当于 10％年薪的补贴。

（4）个人发生的交通成本，扣除限额最高不超过工资的 10%。

（5）对于有家庭成员就读大学的纳税人，除补助金或奖学金免税外，

每年给予 6000 新谢克尔豁免额度。每年每个家庭可以获得不超过 2位家属

的大学教育费扣除。

（6）个人购买或建造住宅一次性豁免 30000 新谢克尔。从银行、贷款

公司、住房机构因购买或建造房屋而贷款的实际利息，凭有效证明材料每

年最多免除 4000 新谢克尔，且最长不超过 10年。

2.3.2 非居民纳税人

2.3.2.1 判定标准及扣缴义务人

2011 年 8 号《所得税法》对居民个人的定义做了具体规定，没有对非

居民个人作出规定，一般来说，凡不构成巴勒斯坦居民的个人为巴勒斯坦

非居民个人。向非居民个人支付款项的巴勒斯坦居民为扣缴义务人，应当

根据《所得税法》的规定履行代扣代缴义务，预扣税款并且将其转入税务

机关账户。

雇主或任何负责支付薪金、工资、津贴或报酬及类似款项的人，应在

向非居民纳税人付款之日起的 15日内扣缴税款，并将详细报告提交税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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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2.3.2.2 税率

非居民个人就其来源于巴勒斯坦的销售货物所得、受雇佣工作收入缴

纳预提所得税，税率见表 2：

表 2 非居民个人工作收入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年应纳税所得额（新谢克尔） 税率（%）

不超过 75000 的部分 5

75001 至 150000 的部分 10

超过 150000 的部分 15

非居民个人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不征税。

非居民个人来源于巴勒斯坦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按 10%预提个人所得

税，由扣缴义务人扣缴。

非居民个人在巴勒斯坦提供服务而取得的服务收入、费用补贴和咨询

收入，按 10%缴纳预提所得税。

非居民个人取得来源于巴勒斯坦的董事费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见

表 3。

从 2014 年起，非居民个人投资者转让巴勒斯坦企业的股份而取得的利

得全额免征个人所得税。

表 3 非居民个人董事费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年应纳税所得额（新谢克尔） 税率（%）

不超过 75000 的部分 5

75001 至 150000 的部分 10

超过 150000 的部分 15

2.3.3 其他

雇主须为雇员的雇佣收入代扣代缴税款。自由职业者及受雇佣但有其

他来源收入的个人须在纳税年度终了后的 4 个月内通过自行纳税系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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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

2.4 增值税

2.4.1 概述

除标准税率、登记门槛、某些豁免和出口税外，以色列的增值税法适

用于巴勒斯坦领土的交易。登记门槛和豁免金额用新谢克尔计量。

2.4.1.1 纳税义务人

所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从事进口的企业是增值税纳税人，适用增

值税法。

2.4.1.2 征收范围

对在巴勒斯坦进口货物和交易环节征收增值税，包括：

（1）销售资产（含转让设备）或提供服务；

（2）进口货物；

（3）金融机构，例如银行和保险公司，就雇员每月工资、半年或一年

产生的利润缴纳增值税；

2.4.1.3 税率

从 2013 年 6月 1 日起，增值税标准税率为 16%。零税率交易包括：

（1）主要营业场所在巴勒斯坦境内的交易方在境外提供的服务；

（2）向非居民个人提供的服务；

（3）货物出口；

（4）外国游客入住酒店及相关费用；

（5）航空和航海售票收入；

（6）销售未经加工的水果和蔬菜；

（7）从国内到国外的货物运输。

2.4.2 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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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项目免征增值税：

（1）支持项目，如幼儿园项目、研究和开发项目、运输项目、基础设

施项目和食品加工项目免征增值税。

（2）年收入不超过 30000 新谢克尔的企业，免征增值税。此类企业必

须在纳税年度终了时申报其销售收入。

（3）非营利组织免征增值税。

（4）出口免征增值税。

（5）住宅租金（非商业）免征增值税。

（6）工业区与自由区内投资激励政策，自 2017 年 8月 1 日起 3 年内，

对从事出口经济活动而购买或者进口的货物与服务免征增值税；在巴勒斯

坦投资促进局注册的项目，按照具体法案要求可在享受 5 年税收优惠前提

下继续延长 3年税收优惠政策。

所有企业开办缴纳的增值税将在提交凭证后 1 至 6 个月内退还。如果

当月没有销售交易，则企业无需缴纳增值税。所有退税可以是现金或银行

划转形式。

2.4.3 应纳税额

应纳税额是按照发票金额和纳税人申报的商品和服务价值来计算的。

金融机构，诸如银行和保险公司，这类公司需要按月缴纳工人工资的

增值税，按半年或年度缴纳公司利润的增值税。

进口商按进口货物的价值缴纳增值税，进口货物的价值指关税的计税

基础。国内的货物及服务，计税基础由实际支付的价格确定。

2.4.4 其他

对金融机构工资计征的增值税不能在计算应交增值税时抵，但与工资

总额和应纳税所得相关的增值税可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进口商就进口货物价值缴纳的增值税可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向增值税

管理部门申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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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人数大于 1 人，年销售额超过 5 万美元的大型企业能开具增值税

发票；雇员人数大于 1 人，年销售额未超过 5 万美元的小型企业不能开具

增值税发票。

2.5 关税

2.5.1 概述

巴勒斯坦依据其与以色列 1994 年签订的《巴黎经济议定书》（以下简

称《议定书》）确立了巴勒斯坦关税税率、原产地认定、估价体系等具体

程序和税则制度。

（1）税率

《议定书》中将巴勒斯坦进口的货物（不包括从以色列进口）分为清

单 A1、清单 A2 和清单 B，符合三份清单规定的货物，进口关税税率由巴勒

斯坦国政府决定，税率从 0%到 16%不等。

其他进入巴勒斯坦，且不在 A1、A2 和 B清单上或超出规定数量的货物，

关税税率必须以以色列关税税率作为最小的征税基础，巴勒斯坦国政府可

以在此基础上相应的增加。具体规定如图 1。

图 1 进出口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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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估价体系

海关对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的认定，是计征关税时使用的计税基础。

完税价格通常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以什么价格为基础；第二，具体包括

哪些费用。根据《议定书》，进出巴勒斯坦货物估价要根据《关税和贸易

总协定》（GATT）条约、布鲁塞尔海关商品估价公约（BDV）标准，后来自

动更新为 WTO 标准。

2.5.2 税收优惠

依据《投资法》及相关文件规定：

（1）不动产免征关税

（2）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优惠

①企业在规定期限内进口投资促进局批准的清单范围内的固定资产，

免征关税和其它税费；如果企业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上述资产入境需要延期，

投资促进局有权批准给予延期。

②企业进口的备件只要其价值不超过固定资产的 15％，准予免除关税，

企业需在投资促进局核定的生产或投资启动日期前，按备件清单和数量进

口和使用。

③经投资促进局批准，为提高投资项目的生产能力、扩大企业升级所

需的固定资产，免征关税。

④因原产国价格、海运成本或汇率上涨而增加的固定资产价值，免征

关税。

企业的固定资产包括机械、电器、设备、车辆、用品、工具、专门用

于开发现有项目的建筑物和设备，并可包括家具，以及用于旅游、教育和

健康项目等的投入。

（3）退税补偿

巴勒斯坦允许对用于加工和再出口的进口货物进行退税补偿。出口贸

易商可向国家经济部申请退税许可，许可申请必须清楚地阐明重新出口的

原因，并包含出口商名称及地址、产品种类、数量及当年度进口货物发票



中国居民赴巴勒斯坦投资税收指南

27

证明等。

纳税人须获投资促进局的批准，方可出售获得豁免的固定资产，或将

其转让给享受《投资法》豁免的其他投资者。纳税人向任何不受《投资法》

豁免和激励的企业出售获有豁免的固定资产，应通知投资促进局，并支付

所有应缴税费。若享受豁免的固定资产全部或部分已经出售或用于未经授

权豁免项目、企业应当按照规定缴纳所有关税和税费。

2.5.3 应纳税额

应纳税额=关税计税价格×适用关税税率。

2.5.4 其他

根据《议定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构建了关税同盟，巴以之间的贸

易零关税。

（1）进口数量

根据《议定书》，在清单 A1上且原产地是阿拉伯国家，尤其是约旦和

埃及的货物，以及在清单A2上所有的货物（不包括原产地是以色列的货物），

其进口数量需要巴以双方根据巴勒斯坦市场需求，由巴以联合经济委员会

（JEC，以下简称“联合委员会”）下属的专家机构来计算。巴以双方在 3

个月内签订进口货物协议，每 6 个月更新一次。

对于不在 A1 和 A2 清单上的货物，虽然理论上没有规定具体进口的数

量，但受以色列封锁政策的影响，以色列以外国家，尤其是来自阿拉伯国

家的货物，数量十分有限。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从以色列进口货物的数量

不受限制。

除此以外，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进口货物还设有一份“军民两用清单”

（Dual Use Item List），进一步限制了巴勒斯坦相关货物的进口。清单

上所列的是以色列认为能够被军事使用的货物、原材料、设备和部件。2002

年前，清单上主要是“军民两用”的化学品和肥料，受“因提法达”（Intifada，

是阿拉伯语“起义”一词的音译，在巴以冲突中意指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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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大规模暴动）的影响，2002 年以色列增加了许多化合物，并于 2008 年

以法律的形式（以色列国防出口控制法，Defense Export Control Law）

确定该清单内容，限制的品目高达 56项。尽管以色列原则上对清单上货物

施行“进口许可证制度”，允许巴勒斯坦商人凭证进口，但绝大多数巴勒

斯坦企业无法申请到该许可证。

（2）原产地标准

原产地是指货物生产的地点，即货物的“国籍”，主要针对进口货物。

具体来说，指依照有关规定确定捕捉、捕捞、搜集、收获、采掘、加工或

者生产某一货物的国家（地区）。认定货物的原产地主要是出于执行国别

之间的差别税率、不同贸易措施以及贸易统计的需要。根据《议定书》，

所有进入巴勒斯坦货物的原产地认定如下：

①在当地完全成长、生产、制造，或者实质上将货物变成全新的，成

为完全不同的产品，有新名字、特征、用途，区别原产品的货物或者材料。

②直接从当地进口。

③货物材料产于该国，加上直接加工成本后，不能少于出口货值的 30%。

这个比例将由联合委员会每年审核。

④货物有国际认证的原产地证明。

⑤仅通过简单组装或打包、兑水冲淡的货物不被认为是新的不同的货

物。

《议定书》对巴勒斯坦主要进口关税制度的规定使巴勒斯坦进口货物

的种类、数量、货值和税率四个方面受到约束，直接影响巴勒斯坦的关税

总收入、关税水平和关税结构，进而限制巴勒斯坦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额，

有利于以色列控制巴勒斯坦的贸易结构。根据巴以先前达成的协议，以色

列对经由以色列港口进入巴勒斯坦市场的货品征收关税，移交给巴勒斯坦。

作为一种向巴勒斯坦施压的手段，以色列数次“断供”。

2.6 其他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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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不动产税

不动产税按经评估的租赁收入的 17%征收；不动产税的 60%可用于抵减

个人所得税税款，40%可作为费用在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2.6.2 社会保障税

2016 年颁布的《社会保障法》从未在实践中实施，2019 年 1月颁布的

总统令取消了该法。

社会保障税按照私营企业员工每月工资总额（包括奖金和津贴）的比

例计算征收金额，缴税的具体税率如下：

（1）一般员工：企业 10.4%，自雇个人 7.7%。

（2）老年人、残疾人、遗属：企业 8.5%，自雇个人 7.5%。

（3）因工受伤人员：企业 1.6%。

（4）孕妇：企业 0.3%，自雇个人 0.2%。

计算社会保障税的员工工资不得高于《巴勒斯坦劳动法》规定的最低

工资的 8倍。

2.6.3 购置税

购置税附加在商品的零售价格之中，根据不同的商品种类具有不同的

税率，属于间接税，由商品的最终消费者承担。巴勒斯坦可以对一般商品

或专有商品征收购置税，如奢侈品。

2.6.4 其他税（费）

进口货物消费税，适用于含酒精的饮料、石油、武器和烟草。

强制附加费，关税单可能列明需缴纳的强制附加费（用字母 C 表示），

主要适用食用肉类食品、鱼类、甲壳类、纺织产品等。

出口货物港口费，按照装运货物价值的 1.3%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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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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勒斯坦税务系统设在财政部下，由增值税总局、所得税总局、海关

总署组成。

增值税总局由 8 个主要办事部门和 2 个分办事处组成（加沙办事处、

汗·尤尼斯办事处）。

所得税总局由 7 个分支机构组成：所得税部门、税务管理部门、规章

制度部门、后续管理部门、鼓励投资部门、税务检查部门、设计出版部门。

海关总署由手续部门、烟草和其他收入部门、汽车部门、过境管理部

门、会计和统计部门、海关合规部门、定期会议部门、信息部门、内部组

织部门和专业行为部门等分支机构组成。

3.1.2 税务管理机构职责

增值税总局是财政部最重要的地方收入来源部门，负责增值税纳税人

的申报、评估审计、减免税的审批和后续管理，以及纳税人的实地管理。

所得税总局负责所得税的一般管理和后续管理，以及所得税相关法律

法规的制定。

海关总署负责关税的征收（目前由以色列代征）以及打击走私、保护

环境、鼓励投资和促进与其他国家贸易往来等。

3.2 居民纳税人税收征收管理

3.2.1 税务登记

所有企业和个人都必须进行增值税、所得税的纳税登记，没有最低门

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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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增值税注册登记的特殊规定包括：

（1）雇员超过 1 人，年销售收入超过 5 万美元的大公司，这类公司可

以开具增值税发票；

（2）雇员超过 1 人，年销售收入不超过 5 万美元的小公司，这类公司

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

3.2.2 账簿凭证管理制度

对巴勒斯坦的金融服务机构和在巴勒斯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要求

使用国际会计准则（IAS）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需要准备半年度

财务报表，并编制每年的财务报表。

纳税人应当依照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将财务记录和文件保存在其营业场

所，保存期限为 5 年。

3.2.3 纳税申报

（1）企业所得税

纳税年度一般为公历年度。若使用财务年度作为纳税年度，须取得所

得税管理部门的批准。纳税申报表必须在纳税年度终了后的 4 个月内完成。

若在纳税年度终了后的第 1 个月内完成纳税申报，将会根据自评的纳税余

额给予 4%的减免（需扣除预缴税款已减免的部分），若纳税申报表在纳税

年度终了后的第 2 个月或第 3 个月内递交，则给予 2%的减免。各公司须提

交独立的纳税申报表，不允许合并申报。纳税人逾期申报后，每个月将被

处以相当于税款 3%的罚款，最高不超过逾期税款的 20%。

所有需要纳税的法人应于申报企业所得税时提交下列文件作为附件申

报：

1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相关附注；

②通过具有资质的审计师审计的纳税调整表。

一般企业应附上最终财务报表和纳税调整表，并有义务留存准确报表。

除此之外的纳税人应在申报应税所得额时，提交其纳税期间内收入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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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要明细表。

（2）个人所得税

个人须提交独立的申报表，未获得税务机关批准不得合并申报。雇主

须为雇员的受雇收入代扣代缴税款。自雇个人及受雇佣但有其他来源收入

的个人须在纳税年度终了后的 4 个月内通过自行纳税系统完成申报。

根据生效的投资法规以及财政部发布的指引，符合条件享受所得免税

的个人纳税人，应于申报个人所得税时提交下列文件作为附件申报：

①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相关附注；

②经具有资质的审计师批准的纳税调整表。

一般个人应附上最终财务报表和纳税调整表，有义务留存准确报表。

除此之外的纳税人应在申报应税所得时，提交其纳税期间内收入和支出的

简要明细表。

（3）增值税

增值税申报表通常必须按月或其他规定期限提交。年收入不足 1.2 万

美元的公司不用缴纳增值税，但是必须在纳税年度结束时向增值税管理部

门申报销售额。

3.2.4 税务检查

巴勒斯坦的税务检查和纳税评估按税种分别由增值税总局、所得税总

局下属负责检查和评估的部门实施。

（1）税务检查

相关规定如下：

①纳税人应当将依照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自纳税申报后，在营业场

所保存财务记录和相关文件 5年。

②税务部门负责人员或其书面授权的任何雇员，可进入其工作管辖的

任何地方，并检查纳税人所贮存的货品、现金、设备、会计纪录及文件。

税务部门负责人员或其书面授权的雇员如果为了执行税收法律的规定而有

需要调取这些文件，保留期限不得超过 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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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处长或其书面授权的工作雇员在履行职责时，在其权限范围内有需

要的情况下可视为司法人员。

④处长或其书面授权的任何雇员可以要求获取必要的信息，并根据法

律规定与财政、税务或任何部门及其他机构交换所需的税收信息。

（2）纳税评估

纳税人自行申报税款将被评估，主要规定如下：

①税务机关收到纳税人提供的纳税申报单后，原则上应视为已受理申

报。

②在核实纳税人的申报和附件资料后，评估人员有理由怀疑申报数据

的准确性，可以接受或拒绝申报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在纳税人送达申报表

日期的 1年内用书面形式通知纳税人出席讨论会议。

③如果纳税人同意调整的内容，评估人员将确定税额并用书面形式通

知纳税人，纳税人对该决议不可再有异议且不可上诉，应缴纳税款。如果

纳税人不同意更改纳税申报表或未参加讨论会议，评估人员将评估其应税

收入，纳税人应在收到评估通知的 30日内提出异议。

④被纳税评估或对评估调整结果有异议的纳税人可以在收到评估通知

的 30日内拒绝接受该次评估结果。纳税人应提供表明异议的证据以及能接

受的调整税额。提出异议时，纳税人需要缴纳相对应税期间无异议的应纳

税额减去已缴税额差额部分的税款。

⑤纳税人未按时提交纳税申报表及其附件的，税务机关可以适时开展

评估，并以书面形式通知纳税人，说明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额及罚款情

况，纳税人可以在收到评估通知之日起的 30日内对评估决定提出异议。

3.2.5 税务代理

纳税人可以指派另一人在任何法定收入评估程序中代表他。代理条件

应符合相关的规定。

注册税务师及纳税人代表，应于下一纳税年度开始后 3 个月内，向税

务管理机构提交包含其客户姓名或名称及地址信息的年度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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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法律责任

根据 2011 年 8号《所得税法》等法律法规的征管规定，纳税人承担以

下的责任：

在不影响其他法律更严厉处罚的情况下，任何人逃避、企图、教唆、

同意或帮助他人实施下列任何行为，应处以 1个月以上 1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不少于 1000 新谢克尔不超过 10000 新谢克尔罚款，或两罚并举：

（1）编造账簿、记录、账目、文件，或报送数据不实的年度纳税申报

表。

（2）漏报、少报、隐瞒全部收入或者部分收入，提交不正确的纳税申

报表。

（3）缺乏账簿、记录、账目或文件等依据而提交年度纳税申报表，包

括对税务人员隐瞒的账簿、记录、账目或文件中证明有矛盾的资料。

（4）依照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必要的保管期限届满前销毁或者隐

匿账簿、记录、文件的。

（5）任何虚假陈述、欺诈登记。

（6）将利润分配给虚构的合伙人以减少自身利润。

（7）为减少利润或者增加损失，伪造、变更购销发票或者其他单据。

（8）隐瞒一项或多项需缴税的活动。

（9）不提供税务管理机构要求提供的资料，或提交虚假资料，影响自

身或其他人士支付税款及纳税评估。

（10）对巴勒斯坦税收法律法规要求提供的信息或数据、提出的任何

问题或需求作出虚假答复。

（11）未按照要求进行登记。

（12）未代扣代缴税款，或者代扣代缴税款未转入国库。

（13）伪造相关部门出具的任何表格、凭证或文件。

3.2.7 其他征管规定

暂无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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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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勒斯坦对于非居民税收的征管没有出台特别的措施，《所得税法》

对非居民纳税人的税收征管措施如下：

（1）税款的征收入库基本采取扣缴的方式，与非居民纳税人发生业务

的居民纳税人、向非居民纳税人支付款项的居民纳税人、向非居民个人支

付工资的雇主为非居民税款的扣缴义务人。

（2）对于未按规定进行扣缴的居民纳税人，由税务管理机构直接向居

民纳税人追缴。

3.3.2 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

非居民企业仅就来源于巴勒斯坦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向非居民企业和个人支付费用（股息、特许权使用费、管理和技术费

用）的企业及个人有义务代扣代缴税款，预提税的税率参照 2.2.6 相关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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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特别纳税调整政策

巴勒斯坦目前还没有转让定价、资本弱化、受控外国公司以及反避税

信息披露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4.1 关联交易

4.1.1 关联关系判定标准

暂无相关规定。

4.1.2 关联交易基本类型

暂无相关规定。

4.1.3 关联申报管理

暂无相关规定。

4.2 同期资料

4.2.1 分类及准备主体

暂无相关规定。

4.2.2 具体要求及内容

暂无相关规定。

4.3 转让定价调查

4.3.1 原则

暂无相关规定。

4.3.2 转让定价主要方法

暂无相关规定。



中国居民赴巴勒斯坦投资税收指南

37

4.3.3 转让定价调查

暂无相关规定。

4.4 预约定价安排

4.4.1 适用范围

暂无相关规定。

4.4.2 程序

暂无相关规定。

4.5 受控外国企业

4.5.1 判定标准

暂无相关规定。

4.5.2 税务调整

暂无相关规定。

4.6 成本分摊协议管理

4.6.1 主要内容

暂无相关规定。

4.6.2 税务调整

暂无相关规定。

4.7 资本弱化

4.7.1 判定标准

暂无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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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税务调整

暂无相关规定。

4.8 法律责任

暂无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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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税收争议解决

5.1 巴勒斯坦处理税收争议的主要部门

巴勒斯坦处理税收争议的行政部门是增值税总局、所得税总局的

税务管理部门，处理税收争议的司法部门是所得税上诉法庭。所得税

上诉法庭是一个特别法庭，由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组成。此外，巴勒

斯坦权力机构承认和执行国际及外国仲裁裁决。

5.2 税收争议解决方法

5.2.1 概述

巴勒斯坦纳税人原则上自行申报并缴纳税款，自觉履行纳税义

务，但是申报后，存在一个纳税评估环节，在这个环节评估人员会对

纳税人的申报税款进行评估调整，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可能会对于评估

调整的结果产生税收争议。纳税人对于税收争议的解决途径主要有三

个，分别是行政救济、司法救济和国际仲裁，行政救济是通过与税务

机关的纳税评估机关进行协商复核，司法救济是通过所得税上诉法庭

予以申诉。

5.2.2 税收争议的主要类型

主要是纳税人对于税务机关（包括部长或其授权人）的纳税评估

结果与重新评估决定存在异议。

5.2.3 主要解决途径

（1）行政救济

纳税人对于税收争议的解决，最先应考虑行政救济手段，主要规

定如下：

①纳税人被依法评估纳税情况，对调整或者评估结果不服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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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收到评估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提出异议。纳税人应当在异议

书中写明异议的理由和接受调整的税额。

②如果异议是在前款规定的期限之后提出的，并且评估人员确信

纳税人是由于不在巴勒斯坦境内或因疾病及其他合理原因导致无法

在上述期限内提出异议，评估人员接受纳税人异议申诉，可以将该期

限延长到纳税人认为适当的期限。

③纳税人对评估提出异议的，不得以此为理由不履行正常纳税义

务，其应缴纳税额为无争议税额减去该期间已缴纳的税额。

④评估人员应邀请纳税人参加复审会议，以审核其提出异议的事

项。纳税人不得在此会议期间提出新的异议，仅限于提供证明以前提

出书面异议的依据。纳税人有权要求评估人员提供与纳税人申报所得

有关的文件。评估人员可以对任何可能了解纳税评估相关信息的人进

行询问，但未经纳税人同意，评估人员不得询问纳税人的雇员。

⑤如评估人员接受纳税人的论点，或双方就评估收入达成一致，

评估人员须据此修改评估结论，此评估结果为最终结果，对双方均有

约束力。

⑥如果纳税人未参加复审会议，或者不认可复审会议讨论结果，

评估人员可以根据复审会议意见再次评估，减少、增加税收金额或用

一个更合理的决定来改变前述有异议的评估。

⑦在任何情况下，评估人员须用书面形式通知纳税人复审结果。

纳税人收到复审结果的 30日内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2）司法救济

在两种情况下可以申请司法救济，一是纳税人对于行政救济的结

果不满意或者纳税人没有参加复审会议，二是对于税收业务主管或者

其授权人对纳税情况重新评估的结果不满意。具体规定如下：

①司法机关的部门内设有一个特别法庭（所得税上诉法庭），法

院应根据《司法当局法》及其条例的规定，由一名级别不低于高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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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法官和一名级别不低于上诉法院法官主持开庭。法院应在耶路撒冷

市或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其他地方举行庭审。

②2011 年 8 号《所得税法》未明确规定的，适用《民商事诉讼

法》的规定。

③法院须考虑受理的案件包括：质疑评估决定而提出的上诉，依

据《所得税法》规定可以申请上诉的评估，对作为最终税款或代替税

款而扣除、支付或扣缴的任何金额的索赔。

④所得税案件应当紧急审理、公开审理，但法院另有决定的除外，

向其发出评估决定或重新评估决定的人被视为被告。

⑤税务工作人员经局长书面授权代表税务机关作为当事方，处理

诉讼事宜，负责向主管法院提交案情摘要、索赔及抗辩等事项至最后

诉讼阶段，并建议部门负责人进行和解谈判。

⑥法院可批准上诉的评估决定，以减少、增加或免除税款，并可

以根据法院的指示将案件退还给被告人进行重新评估。法院决定驳回

上诉或者部分驳回上诉的，可以在继续审理案件的期间，每年按纳税

人未接受评估部分的 10%处以罚金，超过 6 个月的，视为 1年。

⑦纳税人必须按规定做好以下事项：

A.提出上诉的每个纳税期间以按评估税额和纳税人认可的金额

之间差额的 1%支付费用，在每个纳税期间分别支付的费用不得小于

300新谢克尔以及不超过600新谢克尔，继续上诉时支付另一半费用。

B.在纳税人的上诉要点中说明其接受的评估税款，纳税人应向法

院提交支付上述税款的收据。如果未支付足够的金额，上诉将被驳回。

C.提供证据表明纳税评估税款的不合理。在法院听证会之后，纳

税人不能再引入任何新的证据。

⑧如果上诉对象是根据《所得税法》重新评估做出的任何决定，

并且纳税人对初次评估人员与重新评估的被授权税务工作人员关于

同一纳税事宜的重复上诉，法院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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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撤销针对评估人员决定提出的上诉。

B.对于重新评估而提出的上诉，上诉人应支付对获授权税务工作

人员决定提出上诉的费用与对评估人员决定提出上诉的费用之间的

差额。

⑨根据法院的判决，评估人员应将应缴税款以书面形式通知纳税

人。

⑩纳税人可在法院判决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依照《所得税法》

中所得税案件上诉、撤销条例的规定，就法院判决向最高上诉法院提

出上诉。

⑪局长或其书面授权的任何税务工作人员可在发布最终裁决之

前与上诉人调解。通过商议解决任何的争议案件，应由法院批准解决

争端协议。

（3）国际仲裁

巴勒斯坦于 2015 年 1 月签署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纽约公约），该公约于 2015 年 4 月生效。

2014 年修订的《投资法》中，有通过具有约束力的独立仲裁或

在巴勒斯坦法院解决投资者与官方机构之间争议的条款。据报道，巴

勒斯坦一些涉外合同里包含将争议解决提交伦敦仲裁法院的条款。国

际仲裁同样受 2000 年第 3 号法律的允许和保护。该法律规定了法院

承认和执行裁决的基础：一般而言，除非法律禁止，否则所有争议均

可经当事人协议提交仲裁。在仲裁过程中，如果当事人不同意仲裁小

组的组成，按以下方式处理：每一方都可以自行选择一名仲裁员；除

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其余仲裁员应有仲裁机构指派。根据约旦河西岸

现行法律，在其他国家做出的需要在西岸/加沙执行的仲裁裁决，可

以得到尊重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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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巴勒斯坦投资可能存在的税收风险

6.1 信息报告风险

6.1.1 登记注册制度

外国人或企业到巴勒斯坦投资首先需要向国民经济部申请取得巴勒斯

坦工作许可，再向国民经济部申请登记注册企业，向财政部申请增值税和

所得税登记（部分投资需向相关部门申请取得项目许可，还需申请市政工

艺牌照），向投资促进局申请取得投资登记证书和投资确认证书。

6.1.2 信息报告制度

投资者在完成固定资产安装和准备后，应立即用书面形式通知投资促

进局，方可启动项目。投资者必须根据投资促进局的要求提交与企业固定

资产相关的任何信息或记录，并允许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进入企业场所。

投资者享受鼓励投资税收优惠应从项目开始生产或启动的 6 个月内向

投资促进局提交：

（1）享受激励机制的合同、申请书；

（2）《投资法》及相关条例规定的所有信息和附件；

（3）由认证审核员审核的财务报表。

投资促进局在收到申请后的 60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拒绝投资者享

受鼓励投资税收优惠申请的决定。如果投资促进局在此期间未签发拒绝申

请的决定，则投资者有资格享受《投资法》规定的税收优惠。

企业享受 2011 年 8号《所得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免税条款，须在

纳税年度终了前的 3 个月内进行申报，否则不得享受免税；纳税人进行免

税申报后，评估人员可以调整减免数额并在申报日期的 1年内进行复审。

6.2 纳税申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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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在巴勒斯坦设立子公司的纳税申报风险

巴勒斯坦不允许合并申报，各公司须提交独立的纳税申报表。纳税人

逾期申报将每个月被处以相当于税款的 3%的罚款，最高不超过逾期税款的

20%。

在规定期限内未按照《所得税法》规定缴纳税款和罚款的，财政部门

应当在 30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纳税人。如果未按照上述规定期限付款，可

按照相关法律行使权力，冻结划拨纳税人资金缴纳税款。

财政部门主管税收的局长可以请求主管法院禁止纳税人在清偿债务前

出境，或者为其所欠税款和罚金的支付提供担保或保全。保证人应当与纳

税人承担全部和连带责任，缴纳税款和罚款。

未按照《所得税法》规定缴纳税款的，从法律规定的缴纳税款之日起，

应当加收相当于税款或者每月延期金额 2%的滞纳金。未依照《所得税法》

规定期限逾期申报纳税、逾期未缴税款的纳税人，将被加收相当于应纳税

额 3%的滞纳金，最高不超过应纳税额的 20%；未按照《所得税法》规定期

限逾期扣缴税款的纳税人，每逾期 1 个月，按每月应扣缴税款的 2%加收滞

纳金。

6.2.2 在巴勒斯坦设立分公司或代表处的纳税申报风险

外国公司在巴勒斯坦境内设立分公司或代表处也须缴纳企业所得税，

巴勒斯坦不允许合并申报，各公司须提交独立的纳税申报表。纳税人逾期

申报将被每个月处以相当于税款的 3%的罚款，最高不超过逾期税款的 20%。

其他纳税申报风险见 6.2.1。

6.2.3 在巴勒斯坦取得与常设机构无关的所得的纳税申报风险

非居民纳税人取得来源于巴勒斯坦的收入，依照规定按收入类型缴纳

预提税的，扣缴义务人应当自扣缴之日起 30日内将税款转入国库账户。

6.3 调查认定风险

投资促进局可对享受投资优惠的项目进行检查，发现投资者提供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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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或向投资促进局保留拟议中影响判定能否符合激励措施的投资信息，

违反《投资法》相关规定的，投资促进局有权取消投资确认书，缩短税收

豁免期限或者取消税收豁免。

6.4 享受税收协定待遇风险

由于中国和巴勒斯坦没有签订税收协定，中国投资者对巴勒斯坦的直

接投资不存在相关风险，但是中国投资者通过与巴勒斯坦签订税收协定的

第三国公司进行再投资时，要注意择协避税被巴勒斯坦税务机关调查的风

险，需要特别注意第三国公司的“受益所有人身份”问题，确保被投资公

司为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的实际接收人，能对上述收益有实际处置

权，而非受合同规定的或者其他义务约束需对上述收益进行转移的中间机

构。

6.5 其他风险

2021 年 5 月，巴以爆发 2014 年以来最严重的冲突。巴以冲突根本性矛

盾没有得到解决，地区局势仍不稳定，中东和平进程仍不明朗，恐怖袭击

事件也由于巴以冲突的持续性而时有发生。中东局势的复杂性以及中东和

平进程的长期性、曲折性和不稳定性，使得巴勒斯坦地区安全得不到根本

性保障，社会安定深受影响。这些风险的存在都不利于巴勒斯坦经济的长

远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一带一路”能源

资源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报告》把巴勒斯坦确定为高风险投资国家，主要原

因是战乱频繁、恐怖主义严重、政府管治能力不足等。

受局势紧张的影响，外界对巴勒斯坦承诺的某些财政援助不能兑现，

加之以色列频繁中止向巴方移交税款，巴勒斯坦财政形势非常不好。中国

企业赴巴勒斯坦投资的税收风险主要集中在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的不稳

定。比如 2013 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就宣布，从当年 4 月 15 日开始，

对中国商品征收 35%的进口关税。综上所述，中资企业应考虑投资合作的经

济效益和人身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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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巴勒斯坦签订税收条约一览表

序号 国家或地区 签署时间 执行日期 生效日期

1 埃及 1998.04.28 1999.12.28 2000.01.01

2 约旦 2011.12.29 2013.11.14 2014.01.01

3 越南 2013.11.06 2014.04.02 2015.01.01

4 斯里兰卡 2012.04.16 尚未执行 尚未生效

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12.09.24 尚未执行 尚未生效

6 苏丹 2013.06.10 尚未执行 尚未生效

7 委内瑞拉 2014.05.16 尚未执行 尚未生效

8 埃塞俄比亚 2015.07.09 尚未执行 尚未生效

9 土耳其 2018.10.25 尚未执行 尚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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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巴勒斯坦预提税率表

该表更新日期至 2018 年 6 月 15 日。生效日期：2015 年 1 月 1 日。

下表根据现行规定列出了适用于巴勒斯坦公司向非居民支付的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预

提税税率。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税收协定税率高于国内税率，则适用国内税率。

引自：巴勒斯坦——税收协定预提税税率表，参见 IBFD

税率
股息红利（%）

利息（%） 特许权使用费（%）
个人 公司

国内税率

公司： 10 10 0/10 10

个人： 10 - 10 10

税收协定税率

缔约国：

埃及 15 15 15 15

约旦 10 7 10 10

越南 10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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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中巴近年重要双边协议一览表

序号 双边协议名称 签署时间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勒斯坦国政府文化教育合作协定》 2004 年 9 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勒斯坦国民族权力机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2006 年 12 月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勒斯坦国民族权力机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2008 年 12 月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勒斯坦国民族权力机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2009 年 4 月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勒斯坦国民族权力机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2011 年 3 月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勒斯坦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2013 年 5 月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勒斯坦国政府

文化教育合作协定 2013 年至 2016 年执行计划》
2013 年 5 月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巴勒斯坦国外交和侨民事务部

双边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7 年 7 月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勒斯坦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2017 年 7 月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巴勒斯坦国外交和侨民事务部

关于人力资源开发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7 年 7 月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勒斯坦国政府文化教育合作协定

2017 年至 2021 年执行计划》
2017 年 7 月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巴勒斯坦国国民经济部

关于启动中巴自贸协定谈判的谅解备忘录》
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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