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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大陸相關體制介紹 

  本章介紹中國大陸稅法、會計等相關體制，共分為四節：第一節介紹中

國稅法體制、第二節介紹中國會計制度、第三節說明中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特性、

第四節敍述中國上市公司適用租稅優惠之情形。 

 

第一節 中國稅法體制 

一、企業所得稅沿革 

在中國的稅制建制過程，企業所得稅制度是隨著經濟體制的開放改革轉變，

歷經多次協調統一，逐步推展調整建立而成。1984 年開始，由於私營企業逐漸發

展，中國乃依企業所有制性質分別制定國營企業所得稅、國營企業調節稅、集體

企業所得稅及私營企業所得稅等三種分立之稅制。然而，隨著企業間競爭情況日

増，依企業所有制性質適用不同稅制，造成企業間稅率負擔不一，影響企業公平

競爭。故 1993 年 12 月 13 日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行條例》

（以下簡稱暫行條例），以及 1994 年 2 月 4 日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

暫行條例施行細則》（以下簡稱暫行條例細則），統一內資企業之稅制，並於 1994

年起開始適用。此外根據暫行條例及其細則之精神，國務院稅務總局於 2000 年公

布《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辦法》（以下簡稱扣除辦法），對於內資企業在稅務申報

的相關費用扣除有更嚴謹的規範。 

雖然內資企業於 1994 年已統一稅制，但中國政府為了吸引外商投資，自 1980

年以來一直對內外資企業採行差別性待遇，1991 年 4 月 9 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自

1991 年 7 月 1 日起開始適用，統一外資企業之稅法體制，但仍延續「內外資企業

所得稅法雙軌制」，給予外資企業享有較優渥的租稅優惠以及較高的支出扣除標

準，形成內外資企業長期存在稅負成本上之不公平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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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大陸按納稅主體的不同分別制定了二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

暫行條例》、《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其中《企業所得稅暫行條例》

所適用的納稅主體是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聯營企業、股份制企業和

有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的其他組織；《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

則適用於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企業和外國企業。 2001

年中國大陸加入 WTO，在「無差別待遇」原則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雙軌制受

到挑戰。2007 年 3 月 16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自 2008 年 1 月 1 日起，中國境內企業和

其他取得收入的組織，不分內外資企業，一律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

法》，繳納企業所得稅，並同時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行條例》以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表 2-1 彙總內外資企業適

用之相關稅法。 

 

表 2-1 中國企業所得稅法令彙總 
現行法令 廢止法令  

適用主體 法令名稱 頒布期間 實施始日 頒布時間 / 法令名稱 

《企業所得

稅暫行條例》

1993.12.13 1994.1.1 內

資

企

業 

國有企業； 
集體企業； 
私營企業； 
聯營企業； 
股份制企業； 
有生產、經營所得和

其他所得的其他組

織； 

《企業所得

稅暫行條例

施行細則》 

1994.2.4 1994.1.1 

1984.10.1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營企業所

得稅條例（草案）》 
《國營企業調節稅徵收辦法》 
1985.4.11： 
《集體企業所得稅暫行條例》 

1988.6.25 
《私營企業所得稅暫行條例》 

《外商投資

企業和外國

企業所得稅

法》 

1991.4.9 1991.7.1 外

資

企

業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

中外合作經營企業；

外國獨資企業； 

《外商投資

企業和外國

1991.6.30 1991.7.1 

1980.9.10：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

1980.12.14：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

施行細則》 
198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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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所得稅

法施行細則》

《外國企業所得稅法》 

 
兩

稅

合

一 

2007.3.16 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並將於 2008.1.1 開始施行 
  適用中國境內所有企業，統一內外資企業稅制，同時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

行條例》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二、內外資企業租稅優惠差異 

  《企業所得稅暫行條例》統一內資企業稅制後，規定中國企業法定稅率原則

上為 33%4；《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中規定外資企業法定所得稅率

為 33%，其中 3%為地方所得稅，然而中國地方政府為了吸引外資直接投資該地

區，3%地方政府所得稅通常予以免徵。《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中

也給予外資企業眾多租稅優惠，主要可分為以下兩大部分（閔捷，2005）。 

1. 稅率及減免期優惠5： 

  中國政府對於不同地區的外資企業、或是生產性外資企業6允許減按較低的稅

率課徵，如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和海南省)、沿海開放城市、沿海

經濟開放地區、經濟技術開發區、專為台灣設立的投資區、上海浦東開發區、高

新技術開發區等，而中國 80%以上的外資企業均設在上述優惠地區，因此外資企

業實際所得稅稅率遠低於 33%(王延明 2003)。以下簡述各地區及不同類型外資企

業的租稅優惠減免： 

                                                 
4 中國企業法定稅率為 33%，但課稅所得額在人民幣 3 萬元以下的企業，暫按 18%稅率徵收；課

稅所得額在 10 萬元人民幣以下者，減按 27%稅率徵收。此外，金融、保險企業暫時適用 55%
稅率，直到 1997 年 1 月 1 日起，金融、保險企業的所得稅稅率才從 55%降到 33%【根據國務

院 1997 年 2 月 19 日頒布的《關於調整金融保險業稅收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 
5 整理自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2006，註冊會計師全國統一考試輔導教材－稅法。 
6 依外所稅施行細則第 72 條規定，所謂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是指從事下列行業的外商投資

企業：(1)機械製造、電子工業；(2)能源工業（不含開採石油、天然氣）；(3)冶金、化學、建材

工業；(4)輕工、紡織、包裝工業；(5)醫療器械、製藥工業；(6)農林牧漁和水利業；(7)建築業；

(8)交通運輸業（不含客運）；(9)直接為生產服務的科技開發、產業信息諮詢和生產設備、精密

儀器維修服務業；以及(10)經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確定的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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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定地區(經濟特區及經濟技術開發區等)直接投資租稅優惠 

  中國大陸在特定的地區範圍內，給予外商投資企業租稅優惠，並依其

是否為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或是否屬於投資於港口、碼頭、鐵路等中國

政府鼓勵投資之基礎設施，而給予更優惠的稅率及減免期間。例如設在經

濟特區的外商企業一律享有 15%的優惠稅率，而設在經濟技術開發區的

生產性企業，也能享有 15%稅率等。表 2-2 彙總特定地區直接投資之適用

稅率。 

表 2-2 特定地區直接投資之適用稅率 
 經濟特區 上 海 浦 東

新區 

經濟技術

開發區 

經濟特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的老

市區以及沿海經濟開放區 

其他地區

生產性企業 15﹪ 15% 15﹪ 24%(例外:15%7) 30% 

非生產性企業 15﹪ 30% 30﹪ 30﹪ 30%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2) 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享有二免三減半優惠 

  對於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期在 10 年以上的，從開始獲利的年度

起，第一年和第二年免徵企業所得稅，第三年至第五年減半徵收企業所得

稅（即所謂之二免三減半）。但若屬於石油、天然氣、稀有金屬、貴重金屬

等資源開採項目，除國務院另有規定外，不適用該項稅收優惠之規定。 

(3) 投資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之外商投資企業，享有更優惠措施 

A. 自 1999 年 1 月 1 日起，對從事能源、交通、港口、碼頭、基礎

設施項目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在報經國家稅務總局批准

後，可減按 15%的稅率徵收企業所得稅，不受投資區域的限制。 

B. 從事港口碼頭建設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在海南經濟特區設立

從事機場、港口、碼頭、鐵路等基礎設施項目和從事農業開發

                                                 
7  設在該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若屬於能源、交通、港口、碼頭等中國政府鼓勵投資的其他項目

者，可以減按 15%的稅率徵收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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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的外商投資企業，或在上海浦東區設立從事機場、港口、

碼頭等能源、交通建設的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期在 15 年以上，

且經有關稅務機關核准，從獲利年度起可享有五免五減半優惠

措施。表 2-3 彙總投資能源、交通等建設項目的外商投資企業

優惠。  

表 2-3 投資能源、交通等建設項目的外商投資企業優惠 
 適用稅率 減免期 

(1)從事能源、交通、港口、碼頭、基礎設施項目的

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不分地區 
15%    

(2)海南經濟特區的外商投資企業   

基礎設施： 15% 五免五減半 

農業開發： 15% 五免五減半 

(3)上海浦東新區的能源、交通建設等外商投資企業：15% 五免五減半 

(4)港口碼頭建設的中外合資企業： 15% 五免五減半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4) 核定為先進技術企業的外資投資企業享有更優惠減免期 

  外商投資舉辦的先進技術企業，依照稅法規定免徵、減徵所得稅（二

免三減半）期滿後，仍為先進技術企業者，可以按照稅法規定的稅率延長

3 年減半徵收所得稅。惟減半後稅率低於 10%者必須按 10%計算納稅。 

(5) 產品出口達一定比例的外商投資企業，可延長減免期 

  外商投資舉辦的產品出口企業，在依照稅法規定免徵、減徵所得稅期

滿後，凡當年出口產品產值達到當年企業產品產值 70%以上者，可按稅法

規定的稅率享受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惟減半後稅率低於 10%者必須按

10%計算納稅。 

(6) 從事農林漁牧和設在偏遠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可延長減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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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農林漁牧和設在經濟不發達偏遠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享有一般生

產性企業享有的稅率優惠及減免期優惠，在減免稅優惠(兩免三減半)期滿

後，經企業申請且經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批准，在以後 10 年內可以繼續按

應納稅額減徵 15%~30%的企業所得稅。 

(7) 設在西部大開發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之稅收優惠 

  對設在西部地區的國家鼓勵類外商投資企業，在現行稅收優惠政策執

行期滿後的三年內，可以減按 15%的稅率徵收企業所得稅。 

2. 稅前扣除範圍和標準差異 

  內外資企業租稅負擔差異，亦表現在稅前申報扣除的範圍和標準上，例如外

資企業相較於內資企業可列報較高之公益、救濟性捐贈、職工薪資與福利費等支

出。總體而論，外資企業享有之稅前扣除範圍較廣，且扣除標準較寬鬆。表 2-4

彙總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之差異項目。 

表 2-4 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之差異項目 
項目 內資企業 外資企業 
職工薪資 依法定計稅工資標準列報扣

除。(扣除辦法 20 條) 
將支付標準和所依據的文件、

資料報當地稅務機關審核同

意，即可全額扣除。（外商投

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細

則 24 條） 
公益救濟

性捐贈 
用於公益、救濟性之捐贈，在

年度應納稅所得額3%以內的部

分，准予扣除。（暫行條例第 6
條） 

未規定扣除標準，即通過國家

指定的非營利社會團體或國家

機關向公益事業和貧困地區的

捐贈可全額扣除。 
廣告費 原則上納稅人每一納稅年度發

生的廣告費支出在銷售（營業）

收入 2％以內，可據實扣除；超

過部分可無限期於以後納稅年

度扣除。(扣除辦法 40 條) 

未規定扣除標準，即可全額扣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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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宣傳

費 
在不超過銷售（營業）收入 0.5
％範圍內，可據實扣除。(扣除

辦法 42 條) 

未規定扣除標準，即可全額扣

除。 

業務招待

費 
全年銷售（營業）收入淨額在

1500 萬元及以下者，在不超過

銷售（營業）收入淨額的 0.5%
部分據實扣除；全年銷售（營

業）收入淨額超過 1500 萬元

者，在不超過該部分的 0.3%據

實扣除。（扣除辦法 43 條） 
 

(1)全年銷貨淨額在 1500 萬元以

下者，不得超過銷貨淨額的

0.5%；全年銷貨淨額超過 1500
萬元的部分，不得超過該部分銷

貨淨額的 0.3%。  

(2)全年業務收入總額在 500 萬

元以下者，不得超過業務收入

總額的 1%；全年業務收入總額

超過 500 萬元者，不得超過該

部分業務收入總額的 5%。(外所

稅細則 22 條) 
壞帳準備 壞帳準備金提取比例一律不得

超過年末應收帳款餘額的

0.5%。(扣除辦法 46 條) 

 

從事信貸、租賃等業務之企業, 
或已根據實際需要，報經當地

稅務機關批准，逐年按期末放

款餘額(不包括銀行間拆借)，或

者期末應收帳款、應收票據等

應收款項之餘額，計提不超過

3%的壞帳準備部分。（外所稅細

則 25 條） 
一般利息

支出 
納稅人在生產、經營期間，向

金融機構借款的利息支出，按

照實際發生數扣除；向非金融

機構借款的利息支出，不高於

按照金融機構同類、同期貸款

利率計算的數額以內的部分，

准予扣除。（暫行條例第 6 條）

企業發生與生產、經營有關的合

理的借款利息，應當提供借款付

息的證明文件，經當地稅務機關

審核同意後，准予列支。（外所

稅細則 21 條）  

 

關聯企業

間利息支

出 

納稅人從關聯方取得的借款金

額超過其註冊資本 50％的利息

支出，不得在稅前扣除。（扣

除辦法 36 條） 
 

企業與關聯企業之間融通資金

所支付或收取的利息，超過或

者低於沒有關聯關係所能同意

的數額，或其利率超過或低於

同類業務的正常利率者，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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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機關可參照正常利率進行

調整。（外所稅細則 55 條） 
投資收益 納稅人從其他企業分回之已繳

納所得稅的利潤，其已繳納的稅

額可以在計算本企業所得稅時

予以調整，故從較低稅率企業分

回的利潤，要按稅率差額補繳稅

款。（暫行條例細則 42 條） 

在中國境內投資於其他企業所

取得的利潤(股息)，可以不計入

企業課稅所得額，但損失也不

可列報。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參考馬劍平，2004；盧順權，2006。 

 

三、《企業所得稅法》介紹8 

  改革開放以來，中國利用租稅優惠，雖然成功地吸引外資投資，達到發展經

濟的目的9，但長期以來卻導致內資企業租稅負擔較重之不公平現象。2001 年中

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後，除了意謂中國市場對外資進一步開放外，內資企業也逐

漸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內資企業面對更大的競爭壓力，統一內外資企業稅收

政策刻不容緩。 

  2007 年 3 月 16 日所通過之《企業所得稅法》，秉持著四個統一原則：一、

內資、外資企業適用統一的企業所得稅法；二、統一並降低企業所得稅稅率；三、

統一規範稅前扣除辦法和標準；四、統一稅收政策，實行以「產業優惠為主、區

域優惠為輔」的新稅收優惠體系。以下簡述《企業所得稅法》的相關規定。 

1. 適用主體： 

  《企業所得稅法》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不再採行雙軌制，並將企業分

為居民企業和非居民企業。居民企業應就中國境內、境外所得繳納所得税；而非

                                                 
8 整理自《企業所得稅法(草案)》說明。 
9 截至 2006 年底，累計批准外資企業 59.4 萬戶，實際使用外資 6,919 億美元；2006 年外資企業

繳納各類稅款 7,950 億元，占全國稅收總量的 21.12％。(引自《企業所得稅法(草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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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企業應就取自於中國境內之所得或是發生於中國境外，但與其所設機構、場

所有實際關係之所得，繳納所得稅。 

2. 稅率 

  《企業所得稅法》第四條規定，企業所得稅稅率原則上為 25%，但非居民企

業若在中國境內無設立機構、場所，或雖設立機構、場所，但取得的所得與其所

設機構、場所無實際關係，其應就中國境內的所得依 20%繳納企業所得稅。 

3. 稅收優惠 

  現行《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以及地方政府、國務院給予不同

地區、行業之企業不同的租稅優惠，以致中國稅收流失、內外資企業租稅負擔有

所差異。故新頒行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列五種方式，對於目前眾多的稅收優

惠進行整合： 

(1) 對於微利企業、高新技術企業以及企業投資於環保等方面給予優惠措施： 

  《企業所得稅法》第 28 條對於符合條件的小型微利企業實行 20％的

優惠稅率，給予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 15％之優惠稅率；《企業所

得稅法》第 31 條擴大對創業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允許其按投資額的一定

比例抵扣課稅所得額；此外，尚鼓勵企業環保設備之投資，例如《企業所

得稅法》第 34 條規定企業投資於環境保護、節能節水、安全生產等專用設

備的投資額，可以按一定比例實行稅額抵免。 

(2) 保留對農林牧漁業、基礎設施投資的稅收優惠政策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第 27 條規定，企業從事農、林、牧、漁業項目

之所得、從事國家重點扶持之公共基礎設施項目投資經營所得、從事符合

條件之環境保護、節能節水專案所得以及符合條件之技術轉讓所得，可以

免徵、減徵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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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勞服企業、福利企業、資源綜合利用企業的直接減免稅政策採取替代性

優惠政策10。 

(4) 取消了生產性外資企業定期減免稅優惠政策（二免三減半），以及產品主要

出口的外資企業減半徵稅優惠政策等。 

(5) 特定地區或特定產業享有過渡性租稅優惠： 

為了避免實施《企業所得稅法》對於已設立企業造成過大衝擊，新稅

法第 30 條規定於本法公佈前已經批准設立的企業，依照當時稅收法令，可

享受低稅率優惠者，可在本法施行後五年內，逐步過渡到本法所規定稅率；

而享受定期減免稅優惠者，可在本法施行後繼續享受到期滿為止，但因未

獲利而尚未享受優惠，優惠期限應從本法施行年度起計算。此外經濟特區

內以及上海浦東新區內新設立之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可以

享受過渡性稅收優惠，而國家已確定的其他鼓勵類企業，可以按照國務院

規定享受減免稅優惠。目前《企業所得稅法》才剛發布，有關適用租稅優

惠措施之相關具體規定，必須由國務院陸續發布規範之。 

4. 稅前扣除和資產的稅務處理 

  《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與《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辦法》對於

內外資企業在成本費用等扣除方面之規定不盡相同，給予外資企業較寬鬆的扣除

標準。《企業所得稅法》頒布後，統一企業各項支出扣除政策，明定公益性捐贈支

出扣除標準11，明確不得扣除的支出範圍12。同時，對企業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長期待攤費用、投資資產和存貨等方面之支出扣除也進行統一規範13。 

                                                 
10 《企業所得稅法》第 30 條規定，企業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以及

安置殘疾人員及國家鼓勵安置的其他就業人員所支付的工資可以在計算課稅所得額時加計扣

除；而第 33 條也規定企業綜合利用資源，生產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規定的產品所取得的收入，可

以在計算課稅所得時減計收入。 
11 《企業所得稅法》第 9 條規定：企業發生的公益性捐贈支出，在年度利潤總額 12%以內的部分，

准予在計算課稅所得額時扣除。 
12 《企業所得稅》第 10 條規定：向投資者支付的股息、紅利以及企業所得稅稅款、稅收滯納金、

罰款、公益性以外的捐贈支出、贊助支出、未經核定的準備金支出、與取得收入無關的其他支

出，均不可列報扣除。 
13 詳《企業所得稅法》第 11 條至 16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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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稅法在租稅優惠部分，取消大部分的區域優惠稅率，但仍保留對高新技術

業及農林牧漁業之租稅減免；在法定稅率部分，內外資企業法定名目稅率均由 33

％下降至 25％，但由於一些外資企業原來可以享受 24％或 15％的低稅率優惠，

故新稅法總體而言減輕內資企業的租稅負擔，但對享有眾多租稅優惠的外商企

業，也可能增加其稅負成本。惟新稅法執行後一部分外資企業仍可適用高新技術

企業優惠稅率或享受過渡性優惠政策，推測近期對於外資企業不會造成太大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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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大陸會計制度體系 

  近幾十年來，大陸經濟體制遭遇重大變革，由早期的「計畫經濟」、改革開

放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 2001 加入 WTO 後，大陸為了加速與國際接軌，

已逐漸轉型為偏向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中國大陸經濟體制之蛻變，均顯現在不

同時期的會計制度，造就其會計制度改革的大躍進。以下就中國會計制度沿革以

及財務會計利潤與課稅所得差異項目進行介紹。 

一、中國會計制度沿革 

  1992 年以前中國會計制度是為了滿足當時國營企業的會計核算需求，1981

年 1 月至 10 月先後制定國營企業相關制度14，其後隨著對外開放，外資企業蓬勃

發展，1985 年 3 月中國財政部正式發布了《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會計制度》。 

  為了推動股份制企業，財政部於 1992 年 5 月制定《股份制試點企業會計準

則》，同年並發布「企業會計準則」和「企業財務通則」，「13 項行業會計制度」

和「10 項行業財務制度」（簡稱兩則、兩制），一改傳統計劃經濟下的會計核算

方式，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企業會計處理制度，根據不同的行業特性，採用不同

的會計核算方式。 

  隨著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步伐的加快，股份有限公司大量出現，1998 年 1 月

財政部發布了《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度》，替代原有的《股份制試點企業會計制

度》，其中最大的變革，就是引進公平價值的概念，強化會計核算的「謹慎性原

則」。 

  1993 年的企業會計制度改革，雖然使大陸會計制度在與國際會計慣例接軌方

面，邁出了實質性的一步，但因多種會計制度同時並存，即不同產權結構、不同

                                                 
14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於 1981 年 1 月至 10 月先後制定發布了《國營供銷企業會計制度》、《國

營施工企業會計制度》、《建設單位會計制度》，並於 1995 年及 1998 年對《國營工業企業會計制

度》進行重大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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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組織形式、不同行業之企業執行不同之會計制度，在某種程度上影響了會計

資訊在企業間的可比較性。因此，為了進一步規範企業會計核算方式，確保會計

訊息的真實性、可靠性、完整性和可比較性，從 1997 年開始到 2001 年，中國財

政部陸續制定了 16 項具體準則，且在 2000 年 12 月 29 日發布《企業會計制度》，

同時廢止《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度》及除金融企業以外的其他 12 個行業會計制

度，要求自 2001 年 1 月 1 日起，除銀行業、保險業和其他金融業股份有限公司外，

所有股份有限公司均應按要求執行《企業會計制度》。同時，財政部也鼓勵除股

份有限公司外的其他企業執行《企業會計制度》，但要求國有企業在執行前必須

先獲得有關政府部門的批准。此外，如果母公司採用《企業會計制度》，則該母

公司應要求其子公司也採用《企業會計制度》。在外商投資企業的法規方面，2002

年 1 月 1 日，財政部將《企業會計制度》的適用範圍擴大到外商投資企業(但仍不

包含金融企業)。故在 2007 年新會計準則體系頒布以前，除了不對外籌集資金、

經營規模較小的企業以及金融保險企業以外，所有企業均適用《企業會計制度》。 

  在金融企業部分，2001 年 12 月中國財政部發布《金融企業會計制度》，適

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依法成立的各類金融企業，包括銀行、保險公司、證券

公司、信托投資公司、基金管理公司、租賃公司與財務公司等。而為了完善中國

會計規範體系，2004 年 4 月又頒布《小企業會計制度》，適用主體為在中華人民

共和國境內設立不對外籌集資金、經營規模較小的企業，但不包括以個人獨資及

合夥形式設立的小企業。此外，該制度也允許符合規定的小規模企業可以選擇適

用《小企業會計制度》或《企業會計制度》。圖 2-1 為中國企業會計制度框架（舊

會計準則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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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中國企業會計制度框架（舊會計準則體系） 

資料來源：引自高允斌，2003。 

二、2007 年新會計準則體系 

  2001 年實施之《企業會計制度》及 16 項具體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差

異較大，隨著中國加入 WTO 後，已無法滿足市場經濟下企業利害關係人對會計

資訊質量的要求，會計準則與國際趨同已成為必然的趨勢。2006 年 2 月 15 日中

國財政部發布新的企業會計準則體系，借鑒了國際會計準則中適合中國國情的規

定，絕大部份之會計政策、方法與國際會計準則之要求一致。新企業會計準則體

系己於 2007 年 1 月 1 日首先在上市公司中強制執行，並鼓勵其他企業執行，執行

新會計準則體系的企業將不再執行「舊企業會計準則」、《企業會計制度》或《金

融企業會計制度》。 

  2007 年開始適用的新會計準則體系是由 1 個基本準則、38 個具體準則以及 2

個應用指南所構成的15，如圖 2-2 所示。38 個具體準則是修訂 1997 年至 2001 年

                                                 
15 基本準則處於最高層次，為整個會計工作和會計準則體系的指導思想和指導原則；38 個具體準

則用於來指導企業各類經濟業務確認、計量、記錄和報告的規範，具體會計準則又可以分為一

金融企業會計制度 企業會計制度 小企業會計制度 

企業會計準則 

具體會計準則(16 個) 基本會計準則 

會計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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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之 16 項會計準則以及新制定 22 項會計準則所組成。2007 年實施的新會計準

則體系與 2001 年實施的《企業會計制度》、基本會計準則、16 項舊具體會計準

則（以下簡稱舊會計準則體系）有諸多差異，將主要差異彙總如表 2-5。 

 

 

圖 2-2 新企業會計準則體系框架 

資料來源：引自陳東領，2006。 

表 2-5 新舊會計準則體系之差異 
 新會計準則體系 舊會計準則體系 新準則體系之影響 
基本會計準則 
適用範圍 僅適用在中國境內

設立的企業。2007
年1月1日首先在上

市 公 司 中 強 制 執

行，其他企業鼓勵執

行。 

適用中國境內企業

及設在境外的中國

投資企業。 

解決設在中國境外

之中國投資企業適

用中國會計準則之

困擾。 

財務報告

目標 
是為了提供財務報

告使用者作成決策

是為了滿足國家宏

觀經濟管理的需要。

重視會計資訊之質

量，導入市場經濟體

                                                                                                                                               
般業務準則（如第 1 號「存貨準則」）、特殊行業特定業務準則（如第 8 號「石油天然氣開採準

則」）和報告準則（如第 28 號「財務報告列報準則」）三類；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處於會計準

則體系的最低層次，主要解決在運用準則處理業務時所涉及的會計科目、帳務處理、會計報表

及其格式，類似於以前的《企業會計制度》，共分為「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金融企業的會

計科目和會計報表」、「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非金融企業的會計科目和會計報表」（陳東

領，2006）。 

基本會計準則(1 個) 

具體會計準則(38 個)

企業準則應用指南－金融企

業的會計科目和會計報表 

企業準則應用指南－非金融

企業的會計科目和會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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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相關會計資

訊。 
系之會計制度。 

衡量方法 允 許 五 種 衡 量 方

式：歷史成本、重置

成本、可變現淨值、

現值、公平價值 

主要採用歷史成本 更能真實反映公司

財務狀況，但引進公

平價值也可能造成

利潤操縱之空間。 
會計要素

定義 
依會計要素本質特

徵進行定義。（如負

債是預期經濟利益

之流出） 

舊準則中對於會計

要素常有循環定義

之問題，且定義大多

模糊不清。（如負債

是......的債務） 

會 計 要 素 定 義 明

確，降低會計處理模

糊之空間。 

具體會計準則 
具體準則

涵蓋範圍 
新準則除了普通工

業企業之一般業務

外，尚擴展到金融。

保險、石油天然氣以

及農業等眾多行業

領域，並納入了金融

工具、套期保值等新

業務類型，涵蓋各類

企業之各種經濟業

務。 

16 項準則偏重於普

通工業企業之一般

業務。 

對於採掘業、金融

業、農業等上市公司

的會計核算處理影

響很大，以致適用後

該類行業之上市公

司近期損益波動較

大。 

資產減值

損失 
資產減值損失一經

確認，往後期間不得

轉回。 

資產減值提列後，若

日後價值回升，在以

前提列之減值範圍

內允許轉回，列入當

期損益。 

減少企業利用資產

減 值 準 備 提 列 政

策，進行盈餘操縱之

空間。 

存貨 取 消 了 後 進 先 出

法，一律採用先進先

出法。 

可採用先進先出法

及後進先出法 
取消後進先出法，對

於生產週期較長的

企業之毛利率、淨利

將有很大的影響。 
借款費用 對於需要長時間之

生產活動才能達到

可 銷 售 狀 態 的 存

貨，其占用的借款資

僅限於用於購建固

定資產之專案借款

費用，才可以可以資

借款費用的資本化

範圍擴大，提高企業

融資投資的誘因，且

對於企業利潤、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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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所相對應的借款

費 用 也 可 以 資 本

化。資本化借款費用

不限於專案借款所

產生的。 

本化。 

 

折舊核算均有影響。 

債務重整

利益 
將債務人因債務重

整所獲得之利益直

接 計 入 「 當 期 損

益」，且該準則限定

於當「債務人發生財

務困難時」才可以使

用。 

將債務人因債務重

整獲得的利益計入

「資本公積」。 

 

可使無力債還債務

的公司，一旦獲得債

務 全 部 或 部 分 豁

免，其財務狀況可能

獲得改善。 

無形資產

之研究發

展支出 

將研究活動分成研

究與開發兩階段，在

開發階段之研究發

展支出，若符合條件

者可以予以資本化。

全列為當期管理費

用。 

 

 

可能增加高科技及

創新類企業進行無

形資產研究開發的

積極性。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參考李哲，2006；鄭鑫成，2006；黃煒倩，2006；

李峰等，2006；任亞輝，2006；劉衛紅，2006。 

 

總括而言，目前中國大陸企業依規模大小區分，不對外籌集資金、經營規模

較小的企業適用《小企業會計制度》；一般企業適用兩種會計體系，一為非上市

公司適用的舊會計體系，其會計相關處理與國際處理差異較大，分為一般企業適

用之《企業會計制度》以及金融企業適用之《金融企業會計制度》；二為自 2007

年 1 月 1 日起，上市公司強制適用之「新會計準則體系」，其會計準則幾乎已和

國際趨同，符合市場經濟企業會計核算之目的，上市之金融企業不再適用《金融

企業會計制度》。表 2-6 彙總中國企業現行會計制度。 

表 2-6 中國企業現行會計體系 
類別 會計制度 頒布時間 實施日期 適用主體 
小規模 小規模會 2004.4.27 2005.1.1 不對外籌集資金、經營規模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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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計制度 企業（但不包括以個人獨資及合夥

形式設立的小企業）。 
企業會計

制度 
2000.12.29 2001.1.1 適用所有企業（但不含不對外籌集

資金、經營規模較小的企業以及金

融保險企業）。 

舊

體

系 
金融企業

會計制度 
2001.11.27 2002.1.1 各類金融企業，包括銀行、保險公

司、證券公司、信托投資公司、基

金管理公司、租賃公司與財務公司

等。 

一

般

企

業 

新

體

系 

基本準則 
具體準則 
應用指南 

2006.2.15 2007.1.1 強制適用中國所有上市公司，其他

中國境內非上市企業也鼓勵適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二、財務會計利潤與課稅所得的差異 

  從會計制度和所得稅制度改革的發展趨勢觀之，中國會計和稅法改革正朝著

各自獨立的方向進行，早期係以財務會計利潤作為所得稅課稅基礎，2000 年 6 月

國家稅務總局制定《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辦法》，明確地統一稅法對於扣除成本

費用的要求，形成會計標準和稅法分離的局面。而 2001 年《企業會計制度》中更

明確地要求會計制度和稅收制度相分離原則：要求在實際工作中會計制度如有與

稅收制度不一致或不協調之處，必須先按會計制度進行核算，納稅時再作調整，

使財報上的會計資訊，不受政府稅收制度的影響。由於稅法與財務會計目標不同，

造成會計利潤與課稅所得產生差異，本研究將收入或費用、損失之財稅處理差異，

彙整如表 2-7。  

表 2-7 財務會計利潤與課稅所得差異項目 
項目 財務會計處理 稅務申報處理 

國債利息收入 列為當期收益 免稅（暫行條例21條） 
股利收入 列為當期收益 扣除已納稅部分（暫行條例細則42條）

罰款支出 列為當期費用 原則上不准扣除（暫行條例第7條） 
贊助費 列為當期費用 不准扣除（暫行條例第7條） 
工資性支出 按實發工資列為費用 按標準列支費用（扣除辦法20條） 



 26

職工社會保障

性支出 
列為當期費用 按標準列支費用（扣除辦法第49、50

條） 
公益、救濟性

捐贈 
按實際金額列為費用 按標準列支費用（暫行條例第6條） 

廣告費 按實際金額列為費用 按標準列支費用（扣除辦法40條） 
業務宣傳費 按實際金額列為費用 按標準列支費用（扣除辦法42條） 
業務招待費 按實際金額列為費用 按標準列支費用（扣除辦法43條） 
壞帳損失 企業自行確定計提壞

帳比例，列報損失 
原則上實際發生數據實扣除，也可按

提列標準列支（扣除辦法第45、46、
48條） 

借款費用 除符合資本化條件的

借款外，其餘借款可全

列為費用 

符合特定條件或在列支標準內的借款

費用才能列報費用（扣除辦法第34~ 
37條） 

折舊費用、 

攤銷費用 

依所選用的折舊或攤

提方法計算，列為當期

費用 

一般採取直線法計提費用或攤提，但

接受捐贈和評估增值之資產計提的折

舊或攤銷不可列報扣除（扣除辦法第

24、26、27條） 
資產減值準備 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

可列為當期損失 
不可列報扣除（扣除辦法第6、7條） 

技 術 開 發 費

（研發支出） 
列為當期費用 若當年研發支出較去年增加10%，當

年實際支出除按規定列報扣除外，可

再按實際支出額的50%，直接抵扣當

年課稅所得額。（國稅發【1996】152
號、財稅【2003】244號） 

依權益法核算

的 投 資 收 益

(損失) 

列為當期收益(損失) 未實現投資收益免徵稅，等企業實際

作利潤分配，才需列報收益課稅；未

實現投資損失不予扣除，但企業因收

回、轉讓或清算處置股權投資而發生

股權投資損失可在稅前扣除， 
開辦費 於企業開始生產經營

當月，一次計入當期損

益 

從企業開始生產、經營之次月起，在

不短於5年內分期攤銷列報扣除。（暫

行條例細則34條）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參考陳碧珠與池勁松，2003；蘭延灼，2003；張博

卉，2005；車菲，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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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大陸上市公司股權結構 

  中國證券市場起步較晚，1990 年底，上海、深圳證券交易所相繼成立，當時

中國只有 10 家上市公司，到 2006 年底已達 1,434 家。早期中國實行計劃經濟，

境內所有企業多為國有企業，多數上市公司主要由國有企業改制而來，但未經一

定的上市標準審核16，不僅同質化程度高，且相較於西方國家上市公司體質較差

（康榮寶，2001）。此外中國在設立股市之初為了保護國有資產，採取股權分置

措施，共分為「流通股」與「非流通股」。所謂的流通股股票是指在上海、深圳

證交所中流通、可自由買賣的「社會公眾股」股票；而非流通股股票主要是指暫

時不能上市流通、買賣的「國家股」、「法人股」以及「內部職工股」。 

  中國大陸大部分股份制企業，都是由原國有大中型企業改制而來的，通過改

制，國家原持有的份額在企業股權結構中稱為「國有股」。企業法人或具有法人

資格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在企業上市前投資持有的股份稱為「法人股」，而

法人股可進一步分爲境內發起法人股、外資法人股和募集法人股三個部分。中國

大陸投資者通過股東帳戶，在股票市場買賣的股票都是社會公衆股。 

  簡而論之，中國上市公司發行股份中，非流通股依其性質不同，分為國家股、

境內法人股、外資法人股、募集法人股以及內部職工股；而流通股主要為社會公

眾股，共有境內上市人民幣普通股(A 股)、境內發行外資股(B 股)、境外發行外資

股(即香港上市的 H 股、紐約證交所上市的 N 股、新加坡上市 S 股)三種，彙總說

明如表 2-8。 

表 2-8 非流通股與流通股股票類型介紹 
 股票名稱 簡介與特性 

非 國家股 國家持有的股票 

                                                 
16 2001 年前中國上市制度採「審批制(配額制)」，各地方政府依照配額選擇上市公司，無一定審

核標準，目前至少有一半的上市公司在 2001 年以前選出；而 2002 年以後改採「核准制」，雖

設有上市核定標準(如獲利能力、資本額等)，但利用通道制維持配額觀念，許多體質不完善的

公司利用與券商的關係，獲取上市機會。2005 年以後，中國公司上市制度將逐漸走向書審制，

嚴格審查上市條件，確保中國上市公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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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法人股 境內民營法人持有的股票 
外資法人股 外資法人持有的股票 
募集法人股 募集／定向募集（洽特定人）的法人股 

流

通

股 
內部職工股 內部職工持有的股票 
境內公眾股(A 股) 

 

A 股是由中國大陸境內公司發行，提供中國大陸境

內投資人17（不包含台灣、香港及澳門）以人民幣認

購和交易之普通股股票。 
境內發行外資股 
（B 股） 

B 股是由中國大陸境內公司發行，專供境外投資者18

以外匯進行買賣的普通股股票，故投資人限定為： 
a.外國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組織； 
b.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組織；

c.定居在國外的中國公民； 
d.中國證監會規定的其他投資人。 
上海 B 股市場以美金為交易結算貨幣，深圳 B 股市

場以港幣為交易結算貨幣。 

流

通

股 

境外發行外資股

（H 股、N 股、S
股） 

H 股是由中國大陸境內公司發行，於香港聯交所上

市之股票。  
N 股是由中國大陸境內公司發行，於美國紐約證交

所上市之股票。 
S 股是由中國大陸境內公司發行，於新加坡證交所上

市之股票。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表 2-9 為 1998 年至 2006 年中國上市公司總家數統計，由表中可知中國上市

公司證券市場是以 A 股交易為主，約有九成上市公司僅發行 A 股。表 2-10 為 2005

年末上海證交所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分布情況，顯示中國上市公司中國家持股比

例偏高，與其他國家上市公司股權結構有所差異。 

 

 

                                                 
17 自 2002 年起，境內機關投資者可以透過 QFII 制度直接投資 A 股。 
18 自 2001 年 2 月 19 日起，中國境內居民可以以合法持有的外匯開設 B 股帳戶，買賣 B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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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1998 年至 2006 年中國上市公司總家數 
 1998

年 
1999
年 

2000
年 

2001
年 

2002
年 

2003
年 

2004
年 

2005
年 

2006
年 

發行家數合計 851 949 1088 1160 1224 1287 1377 1381 1434
 僅發行 A 股 727 822 955 1025 1085 1146 1237 1240 1293
 僅發行 B 股 26 26 28 24 24 24 24 23 23
 同時發行 A、B 股 80 82 86 88 87 87 86 86 86
 同時發行 A、H 股 18 19 19 23 28 30 30 32 32

資料來源：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會統計資料。 

表 2-10 2005 年末上海證交所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分布 
上海證交所 

 發行總額 
（億元） 

發行比例 
(%) 

市價總值 
(億元） 

市價比例 
(%) 

一、非流通股  

1.發起人股份 3,225.15 59.64 15,245.54 66.01 
 國有股 2,749.89 50.85 13,223.03 57.25 
 境內法人股 404.53 7.48 1,672.47 7.24 
 外資法人股 46.53 0.86 204.93 0.89 
 個人發起人股 24.20 0.45 145.11 0.63 
2.募集法人股 227.80 4.21 1,063.40 4.60 
3.內部職工股 1.91 0.04 11.33 0.05 
4.其他 6.98 0.13 21.25 0.09 
 非流通股合計 3,461.84 64.02 16,341.52 70.75 
   

二、已流通股  

1.境內上市 A 股 1,457.70 26.95 6,514.55 28.21 
2.境內上市 B 股 103.51 1.91 240.06 1.04 
3.境外上市 H 股 385.01 7.12 0.00 0.00 
 已流通股合計 1,946.22 35.98 6,754.61 29.25 
三、股份總數 5,408.06 100.00 23,096.13 100.00 

資料來源：上海證券交易所 2005 年統計年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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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股權分置問題 

  中國早期為了避免國有資產流失，採行股權分置措施，該措施雖然使上市公

司大部分控制權仍掌握在國家手上，但隨著中國大陸經濟往市場經濟體系趨近，

股權分置措施下流通股股東與非流通股股東利益之不一致，導致市場價格機制無

法發揮作用，兩類股東在公司營運意見分歧，出現嚴重的公司治理缺失。故自 2001

年開始，股權分置改革的呼聲不斷，直到近幾年透過具體的股權改革方案，才有

較顯著的成效。以下簡述股權分置所帶來的弊病以及股權分置改革的方案與成

效。 

1. 股權分置問題 

股權分置最根本的問題來自於非流通股與流通股股東之利益不一致：流通股

股東在證券市場上交易，以每股收益和公司成長性等要素為定價依據，重視公司

股價漲跌；非流通股交易為私下協議轉讓，主要以每股淨資產為依據，關注公司

淨值的增減，同一公司同權股票不同價值，以致無法透過價格機制進行資源之有

效配置。由於兩類股東在公司治理上缺乏共同的利益基礎，對於公司營運策略意

見往往有所分歧，無法達到股東價值最大化的最終目標(孫治宇，2005；李賢鑾，

2005)。表 2-11 為中國上市公司 1992 年、1997 年、2000 年及 2004 年上市公司流

通股與非流通股之比重，表中顯示從 1992 年至 2004 年非流通股約占上市公司總

股份之 60%-70%，公司的實際經營權掌握在非流通股股東手上，但公司經營績效

之優劣，透過股價反應只能影響未具實質控制權之流通股股東，對於內部控制人

並無實質的約束能力與激勵效果，以致非流通股股東為了自身利益，往往進行非

理性之投資決策，犠牲流通股股東權益。國有股「一股獨大」，處於絕對控股地

位，可以控制上市公司的所有權力機構－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營管理

機構，造成公司內在制衡機制無法發揮功能，對公司決策進行有效評估；而國有

股比例較高的公司，國有股產權關係模糊的情況相當嚴重，該由那個行政部門代

替國家、人民行使股東權存在眾多爭議，實際運作結果往往發生不同行政部門以

國有股代表之身份對企業進行干預，導致各部門行政目標取代上市公司放棄追求

利潤最大化的目標（李陽敏，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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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1992 年至 2004 年中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 
1992 年底 1997 年底 2000 年底 2004 年底 類型 

十億股 比例 十億股 比例 十億股 比例 十億股 比例 

非流通股 4.77 69.25% 127.12 65.44% 243.74 64.28% 454.29 63.81
－國有股 2.85 41.38% 61.23 31.52% 147.51 38.90% 245.99 34.55
－法人股 0.91 13.14% 43.99 22.64% 64.26 26.94% 208.04 29.22
流通股 2.12 30.75% 67.14 34.56% 135.43 35.72% 257.70 36.19%
－A 股 1.09 15.87% 44.27 22.79% 107.82 28.44% 199.20 27.98%
－B 股 1.03 14.88% 11.73 6.04% 15.16 4.00% 19.70 2.77%
－H 股 0 0% 11.15 5.74% 12.45 3.28% 38.70 5.44%

資料來源：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統計資料；參考龐敏，2005。 

 

2. 股權分置問題 

  為了改善股權分置所帶來的市場定價扭曲以及公司治理缺失問題，2004 年 1

月 31 日國務院頒布《關於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若干意見》，將股

權分置改革視為中國證券市場的基礎建設，要求改革必須「試點先行，協調推進，

分步解決」。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依據該意見要求，於 2005 年 4 月 29 日發

布《關於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改革通知》），

進行實質性之股權分置改革方案。 

  所謂之「股權分置改革」，即是通過解決非流通股上市流通之問題，達到上

市公司股份全流通、同股同權之目的，使全體股東利益趨於一致。除了「新老劃

斷19」措施外，原已上市公司之非流通股股東需向流通股股東支付對價，取得流

通權，慢慢地減少非流通股比例，增加流通股比例20。《改革通知》要求「統一

組織、分散決策」，由中國證監會訂定統一之改革規則，具體的試點方案由個別

                                                 
19 所謂之「新老劃斷」，係指劃定一個時間點，在此時間點後，首次公開發行公司發行的股票均

為全流通股，不再區分上市和暫不流通的股份。 
20 目前股權分置改革方式主要有送股、縮股、派發權證、股票回購等 4 種方式，第一批及第二批

股改公司最常採用的方式是送股方式（吳良剛與章林，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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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考量自身情況及複雜性，透過各類股東協商表決，自行擬定股權分置改革方

案並執行之。 

  《改革通知》自 2005 年 4 月 29 日開始施行，改革實施滿一週年時，上海及

深圳證交所已完成或者已進入改革程序的上市公司共有 868 家，佔 1344 家上市公

司的 65%，對應市值比約為 70%，對應股權比約為 67%21。截至 2006 年 11 月 19

日，中國上市公司共有 1161 家公司完成股改，占應股改公司家數之 90％，完成

股改公司市值占應改公司總市值之 96％22，股改計劃可謂相當順利。此外股權方

置改革之實施，解決中國上市公司體制上之缺失，重建投資人信心，推動 2006

年中國股市蓬勃發展23。

                                                 
21 截取自中國證監會負責人就股權分置改革啓動一週年談話，新華網 2006 年 4 月 29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stock/2006-04/29/content_4490328.htm。 
22 引自中文導報 2006 人 12 月第 1 期。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40/28773。 
23 引自新華網 2007 年 1 月 18 日報導。

http://news.xinhuanet.com/stock/2007-01/18/content_56232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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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國上市公司的稅收制度 

  中國股份制企業發展較晚，1991 年頒布的《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

法》明文規定僅適用屬有限責任形式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

外國獨資企業與外國企業。但隨著經濟開放，允許設立「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4」。依《關於設立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若干問題的暫行規定》第二條規定，

所謂的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係是全部資本由等額股份構成，股東以其所認購的

股份對公司承擔責任，中外股東共同持有公司股份，外國股東購買並持有的股份

占公司注册資本的 25％以上的企業法人。且依該暫行規定第三條規定，外商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為外商投資企業的一種形式，適用國家法律、法規對於外商投資企

業的有關規定。 

  中國上市公司為股份制企業，適用《企業所得稅暫行條例》規定申報納稅，

自不殆言，但若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中，外國投資者直接投資的「外資法人股」以

及外國投資者間接投資的「境內上市外資股(B 股)」與「境外上市外資股(H 股)」，

達註冊資本 25%以上時，是否可適用《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課徵

所得稅，享有法定租稅優惠，則較有爭議。目前多數看法認為雖然外商投資上市

公司非外所稅中明定之有限責任型態的外商投資企業，但若外國投資者直接投資

持股達 25%，則符合外所稅中獎勵外商企業投資目的，理應成為《外商投資企業

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的納稅主體，享有租稅優惠措施(韓靈麗，2005；崔勁松，

2004)；反之，若是外國投資者間接投資，如購買 B 股及 H 股，因持有者僅為一

般投資者，並未實際參與公司經營決策，無法達到促進中國產業升級發展目的，

則必須視為一般內資企業，依照《企業所得稅暫行條例》課徵25（崔勁松，2004）。 

                                                 
24 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按規定既可以是發起設立，也可以是募集設立；既可以是由外資有限責

任公司（即三資企業）變更設立，也可以是內資企業即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改組設立；甚至普

通的股份有限公司也可以通過發行 B 股、H 股、N 股等方式轉變成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5 國家稅務總局制定財稅【1994】17 號《關於在境外發行股票的股份制企業徵收所得稅問題的通

知》第二條規定，從 1994 年 1 月 1 日起，批准到境外發行股票的股份制企業，一律按照稅法規

定的 33%的比例稅率徵收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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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中國上市公司絕大部分由國有企業改制而來，屬於內資企業，必須依照

《企業所得稅暫行條例》課稅，但在促進經濟發展政策下，中國政府普遍給予特

定地區或特地行業不同程度租稅優惠，故中國上市公司仍可透過以下途徑享有稅

收優惠（參考韓嵐嵐，2006）： 

一、註冊於經濟特區的上市公司享受特區稅收優惠政策 

  中國上市公司若設立在深圳、海南、珠海、汕頭、廈門五大沿海經濟特區，

即可享受 15%企業所得稅優惠稅率，如廈門建發(600153)、珠江實業(600684)等公

司均設立在此。 

二、享受國家對民族自治地區企業的稅收優惠 

  中國對於民族自治區（如新疆自治區、寧夏回族自治區等）的內資企業，允

許經省級人民政府批准後，享有定期減徵或免徵所得稅，但凡減免稅款涉及中央

收入 100 萬人民幣以上者，需報國家稅務總局批准。如新疆天業(600075)、西藏

礦業(000762) 。 

三、享受西部大開發的優惠 

  根據國務院對西部大開發的有關政策，設在西部地區且國家鼓勵產業的內資

企業，可以在 2001 年至 2010 年期間內，減按 15%稅率徵收所得稅。所謂西部大

開區適用範圍包含重慶市、四川省、貴州省、雲南省、陝西省、甘肅省等，如天

山股份(000877)、寧夏桓力(600165)都享受該優惠。 

四、設立於高新技術開發區或通過「雙高認證26」，享受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 

  為推動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化，國務院批准設立的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約有

54 個（王延明，2003），設立於該區的高新技術企業，可減按 15%稅率徵收所得

稅。例如中興通信(000063)、青島雙星(000059)均設立於此區。 

                                                 
26 所謂「雙高認證」係指通過中國國家科學技術部和中國科學院認定為高科技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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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事國家鼓勵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其他重點產業可享有租稅優惠 

國家稅務總局對於從事港口、碼頭、機場、公路、電話等基礎設施之企業給

予許多租稅優惠。例如從事機場服務的上海機場(600009)以及從事公路橋梁的延

邊公路(000776)均適用 15％優惠稅率。 

六、享受農業產業化租稅優惠 

  為了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關於明確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龍頭企業所得稅

徵免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1﹞24 號規定，符合條件的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龍

頭企業，目前得暫時免徵所得稅。2001 年八部委27公布 151 家符合條件之農業產

業化龍頭企業名單，其中包含順鑫農業(000860)、蓮花味精(600186)等數家上市公

司。 

七、海外上市及中外合資上市公司的特殊優惠 

  1993 年中國政府為了鼓勵上市公司到海外上市，給予第一批赴香港發行 H 股

的 9 家公司2815%的優惠稅率，而部分中外合資上市企業也可以享有「兩免三減半」

的所得稅優惠政策，如杭汽輪 B(200771)。 

八、上市公司普遍享有先徵後返租稅政策 

  各地方政府為了支持本地上市公司之發展，提高其競爭力，在 2002 年以前普

通實行所得稅「先徵後返」租稅政策。所謂的「先徵後返」係指上市公司先按 33%

稅率繳納所得稅，再由地方財政進行一定比例返還，2002 年以前上市公司普遍享

有「18%」返還的地方政策，實際繳納稅率為「15%」。但此項政策國務院已強

                                                 
27 八部委係指農業部、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國家經濟貿易委員會、財政部、對外貿易經濟合作

部、中國人民銀行、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 
28 此 9 家企業是：上海石化(600688)、青島啤酒(600600)、昆明機床(600806)、北人印刷(600860)、

馬鞍山鋼鐵(600808)、廠船國際(600685)、儀征化織(600871)、東方電機(600875)、渤海化工

(60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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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要求各地方政府於 2002 年起停止實施29，根據統計：2001 年末享有先徵後返政

策的上市公司約有 200 家，約占當年所有上市公司家數的 20%30。 

  由上述說明可知，中國租稅優惠政策普通存在於各地區及各行業，而中國上

市公司多是各行業指標企業，企業規模較大，且多投資於政府鼓勵項目或特別地

區，相較於一般中小型內資企業更易適用各種租稅優惠措施，整體所得稅稅負較

輕。表 2-12、2-13 分別彙總 2004 年至 2006 年中國上市公司行業分布情形、地區

分布情形。 

表 2-12 2004 年至 2006 年中國上市公司行業分布情形 
 2004 年 2005 年 2006 年 
農林牧漁業 37 37 38
採掘業 23 24 25
製造業 839 852 838
電力、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 58 62 62
建築業 27 28 31
交通運輸、倉儲業 60 61 63
信息技術業 85 85 90
批發和零售貿易業 95 93 93
金融、保險業 10 10 12
房地產業 50 49 52
社會服務業 42 42 42
傳播與文化產業 11 10 10
綜合業 78 78 78
    家數合計 1415 1431 1434

  資料來源：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會統計資料。 
 
 
 
 
                                                 
29 國務院《關於糾正地方自行制定稅收先徵後返政策的通知》(國發［2000］2 號)、財政部關於

進一步認真貫徹落實國務院《關於糾正地方自行制定稅收先徵後返政策的通知》的通知（財稅

［2000］99 號）。 
30 引自新華網 2001 年 12 月 4 日。http://news3.xinhuanet.com/stock/2001-12/04/content_1462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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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2004 年至 2006 年中國上市公司地區分布情形 
 2004 年 2005 年 2006 年  2004 年 2005 年 2006 年

安徽 46 48 46 四川 66 64 64
重慶 30 30 29 江西 24 24 25
湖北 64 62 61 江蘇 92 97 100
吉林 33 33 32 天津 23 23 24
內蒙古 21 22 20 西藏 8 8 8
寧夏 11 11 11 海南 21 20 20
山西 23 22 25 貴州 19 20 17
福建 46 46 48 廣東 86 89 89
浙江 96 101 96 深圳 73 74 74
遼寧 53 50 49 湖南 44 44 46
河南 33 34 33 山東 76 80 84
甘肅 19 19 19 上海 149 150 149
新疆 27 27 29 陝西 27 25 24
北京 83 86 92 雲南 23 23 24
黑龍江 33 32 30 廣西 22 22 22
青海 9 9 9
河北 35 36 35

家數 
合計 

1415 1431 1434 

資料來源：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會統計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