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森堡:
一个理想的商务平台
稅务

目錄
盧森堡大公国

2

盧森堡－概况

2

盧森堡－頗具吸引力的營商環境

盧森堡居民納稅人的定义

22

3

控股公司

24

蓬勃的金融业

4

盧森堡控股公司的形式

24

盧森堡的証券交易所

4

盧森堡的参權豁免政策

25

盧森堡的跨国公司

5

稅收協定

29

公司法

6

公司总部

30

法律形式

6

控股活动

30

灵活的公司法

7

財务活动

30

營业執照以及監管

7

收購不良債權

32

最常见的公司形式

8

無形資產和研发活动

32

如何在盧森堡设立公司

10

特別的投資結构

33

公司名稱

10

証券化工具（SV）

33

公司章程

10

盧森堡风险投資工具（SICAR）

37

公司章程的登記及刊登

11

盧森堡的知識產權稅收制度

44

所需時间

11
投資基金

46

成立費用及年度行政費用

12

歐洲中心

46

成立費用

12

法律框架

46

年度行政費用

12

特定投資基金（SIF）

47

文件刊登

12

投資基金的納稅義務

47

盧森堡的稅收

13

保险和再保险公司

49

企业的直接稅

13

再保险市場

49

企业所得稅

13

风险管理

49

地方商业稅

14

法規

50

淨財產稅

15

稅收的递延

50

預提稅

15

人寿保险公司和養老基金

51

歐盟儲蓄指令

15

间接稅

16

房地產和基礎设施建设

52

个人稅

16

盧森堡稅收小結

17

資產管理

53

非居民的納稅義務

53

国际稅收

18

可享受参權豁免待遇的控股公司（SOPARFI）

53

稅收協定

18

私人家庭資產控股公司（SPF）

53

國際商定的信息交換標准

19

盧森堡投資基金

54

私募股權基金

55

歐盟的母子公司指令、利息和
特許權使用費指令及合并指令

19

家庭產业

55

盧森堡避免双重征稅的法規

19

房地產公司

55

伊斯蘭金融

56

稅收協定下的預提稅稅率：
- 与歐盟成員国及瑞士之间的協定稅率

20

- 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協定稅率

21

附件

57

附件一：中國企業通過盧森堡投資於目標國家的潛在
稅務優勢（簡述）

57

附件二：中国公民如何申請前往盧森堡的簽証

58

© 2010 畢马威会會計師事务所是盧森堡一所私人有限責任公司，同時也是与瑞士合作組织畢马威国际相關联的獨立成員所网絡中的成員。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盧森堡:
一个理想的商务平台*

盧森堡: 一个理想的商务平台
*注：本手冊所有信息更新至2010年1月。此外，本手冊包括英文和中文两个版本，如两者有歧异，以英文版本為准。
© 2010 畢马威会會計師事务所是盧森堡一所私人有限責任公司，同時也是与瑞士合作組织畢马威国际相關联的獨立成員所网絡中的成員。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1

盧森堡大公国
盧森堡 — 概况

盧森堡位于歐洲中心，東邻德国，南毗法国，西部和北部与比利時接
壤，国土面積為2,586平方公里，人口約49万。盧森堡大公国於1867年成
為獨立主權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长期由两大政党合力維持社会穩定
和創造和諧的營商環境，形成了盧森堡政府备受推崇的高效率施政。盧
森堡官方語言為盧森堡語、法語和德語。
盧森堡是歐盟的創立成員国之一，同時也是各个主要国际組织的成員
国。
歐洲的許多主要机构（包括歐洲投資银行、歐洲法院和歐洲審計院），
均將总部设立在盧森堡。
> 歐洲最大的投資基金中心，目前世界排名第二，其管理的基金淨資產
截至2009年9月達18亿歐元（歐洲基金和資產管理協会2009年第3季度
歐洲投資基金行业发展趨勢和2009年第1季度全球投資基金趨勢分析）
> 拥有全球排名第一的勞动生產率（2010年1月经济合作发展組织預測數
据）
> 全球最安全的城市（2008年Mercer全球城市生活質量排行）
> 人均国民生產总值全球排名第二（2009年国际貨幣基金組织世界经济
展望數据庫）
> 創新和競争力排名全球第三以及在創新技術国家名單中名列第六
（2009年信息技術与創新基金会數据）
> 平均資金流入量（2005年至2007年）全球排名第三（平均資金流入額為
1,199美元），僅次于美国及英国（经济合作发展組织Factbook 2009）
> 平均資金流出量（2005年至2007年）全球排名第三（平均資金流出金
額為1,390美元），前两位為美国及法国（经济合作发展組织Factbook
2009）
> 物流績效指標排名第五（世界銀行2010發布的數據）
> 全球生活質量排名第六（2010年全球生活質量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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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 — 頗具吸引力
的營商環境

如何准确把握世界各地的商机將是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所有企业要面
臨的重要挑戰。
盧森堡在不同的商业領域中表現卓越，因此吸引了眾多的投資者到盧森
堡投資经商。
盧森堡的主要商业优勢包括：
> 具有良好声譽的穩定政治環境及利于營商的立法制度和行政管理；
> 政府對于外來商务人員和在當地设立的企业提供積极的協助和支持
>
>
>
>
>
>
>
>
>

（如審批簽証或頒发許可証）；
能進入以盧森堡為中心的方圓250公里并有超過一亿消費者的市場；
优質的基建和物流网絡（如：机場、铁路）；
優質價廉的通訊网絡；
富有國際经驗、熟練使用多国語言的勞动人口（法語和德語為官方語
言，英語也被广泛使用）；
融合多种語言和文化的環境，包括强大的教育机制（如用英語教学的
学校采用了英美兩種教育制度）；
具有吸引力的稅收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對于企业、雇主及雇員而言）；
全歐洲最低的增值稅稅率；
宏觀经济基礎完善；及
高質量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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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的金融业

银行业
盧森堡金融业早期的成功发展源自外部因素。随后，依賴其经驗丰富、
技能嫻熟的勞动力、龐大的国际客户网絡和优良的監管環境，盧森堡的
银行业得以更广泛地擴展其服务領域和產品种类。時至今日，150多家银
行机构在盧森堡提供全面的企业和私人银行服务。
投資基金
盧森堡目前是資產管理、基金管理及基金營銷的重要国际中心，在歐洲
跨国投資基金銷售額方面獨占鼇头。盧森堡是歐洲第一大、世界第二大
的投資基金中心。
保险业
盧森堡大量的私人银行客户使保險業受益菲淺。保险公司銷售的多种保险產
品均被机构客户采用，作為這些机构客户向海外客户提供資產管理服务的工
具。

盧森堡証券交易所

4

盧森堡証券交易所成立于1929年，以專业、高效著稱，并在发行国际債
券、投資基金及全球存托凭証領域拥有良好的声譽。時至今日，盧森堡
証券交易所在国际債券发行方面名列歐洲排名榜榜首（超過32,933債券
証券于2008年发行）。盧森堡証券交易所的成功主要是歸功于穩定的
法律及監管体制、龐大的金融体系和具吸引力的稅收政策。自2005年開
始，盧森堡証券交易所经營两大市場：受歐盟管制的市場和受交易所管
制的市場（Euro MTF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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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的跨国公司

盧森堡19世紀的工业化進程最初是由钢铁工业推动。如今，钢铁產
业依然對盧森堡舉足輕重，世界最大的钢铁生產商阿賽洛·米塔尔
（ArcelorMittal）（根据ArcelorMittal2008年報）就將其总部设立在盧森
堡。
由于拥强大而極具国际競争力的经济環境和富有彈性的行政方式，
盧 森 堡 吸 引 了 众 多 世 界 知 名 企 业 在 盧 森 堡 投 資 ， 例 如 Delphi
（德尔福）、DuPontde Nemours（杜邦）、Elcoteq SE、Electrolux
（ 伊 萊 克 斯 ） 、 F e r r e r o （費列羅）、G o o d y e a r （固特异）、
Guardian Industries （加迪安玻璃集团）、IEE、RTLGroup 及 SES 等。
同時，盧森堡极佳的地理位置也吸引了不少物流服务供應商以盧森堡作
為物流中心，例如 Cargolux 、DHL 、Kühne & Nagel 及 Panalpina。
盧森堡的信息技術和电子商务正在不斷发展。盧森堡不僅是第一个為电
子商务制定內容詳細、界定明晰和保障完善的法律框架的歐盟國家，而
且也是电子商务增值稅率最低的歐盟国家（15%）。這些重要的競争优勢
使不少跨国信息技術和电子商务企业將其歐洲总部甚至全球总部轉移到
盧森堡。
盧森堡政府致力于產业的多元化发展。盧森堡知識產權法于2008年1月1
日生效。該項法律規定，企业的特許權使用費和知識產權投資收益在符
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可獲得80%的稅收豁免。此外，盧森堡政府還開始推
行若干优惠政策以吸引从事医療及生物技術的企业在盧森堡投資。盧森
堡政府于2009年6月5日通過法案對研发活动提供新的稅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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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法律形式

盧森堡的公司法于1915年8月10日制定（現已修訂），并深受當時比利
時和法国法律的影响。現行的盧森堡公司法仍保留了其中開放的经济原
則。雖然這些年來，盧森堡法律在採納歐盟指令的過程中其自身的許多
規定都作出改变，但盧森堡的立法部门仍致力在歐洲一体化的范圍內保
持其法律的最大灵活性。
盧森堡法律的灵活性：盧森堡的公司能以七种不同的法律形式來设立
（請参考第8及9页），其中以公众有限責任公司（S.A.）和私人有限責任
公司（S.àr.l.）最受歡迎。一般合伙企业、有限責任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股份企业或合作企业亦可根据不同的情况及需要而设立。
同時，盧森堡的公司亦可根据2001年10月8日頒布的歐洲公司法及歐洲理
事会条例（Council Regulation 2157/2001）和2006年8月25日頒布的盧森
堡法成立有限責任公司（Societas Europaea）。
盧森堡法律也允許投資基金以共同基金（FCP）、固定資本公司
（ SICAF ）或可变資本公司（ SICAV ）等不同形式设立。同時，盧森
堡 目 前 有 两 种 法 律 形 式 可 供 退 休 基 金 選 擇 ： 退 休 基 金 公 司6(3&$9
éépargne-pension à capital variable）及退休基金會ASSEP
（société d’
épargne-pension）。
（association 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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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公司法

盧森堡以其灵活变通的公司法著稱。
例如，一家公众有限責任公司的資本可由不同类型的股權（包括不記名
或記名股權、有表决權的股權或無表决權的股權以及包含不同利潤分配
權的股權等）組成。股東也可通過股東協議或公司章程的特別限制条款
确保其對公司的有效控制。
盧森堡的公司法允許有限責任公司（S.àr.l. or S.A.）由單一股東拥有。這
种公司形式大大簡化了單一股東公司的管理。
此外，具有灵活性的盧森堡法規也允許公司的注冊資本為非歐元的外国貨
幣。在這种情况下，該公司的会計報表一般以注冊資本的貨幣為記賬貨幣。

營业執照以及監管

在盧森堡注冊成立并進行任何商业活动的公司需取得由政府小型企业部
（Ministère des Classes Moyennes）頒发的營业執照。从事金融业务的
公司將受到金融監督管理委員会（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或保险監督管理委員会（Commissariat aux Assurances）的監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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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公司形式
SOCIÉTÉ ANONYME (S.A.)
公众有限責任公司

SOCIÉTÉ à RESPONSABILITÉ LIMITÉE (S.à r.l.)
私人有限責任公司

成立

公司通過公証契約成立；公司章程需在商业登記處登
記，并刊登在官方公報上（Memorial C）。

公司通過公証契約成立；公司章程需在商业登記處登記，并刊登
在官方公報上（Memorial C）。

股本

最低股本為31,000歐元，必須在公司成立時繳納四分之
一。可接受不記名或記名股權。

最低股本為12,500歐元，需在公司成立時足額繳納，并必需為記
名股權。

負債

股東的債务以所認購的股本為限。

股東的債务以所認購的股本為限。

股東

最少有1名股東，可為居民或非居民的自然人或法人。

由1至40名股東組成，可為居民或非居民的自然人或法人。

股東会議

普通股東大会必須每年召開一次，并應在公司章程中列
明召開股東大会的日期和時间。

若公司有超過25名股東，需每年舉行法定股東大会，否則也可以通
過書面投票形式作出决議。

董事会

董事会由股東委任，并負責管理公司的運作。

股東可委任1名或多名经理負責管理公司。经理不必為股東。對
于经理的国藉或居住地亦沒有要求。

董事会可指定一名或多名管理人員負責公司的日常運作
（非董事会成員也可）。若公司為單一股東公司，可以
僅有1名董事；否則，董事会需至少由3名成員組成，但
不必為股東或自然人。
如一家企业被委任為董事会成員，該企业應委派其常任
代表，由該代表承担如同其以其个人名义出任董事會成
員同樣的責任。對于董事会成員的国藉或居住地沒有法
定要求。
股東也可以選擇用雙層管理系統。在這种情况下，由監事会
負責管理和監督公司的管理委員会。而在單層管理系统中，
管理委員会拥有与董事会相同的權力。
年度報告

年度報告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和附注。年度報告
應在財政年度結束的六个月以內在股東会議上通過，
並且在通過的一个月內在商业登記處备案，并在官方
公報上刊載有關备案通知。

年度報告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和附注。年度報告應在財政年
度結束的六个月以內在股東会議上通過，並且在通過的一个月內
在商业登記處备案，并在官方公報上刊載有關备案通知。

年度報告的監閱和
審計

小型公司年度報告的監閱由会計師（ commissaire ）
（無需執业資格）負責。大型公司年度報告的審計需由
符合資格的獨立審計師負責。

小型公司年度報告的監閱由会計師（ commissaire ）
（無需執业資格）負責。大型公司年度報告的審計需由符合資格
的獨立審計師負責。

以实物出資

除特殊情况，需提供符合資格的獨立審計師的驗資報
告。

不需提供驗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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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ÉTÉ EN COMMANDITE PAR ACTIONS (S.C.A.)
股份責任兩合有限公司

SOCIÉTÉ EN NOM COLLECTIF (S.N.C.)
一般合伙公司

SOCIÉTÉ EN COMMANDITE SIMPLE (S.C.S.)
有限責任合伙公司

公司通過公証契約设立；公司章程需在商业登記
處登記，并刊登在官方公報上（Memorial C）。

公司依据公証契約或私人協議设立；公司章程需
在商业登記處登記。若依据私人協議设立，需符
合民事法要求，如：私人協議副本的數量需与締
約方數目相同。公司章程（摘錄）需刊登在官方
公報上（Memorial C）。

公司依据公証契約或私人協議设立；公司章程
需在商业登記處登記。若依据私人協議设立，
需符合民事法要求，私人協議副本的數量需与
締約方數目相同等。公司章程（摘錄）需刊登
在官方公報上（Memorial C）。

最低股本為31,000歐元，必須于公司成立時
繳納四分之一。不記名或記名股權可由有限
合伙人持有。普通合伙人只可持有記名股權。

股本由公司章程規定，且沒有最低或最高投資額
的要求，為記名股權。

股本由公司章程規定，且沒有最低或最高投資
額的要求，為記名股權。

普通合伙人承担無限個人、個別及連帶責任。在
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公司管理的情况下，則其債务
以出資額為限。

合伙人責任為無限責任。合伙人个人承担無限
的個人、個別及連帶責任。

普通合伙人承担無限的個人、個別及連帶責
任。在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公司管理的情况下，
其債务以出資額為限。

最少有2名投資者，可為居民或非居民的自然
人或法人。

最少有2名投資者，可為居民或非居民的自然
人或法人。

最少有2名投資者，可為居民或非居民的自
然人或法人。

普通股東大会必須每年舉行一次，并應在公司
章程中列明召開股東大会的日期和時间。

公司章程需列明有關合伙人大会事宜。

公司章程需列明有關合伙人大会事宜。

最少有1名由普通合伙人担任的经理。對于該
经理的国藉或居住地并沒有要求。

最少要有1名经理。若公司章程沒有列明，則视
所有合伙人為经理。對于经理的国藉或居住地并
沒有要求。

最少有1名由普通合伙人担任的经理。若公司章
程沒有列明，則视所有合伙人為经理。對于经
理的国藉或居住地并沒有要求。

年度報告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和附注。年度
報告應在財政年度結束的六个月以內在股東大会
上通過，並且在通過的一个月內在商业登記處备
案，并在官方公報上刊載有關备案通知。

年度報告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和附注。合伙
人應于財政年度結束的六个月內通過年度報告，
並且在通過的一个月內在商业登記處备案。

年度報告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和附注。合
伙人應于財政年度結束的六个月內通過年度報
告，並且在通過的一个月內在商业登記處备
案。

小型公司年度報告的監閱需由最少3名会計師
（無需執业資格）負責。大型公司年度報告的審
計需由符合資格的獨立審計師負責。

大型公司年度報告的審計需由符合資格的獨
立審計師負責。

大型公司年度報告的審計需由符合資格的獨
立審計師負責。

除特殊情況外。需提供符合資格的獨立審計師的
驗資報告。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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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盧森堡设立公司
公司名稱

公司需在盧森堡商业登記處（Registre de Commerce et des Sociétés）
進行公司名稱核准登記，且該公司名稱不能与已在盧森堡成立的公司相
同。

公司章程

公司的章程由創立股東拟定，對于某些类型的公司還需進行公証。公司
的章程可用盧森堡語、法語、德語或英語拟訂。章程如以英語拟訂，則
需附有盧森堡語、法語或德語的翻譯。
如以現金出資，公司一般需將注冊資本存入盧森堡某一银行的凍結賬
户。如需要進行公証，有關银行需要向公証机构发出証明文件以証明已
收到該款項。
如以实物出資，公司的注冊資本需由具有執业資格的獨立審計師審核并
出具驗資報告給公証机构。報告需指出拟作出資的实物的价值至少与公
司的股權价值相等。公司的章程需由創立股東（或其代理人）和公証人
簽署。随后，公司可以開始進行商业活动。
為避免公司每一次增加股本時都需要召開特別股東大会並獲得通過，公
司可在章程中增加一項条款，授權董事以公証契約的方式增加股本（以
法定股本金額為上限）。授權条款的有效期為5年，并可予以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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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公証契約的所需文件包括：
> 银行証明或審計報告；
> 授權文件（創立股東授權代理人代理事項）；及
> 列明公司權益所有人的証明文件。

公司章程的登記及刊登

公司章程需在商业登記處（RCS ）备案，并刊登于官方公報（t h e
‘ Mémorial’）。
公司一般也可交由公証人處理有關事項。

所需時间

控股公司通常可于數天內成立，具體所需時間主要视乎章程的复
雜程度、银行開户及注資的所需時间、創立股東代理人的時间安
排及有關文件或數据所需的准备時间而有所不同。

盧森堡: 一个理想的商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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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費用及年度
行政費用
成立費用

> 拟訂公司契約的費用；
> 公証費用（根据已发行資本的面值及溢价而异）；
> 登記公司章程及刊登于官方公報的費用（刊登費用根据章程的长短而

异）；及
> 75歐元的固定稅金。1

年度行政費用

> 辦公室及相關費用（视乎營運規模）；
> 准备年度財务報告與審計費用（如适用）；
> 准备納稅申報表的費用；及
> 盧森堡商会会費。2

文件刊登

公司需將其它告示（如股東大会和年度会計報表等）刊登于官方公報和盧
森堡報紙。

1 資本稅已于2009年1月1日廢除。
2 公司需根据前两年已申報的應稅利潤（未扣除可
結轉的稅务虧損額）的0.2%（4,950万歐元為基礎
逐步降低費率，1亿1,150万歐元以上的适用率為
0.025%）繳納强制性商会会費。最初两年公司需
繳納最低商会会費為：S.à.r.l 每年為70歐元，S.A./
S.C.A.每年為140歐元。至于符合資格的控股公司，
有關的最高費用尚待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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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的稅收
企业的直接稅

盧森堡的企业需繳納以下稅項：
> 28.59%的盧森堡企业稅（當中包括企业所得稅、地方所得稅和就业基
金貢献稅）；及
> 0.5% 的淨財產稅。

企业所得稅

有關盧森堡企业及常设机构的納稅義務
所有在盧森堡设立的居民企业和外国公司的常设机构都需要繳納企业
所得稅。雖然盧森堡合伙企业不需繳納企业所得稅（合伙企业的合伙
人須就其合伙业务的收入繳稅），但是有限合伙股份公司（ société en
commandite par actions）仍需繳納企业所得稅。
除非有關的收入可根据与其它国家所簽訂的稅收協定或特定的国內稅法
獲得稅收减免，否則盧森堡的居民納稅人須就其全球收入納稅。国外繳
納的企业所得稅一般可以抵免盧森堡企业所得稅。而盧森堡的非居民納
稅人一般只須就其于盧森堡所獲得的收入納稅，例如外国公司須就其盧
森堡常设机构的收入納稅。
應納稅基礎依照盧森堡的会計准則而定。3
盧森堡應稅收入是根据納稅人在應稅年度的淨資產進帳進行評估，不過
符合參權豁免的股息、資本收益等收入（請参见第25页）以及符合相關
条件的80%的知識產權收入（见第44页）可獲得免稅待遇，而未实現的
資本收益則一般不被納入納稅范圍內。企业納稅年度发生的虧損可無限
期地向以后年度結轉，用于抵扣以后年度的所得。
在股權或房地產投資方面，盧森堡的資本弱化規定要求公司的債權比例
為6:1。目前盧森堡并沒有任何關於受控外国公司（CFC）的反避稅規定。
當納稅人的年度應納稅收入超過15,000歐元時，其盧森堡的企业所得稅实际
稅率為21.84%（其中包括21%的基本稅率及基本稅率4%的就业基金貢献稅）。

3 盧森堡于2008年提出容許使用 IFRS 会計准則計算
應納稅基礎的議案，該議案將在2010年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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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為投資基金、証券化工具（SV）、风险投資工具（SICAR）、無
形資產投資及再保险公司制定不同的稅制。詳情請参閱本手冊的有關章
節。我們還另外印刷了有關“盧森堡受監管的投資工具”手冊，對不同
形式受監管的投資主體加以詳細比較。
非居民納稅人的資本收益征稅方式
如果一国居民納稅人股東其所在国已与盧森堡簽訂避免双重征稅協定，
該稅收協定一般会將該居民納稅人出售盧森堡公司股權所得的資本收益
的征稅權歸于該股東所在国。
如果一国居民納稅人股東其所在国未与盧森堡簽訂避免双重征稅協定，
那么在符合以下条件的情况下，股東轉讓其拥有的盧森堡公司股權而所
取得的資本收益將会在盧森堡被征稅：
> 非居民納稅人股東持有該盧森堡公司10%以上的股權；以及
> 在取得股權后6个月以內轉讓有關的股權。
該非居民企业取得的應稅資本收益將按21.84%的稅率征收企业所得稅。

地方商业稅

14

盧森堡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企业須就其營业收入繳納地方商业稅（盧
森堡市 的 稅 率 為 6 . 7 5 % ） 。 地 方 商 业 稅 累 計 于 企 业 稅 中 ， 故 不 能 作
任何抵扣。因此位于盧森堡市的公司須繳納的实际稅率為28.59%
（包括企业所得稅、就业基金以及地方商业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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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財產稅

盧森堡淨財產稅的稅率為0.5%。應稅財產的評估方法為納稅人的总資產减
去其負債。其中，納稅人的房地產資產將会以优惠值進行評估。而納稅
人的股權資產及無形資產在符合有關條件下將不被納入計算淨財產稅的范
圍。
因此，無形資產公司、控股公司及融資公司原則上只需繳納很低的淨財
產稅或以最低限額繳納淨財產稅。如果公司的稅基為正值，則在特定情况
下，其淨財產稅可作抵免，不少公司可因此而降低淨財產稅至最低限額
（S.à.r.l的最低淨財產稅為25歐元，S.A.和S.C.A.的最低淨財產稅為62.5歐
元）。

預提稅

盧森堡的公司需就其派出的股息繳納15%的預提稅，但根据有關稅收協
定，可适用較低的預提稅率；或在符合盧森堡参權豁免的条件（见第25
页）時，則可适用零稅率。此外，盧森堡公司在不适用歐盟儲蓄指令（见
下一節）的情况下，不需就其一般利息支出（即非与利潤挂鉤的利息）或
清算款額繳納預提稅。如果公司的特許權使用費支出不是与非居民艺術家
或運动員在盧森堡的活动相關，公司也不需就這些特許權使用費支出繳納
預提稅。

歐盟儲蓄指令

歐盟儲蓄指令要求：一歐盟成員國個人稅務居民從另一個成員國的居民企
業所獲得的利息需要納稅。在某些情況下，此指令也可適用於一些特定實
體所獲得的利息收入。
歐盟儲蓄指令規定:
> 所有歐盟成員國對支付給另一成員國個人稅務居民的利息需進行信息交
換；
> 除非納稅人選擇與另一成員國交換信息或提供當地稅務機關出具的豁免
證明，否則比利時、盧森堡和奧地利應對支付給另一成員國個人稅務居
民的利息征收預提稅（於2008年7月1日至2011年7月1日征收20%預提稅
及於2011年7月1日起征收35%預提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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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稅

增值稅及消費稅
盧森堡增值稅的標准稅率為15%，不過對某些特定的產品与服务則采用較
低的稅率（分別為3%、6%或12%）。
盧森堡亦對不同的商品征收消費稅。
注冊稅及轉讓稅
盧森堡的公司須就其设立、修改章程或更改公司法定地址和主要管理地繳納
75歐元的固定稅金。
公司還應就某些需要注冊的契約（如銷售不动產 (土地，建築物)、向公司的
特定注資、租賃契約和捐贈）繳交按比例計証的注冊稅。
比例注冊稅的稅率介于0.24%至14.4%之間。而對于不适用比例注冊稅的契
約，公司也需繳納12歐元或24歐元的固定注冊稅金。
銷售房地產的綜合轉讓稅率為7%或10%（注冊稅6%，轉讓稅1%；若房地產
位于盧森堡市，則需另加3%的附加費）。如公司以房地產出資，可享受較
优惠的稅率甚至獲得减免（如進行公司重組）。

个人稅

盧森堡所征收的个人稅項以及社会保险稅費是歐盟成員国中最低的。
盧森堡居民納稅人須就其全球收入納稅，而非居民納稅人只須就其來源
于盧森堡的所得納稅。
个人應納稅所得額是以总收入减去免稅額、可扣除的費用和津貼的淨額
計算。盧森堡稅法規定有多种免稅和可抵扣項目用于計算个人所得稅，
尤其對有子女的家庭的計算更為优惠。个人所得稅為累進稅，稅率由0%
至38%，根据納稅人的家庭狀况而定。除此之外，納稅人亦需就其應征稅
率的2.5%繳交就业基金，最高的个人所得稅稅率可達38.95%。納稅人亦
需按其收入繳納社会保险，包括健康保险（專业收入的2.95%）、養老保
险（專业收入的8%）以及贍養保险（所有收入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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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个人所得稅是以納稅人申報年度的納稅申報表為基礎進行評估的。
納稅人需就其勞务收入和董事費繳納預提稅（20%）。非居民納稅人亦需就
其在盧森堡進行的艺術或文学的獨立活动和体育活动所獲得的总收入繳交預
提稅（各為10%）。同時，根据歐盟儲蓄指令（见第15页），歐盟納稅人需
就其利息收入繳交預提稅。而對于盧森堡的居民，只需就有關的利息收入繳
交一次性的稅款（稅率為10%）。
个人納稅人并不繳納淨財產稅。
繼承稅稅率是根据有關的金額及繼承者与贈与者的關系而定的（0%至48%不
等）。如果繼承者是贈与者的直系后代或是有婚生的配偶，原則上不需要繳
交繼承稅。

盧森堡稅收小結

盧森堡的稅收環境十分优惠：
> 較低的法定企业所得稅稅率（多數情况下，企业可享受低於法定所得
稅稅率的實際稅率）；
> 對于股息預提稅給予多方面的减免；
> 對沒有与利潤挂鉤的利息和特許權使用費不征收預提稅；
> 沒有關於受控外国公司（CFC）的反避稅条款；
> 寬松的資本弱化条款；
> 對投資基金、証券、無形資產、风险資本的投資和再保险方面提供优
惠的稅制；以及
> 對雇員提供优惠的个人所得稅稅收优惠以及較低的社会保险負担。

稅項

稅率

一般企业稅項=（1）+（2）
（1）企业所得稅
（2）地方商业稅
淨財產稅
預提稅
（3）支付利息（沒有与利潤挂鉤）給：
a）企业或非歐盟公民
b）歐盟公民
c）盧森堡居民
（4）股息
資本稅

28.59%
21.84%
6.75%（盧森堡市）
0.50%

0%
20%（根据歐盟儲蓄指令）
10%（最終稅率）
0 - 15%
已廢除

盧森堡: 一个理想的商务平台
© 2010 畢马威会會計師事务所是盧森堡一所私人有限責任公司，同時也是与瑞士合作組织畢马威国际相關联的獨立成員所网絡中的成員。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17

国际稅收
稅收協定

盧森堡与所有歐盟成員国（除塞浦路斯以外4）及世界上其它大部分国家
（包括经济合作发展組织多數成員国）簽訂了双邊稅收協定。而這些稅
收協定大部份是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組织所提出的稅收協定范本而定。盧
森堡亦不斷擴張其稅收協定的網絡。
對于每一項收入，在一般情況下，只有一方締約国有征稅權，而另一方
則對該收入作免稅處理。然而，根据“累進免稅条款”，納稅人在一方
締約国的适用稅率是根据其总收入而定（當中包括已被稅收協定所豁免
的收入）。
盧森堡所簽署的稅收協定通常具有以下的特点：
> 适用于符合参權豁免条件的控股公司 （SOPARFIs）；
> 取决于稅收協定的規定和當地稅务机關的解釋，稅收協定亦可适用
于风险投資工具（ SICAV 及 SICAF ）；而从稅务角度來看，以共同基
金（ FCP ）形式设立的投資基金被视為透明实体，故不能受惠于稅收
協定；
> 稅收協定不适用于免稅的1929控股公司及私人家庭資產控股公司
（ SPF）；以及
> 从 盧 森 堡 稅 收 角 度 來 看 ， 風 險 投 資 工 具 ( SICAR ) 及 証 券 化 公 司
（securitisation companies）亦能受惠于稅收協定。

4 与塞浦路斯的稅收協定仍在磋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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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间商定的信息
交換標准

自2009年7月8日開始，盧森堡被列為经济合作发展組织的“白名單”
（即已实施经济合作发展組织稅收協定2008年版范本条例第26款信息交換
条款的国家）。截至目前，盧森堡与23个国家簽訂的稅收協定中已包含有
上述范本条例的第26款。

歐盟母子公司指令、
利息和特許權使用費
指令及合并指令

盧森堡已全面執行歐盟所頒布的有關直接稅的各項指令，這些指令条款的
執行對在歐洲投資的企业具有深遠的影响。歐盟的母子公司指令豁免了
子公司向母公司分配股息時的預提稅，并消除了有關利潤被双重征稅的情
況。歐盟的合并指令則确保在歐洲的企业集团一般不需要就其在結构重組
的交易（包括合并、分立及股權置換等）額外納稅。歐盟的利息及特許權
使用費指令則規定：關联企业之间的利息及特許權使用費的預提稅适用稅
率為零稅率。

盧森堡避免双重征稅的
國內法規

除非有關收入根据与其它国家所簽訂的稅收協定可得到納稅豁免，否則盧
森堡的居民納稅人一般須就其全球收入繳納盧森堡所得稅。但盧森堡的稅
法同時也含有很多有關納稅抵免的規定，一般可避免在实际操作當中发生
双重征稅的情况。
一般而言，納稅人在国外繳納的所得稅可以抵免盧森堡所得稅。
符合盧森堡参權豁免条件的企业（见第25页）將不需就符合条件的投資收
益納稅（包括股息、資本收益和清算收益），而對于有關股息的預提稅，
适用稅率為零稅率。
盧森堡亦不会就企业的清算收益或正常利息收入征收預提稅（除非歐盟儲
蓄指令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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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協定下的預提稅稅率：与歐盟成員国及瑞士之间的協定稅率

締約国

盧森堡企业

收入种类
1.歐盟成員国以及瑞士
奥地利
比利時
保加利亞
捷克
塞浦路斯9
丹麦
愛沙尼亞
芬蘭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愛尔蘭
意大利
拉脫維亞
立陶宛
马耳他
荷蘭
波蘭
葡萄牙
羅马尼亞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亞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英国

股息收入5

股息支出5

利息收入6

利息支出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8
0%
0%
0%
0%
0%
0%
0%
5%8
0%
0%
0%
5%8
5%8
0%
0%
5%8
5%8
1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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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上稅率适用于占重要比重的股權投資（即需符合有關
双重征稅協議中的股權百分比要求）。如果适用于歐洲
母子公司指令，則股息的預提稅稅率减至0%。
6 根据歐盟的利息及特許權使用費指令。
7 除非歐盟儲蓄指令适用，否則普通的利息支付在盧森堡
并不需繳納預提稅。
8 此国家正享受歐盟的利息及特許權使用費指令的過渡期
优惠，此后預提稅將逐漸地减至0%。
9 尚未适用。
10 根据盧森堡的参權豁免，自2009年1月1日開始，如非居
民納稅人需在国外繳所得稅且該国与盧森堡企業所得稅
有相似的評稅規則，則該非居民納稅人從其持有重要比
重股權的盧森堡公司取得股息時將不会被征收預提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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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協定下的預提稅稅率：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協定稅率

締約国

盧森堡企业

收入种类
2.其它有簽訂避免双重征稅協定的国家
阿尔巴尼亞9
亞美尼亞9
阿塞拜疆
巴林9
巴巴多斯9
巴西
加拿大
中国
格魯吉亞9
香港
冰島
印度
印度尼西亞
以色列
哈薩克斯坦9
科威特9
列支敦士登9
日本
马來西亞
毛里求斯
摩尔多瓦9
摩納哥9
蒙古
摩洛哥
墨西哥
挪威
卡塔尔9
俄羅斯
圣马力諾
新加坡
南非
南韓
泰国
特里尼達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阿联酋9
美国
烏克蘭9
烏兹別克斯坦
越南

股息收入5

股息支出10

利息收入

利息支出7

5%
5%
5%
0%
0%
15%
5% - 10%
5%
0% - 5%
0%
5% - 15%
10%
10%
5% - 10%
5%
0%
0%
5%
0% - 5%
5%
5%
0%
0% - 5%
10%
8%
5%
0%
10%
0%
5%
5%
10%
15%
5%
10%
10%
0% - 5%
5%
0% - 5%
5%
5% - 10%

0% - 5%
0% - 5%
0% - 5%
0%
0%
0% - 15%
0% - 10%
0% - 5%
0% - 5%
0%
0% - 5%
0% - 10%
0% - 10%
0% - 10%
0% - 5%
0%
0%
0% - 5%
0% - 5%
0% - 5%
0% - 5%
0% - 5%
0% - 5%
0% - 10%
0% - 5%
0% - 5%
0%
0% - 10%
0%
0% - 5%
0% - 5%
0% - 10%
0% - 5%
0% - 5%
0% - 10%
0% - 5%
0% - 5%
0% - 5%
0% - 5%
0% - 5%
0% - 10%

0% - 5%
0% - 10%
0% - 10%
0%
0%
0% - 15%
0% - 10%
0% - 10%
0%
0%
0%
0% - 10%
0% - 10%
0% - 10%
0% - 10%
0%
0%
0% - 10%
0% - 10%
0% - 10%
0% - 5%
0%
0% - 10%
10%
0% - 10%
0%
0%
0%
0%
0% - 10%
0%
0% - 10%
0% - 15%
0% - 10%
7.5% - 10%
10% - 15%
0%
0%
0% - 10%
0% - 1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正在進行避免双重征稅協定討論的国家
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马其頓，巴基斯坦，塞尔維亞黑山，叙利亞，英国（新協定）。
4.只适用于空運
阿根廷
© 2010 畢马威会會計師事务所是盧森堡一所私人有限責任公司，同時也是与瑞士合作組织畢马威国际相關联的獨立成員所网絡中的成員。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盧森堡居民納稅人的定义

盧森堡稅法
如果一家公司在盧森堡注冊成立或進行实际管理，該公司即被認定為盧
森堡居民納稅人。盧森堡公司法和稅法并沒有要求公司的股東、经理或
董事会成員必須經常居住在盧森堡。
盧森堡稅务机關一般会假定在盧森堡注冊成立的公司是在當地進行实际
经營管理，并视其為盧森堡居民納稅人，須遵守盧森堡各項稅法規定，
同時也可享受適用的稅务优惠。在参權豁免的稅務優惠方面，盧森堡并
沒有要求相關公司的營運規模須滿足一定要求（如最少的員工數目等）
時才可享受有關的免稅优惠。
避免双重征稅
设立在一国的公司可以同時在另一国拥有其核心管理机构或常设机构。由
此，一家盧森堡的居民公司在依照盧森堡稅法履行納稅义务的同時也可以
是其它国家的納稅人。如果盧森堡沒有与該其它国家簽訂稅收協定，就会
發生双重征稅的情况。
如果盧森堡与其它国家簽訂了稅收協定，两国就可以按協定条款認定有
關公司的稅收居民身份。這取决于有關協定的条款規定，一般会根据相
關公司的实际管理地点或日常管理地点去确定該公司的稅收居民身份。
在稅收協定下，如果某公司的实际管理地及经營地在其它国家，而該公
司在盧森堡注冊的公司僅為一个通訊地点（即皮包公司），則該公司会
被视為該其它国家的稅收居民，并須在該国納稅（而非在盧森堡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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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歐盟国家對歐盟母子公司指令和利息及特許權使用費指令的應用
其它歐盟国家的稅务机關可按當地的標准以相關公司在盧森堡缺乏经济
实質為由拒絕采用相關的歐盟指令。
稅收協定對于分公司的應用
不少盧森堡的居民企业会在与盧森堡有稅收協定的国家设立分公司，需
要注意的是，相對於分公司的經營狀況，母公司應維持适當水平的经
營，否則將会被認為其实际管理地是位於分公司的所在国家。
結論
因此，公司需定期地按自身的情況，根据业务的发展、法律環境的变
化和有關國家的法律和行政規定，審核公司是否已實施恰當的措施且
保留充分的文件證明公司的实际管理地点和业务经營是位於盧森堡。

盧森堡: 一个理想的商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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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公司
盧森堡控股公司的形式

盧森堡目前有三类控股公司，受益于不同的稅收政策。
控股公司（SOPARFIs）
主要从事投資控股的公司被稱為“Sociétés de participation financière”
（ SOPARFIs ）。此类控股公司可享受参權豁免政策的稅收优惠（见下一
页）。根据盧森堡的公司法和稅法，除了可進行股權投資的持有和買賣以
及从事財政或其它商业活动外，SOPARFIs与一般企业的運作無异。
私人家庭資產控股公司（Société de gestion de patrimoine familial - SPF）
自宣布廢除1929控股公司以來，盧森堡于2007年5月11日推出了一項个人
投資工具 — 私人家庭資產公司。此类公司的设立旨在為滿足家庭拥有的
控股公司對金融資產管理的需求。因此，此类公司僅可進行與金融資產
的購入、持有、管理和出售相關的活動，而不可進行其他的商业活动（见
第53页）。
免稅控股公司（“1929控股公司”）
此政策只适用于2006年7月19日以前已成立的公司，且相關稅收优惠期
截止至2010年12月31日。此类公司只能投資于某些項目而其取得的收入
可獲得企业所得稅豁免。有關1929控股公司的詳情未詳細列示在本手冊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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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的参權豁免政策

符合盧森堡参權豁免條件11的投資可獲得广泛的稅务豁免，如股息收入、
資本收益和清算收益等。此外，如果符合特定的条件，盧森堡不会對股
息征收預提稅，相關的淨投資金額也不會包括在淨財產稅的計稅基礎之
中。
以下是盧森堡参權豁免条件的滙总。在某些情况下，盧森堡与其它国家
所簽訂的稅收協定將提供更具優惠的条款。不過，一家企业是否符合盧
森堡参權豁免條件取决于其实际的情况。
股息、資本收益和清算收益的稅务豁免
符合条件的盧森堡公司：
> 符合盧森堡法第166款第10段的盧森堡居民納稅實體；12 或
> 未被列入盧森堡法第166款第10段条款內的盧森堡居民納稅企
业；13 或
> 下列在盧森堡设有常设机构的公司：
- 歐盟母子公司指令列明的實體；或
- 與盧森堡簽訂有稅收協定国家的公司；或
- 成立于歐洲经济區內的非歐盟国家的公司或合作企业。14

11 盧森堡稅法第147和166款和1934年10月16日評
估法第60段（BewG）。
12 即 按 歐 盟 母 子 公 司 指 令 列 明 形 式 所 设 立 的 實
體。
13 即在非歐盟国家成立的公司。
14 列支敦士登、冰島或挪威的居民公司或合作企
業在盧森堡所设立的常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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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條件的子公司：
> 歐盟母子公司指令列明的實體；或
> 未被列入盧森堡法第166款第10段條款內的盧森堡居民納稅實體；

或
> 負有完全外國納稅義務的非盧森堡居民企業，而其所在國與盧森堡

有相似的所得稅評稅規則（即其稅基確定標準與盧森堡相似），且
該國2009年最低所得稅稅率不得低於10.5%（2009年之前不得低於
11%）。
参權豁免亦适用于通過稅务透明实体间接持有且符合要求的公司。
對投資額的要求
可享受盧森堡参權豁免待遇的最低投資額為：
> 至少持有有關公司10%的股本；或
> 收購价高于1,200,000歐元（就股息收入和清算收益豁免而言）；或
> 收購价高于6,000,000歐元（就資本收益豁免而言）。
對投資期限的最低要求
在從有關投資實現或被分配應稅收入的當天，盧森堡公司需已持有或承
諾持有有關子公司股權最少連續12个月，且該投資需符合最低投資額要
求。此方法以一籃子且符合最低投資額要求的投資作為核定是否符合投
資期限的要求（即對單一股權沒有投資期限的要求）。
費用的扣除
對于与符合免稅条件的股權投資直接有關的費用（如利息），企业只可
對其同一納稅年度中超過相關投資收入免稅額部分的費用進行扣除，可
扣除的費用還包括符合免稅条件的股權購入成本的减少（即投資减值）。
然而，這些扣除將相對地减少企业根据参權豁免可獲得的投資收益的免
稅額。
然而，如果派发的股息已獲稅务豁免，那麼因派发股息而减少的購入成
本則不得稅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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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盧森堡公司免除子公司部分或全部的借款，相關价值的調整與投資
減值的稅務處理相同。在計算免稅投資收益時亦應考慮這一因素。
股息收入不适用盧森堡参權豁免待遇的稅務處理
對于不符合享受参權豁免条件的盧森堡公司，其所收到的股息需按
28.59%的稅率納稅，當中包括企业所得稅、地方商业稅和就业基金稅。
但由下列公司支付的股息可减半納稅，即适用14.29%的实际稅率：
> 負有完全納稅义务的盧森堡居民企业；或
> 与盧森堡已簽訂稅收協定国家的居民企业，在其所在国家亦負有完全
納稅义务，且該国家与盧森堡有相似的所得稅評稅規則；或
> 歐盟母子公司指令列明的實體。
分派股息的預提稅豁免
以下股息收取方可享受免征預提稅：
> 歐盟母子公司指令列明的實體；或
> 未被列入盧森堡稅法第166款第10段条款內的盧森堡居民納稅實體；或
> 上述公司在盧森堡所设立的常设机构；或
> 稅收協定国家的居民實體或其设于盧森堡的常设机构，這些居民實體
在其所在國負有完全納稅义务，且該国家与盧森堡有相似的所得稅評
稅規則；或
> 未享受過任何稅务豁免优惠的瑞士居民納稅企业；或
> 歐洲经济區內非歐盟成員国的公司或合作企业。這些企业在其所在国
負有完全納稅义务，且該国家与盧森堡有相似的所得稅評稅規則；或
> 歐洲经济區內非歐盟成員国的公司或合作企业所设立的常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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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子公司：
> 盧森堡稅法第166款第10段所列的盧森堡居民納稅實体；或
> 未列入盧森堡法第166款第10段条款內的盧森堡居民納稅企业。
預提稅免稅亦适用于通過稅务透明实体间接持有且符合要求的公司。
對投資額的要求
符合盧森堡股息預提稅豁免的最低条件為：
> 至少持有子公司10%的股本；或
> 股權購入价格不低于1,200,000歐元。
對投資期限的最低要求
在股息分派當天，需已持有有關股權最少12个月。
参權豁免不适用時 - 股息的預提稅征收
在未能達到盧森堡参權豁免条件時，負有完全納稅义务的盧森堡居民企
業会就其分派的股息被征收15%的預提稅。若在相關稅收協定适用的情况
下，此項稅率可降至零稅率。
以下根据盧森堡特定稅制納稅的實體不必就其股息分配繳納預提稅：盧森
堡法監管的集合投資基金（UCIs，包括：SICAV、SICAF和以零售基金形
式運作的FCP或特定投資基金(SIF) ）、集合風險資本投資工具（SICAR）、
私人家庭資產控股公司（SPF）和1929免稅控股公司。
股東从盧森堡証券化公司取得的股息將视同為債券持有人取得的債息，
因此可免征預提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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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收益不予征收預提稅
盧森堡不對任何清算收益征收預提稅。
盧森堡参權豁免下的淨財產稅的豁免
如符合盧森堡的参權豁免条件，則其持有重大比重的股權投資不會被計
入盧森堡淨財產稅的評稅范圍內。
符合免稅条件的母公司和子公司及對投資額的要求
淨財產稅的免稅条件与股息免稅的有關条件相同。
對投資期限的最低要求
> 無。
与享有参權豁免的股權投資相關的負債不能在計算淨財產稅時从总資產
中扣除。

稅收協定

盧森堡所簽訂的稅收協定同样适用于可享受参權豁免待遇的控股公司
（ SOPARFI ），但私人家庭資產控股公司( SPF )和1929免稅控股公司除
外。
在某些情况下，盧森堡所簽訂的稅收協定中有關免稅規定比参權豁免的規
定更具灵活性，納稅人可對盧森堡稅法和相關稅收協定的有關条款進行比
較，選擇採用更為優惠的稅收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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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部
過去十年，不少歐洲或歐洲以外的集团公司都將其总部设在盧森堡。這
些集团总部通常先以控股或財务业务為始，其后逐漸承担更多的集团職
能。隨着歐洲市場貨幣一體化，有不少集团甚至將其市場推广、貿易和
供應鏈业务的管理職能融入其盧森堡总部。

控股活动

经济職能
控股公司主要負責收購其它公司的股份、証券及相關權益，并負責這些
權益的管理。
法律框架
一般的控股公司并未受银行法所監管，故沒有特別的牌照和申報要求。
納稅義務
公司总部需就其控股活动繳納所得稅和淨財產稅（见第13页盧森堡的稅
收）。盧森堡的参權豁免（见第25页）在所得稅、預提稅和淨財產稅方
面對符合規定的投資提供了多項免稅优惠。對于与收購股權投資相關的
融資，資本弱化条款所要求的債權比率為6:1。同時，盧森堡也沒有施行
關於受控外国公司（CFC）的反避稅条款。

財务活动

经济職能
跨国工业集团往往通過其內部財务公司對集团內各公司的資金進行集中
化管理，而取決於集團的架構，其財务運作通常包括以下內容：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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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银行簽定借款協議；
在歐洲資本市場发行債券；
管理集团現金流；
保理和租賃服务；及
外滙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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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

根据集团的全球经營策略，內部財务公司還可提供以下服务：
>
>
>
>
>
>

制定集团預算；
实施集团管理職能；
制定全球投資計划；
進行投資；
開展財务和盈利能力的研究；和
開展市場研究。

法律框架
一般的集团財务公司不受银行法監管，因此沒有特別的牌照和申報要
求。
財务服务
就舉債而言，集团財务公司若不想將自身置于監管之下，一般來講只可
从某些渠道獲得資金（只有银行有權接受公众存款）。例如，集团財务
公司可向集团公司或银行借款。在符合某些要求的情况下，集团財务公
司也可发行企业債券和中期債券，或向歐洲商业票据市場借款。
在不构成从事银行金融业务的前提下，集团財务公司可借款給集团內各
公司或在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CSSF)進行咨詢後，向特定的第三方借
貸，而不需要持有特別的執照。
納稅義務
一般的盧森堡稅法適用於公司总部所進行的金融活动（见第13页“盧森堡
的稅收”），所以應根据獨立交易原則并按照商业標准來計算公司金融
活动所取得的應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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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不良債權

在经济衰退的情況下（譬如在當前的金融危机），可能會產生以折扣價購
入不良債權作投資的機會，而有關借款公司可能沒有嚴的重財政問題。
基于以下的考慮，收購不良債權可视為一個极佳的投資机会：
> 利息的支付是根据債务的面值而非其市場价值計算；
> 資本收益的实現：
- 不需將債务持有至到期，可在到期前出售債务以取得資本收益；或
- 將債务持有至到期日，并收回債务的票面价值。
在大多數国家，持有不良債權所取得的利息收入和資本收益均為應稅項
目。因此，購入并持有不良債權之前應考慮進行相關的法律咨询和稅务籌
划。
在購入并持有不良債權方面，盧森堡是頗受歡迎的投資地点之一，主要因
為：
盧森堡拥有灵活的公司法和其它相關的法規；
金融投資者對盧森堡已十分熟悉；
絕大部份金融投資者已在盧森堡从事投資活动；
盧森堡与大多數歐盟国家和经济合作发展組织成員国已簽訂稅收協
定；及
> 盧森堡的实际稅負較低。
>
>
>
>

無形資產和研发活动

公司总部也可集中管理集团的無形資產和研发活动。
盧森堡就這些活动提供不少稅收优惠。根据盧森堡知識產權法，公司在
盧森堡总部所進行的無形資產活动中符合条件的特許權使用費和資本收
益能獲得80%的稅收豁免（請见第44页）。而在研发過程中发生的費用
可于當年進行全額稅前扣除。納稅人的稅务虧損也可無限期地結轉至以
后納稅年度扣除。另外，於2009年6月5日生效的法例就研發活動提供了
特定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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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投資結构
盧森堡創立了不少享有行政和稅收优惠的特別投資架构。以下將着重討
論盧森堡証券化工具（SV）、风险投資工具（SICAR）和知識產權法。

証券化工具

2004年，盧森堡就証券化工具（SV）提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和稅收
框架，以促進資本市場、集团內或两者結合的証券化交易。以下是常见
的証券化交易流程：

最終客户
（債务人）
付款
（資產的現金流）

貨物/
服务
发起人

資產
現金

証券化工具
証券
現金
投資人

一般而言，有關法規的主要目的是：
> 為投資者提供一个灵活的証券化交易框架；
> 提高對投資者的保护和法律的确定性；及
> 确保証券化交易得到中性的稅务處理。
承傳於盧森堡著名的投資基金体制概念，盧森堡証券化工具（SV）法允
許証券化工具以公司或基金形式成立。在某些情况下，証券化工具甚至
可在証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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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的証券化工具能夠灵活地用于各种复雜的投資結构之中，無論是
在集团內或涉及第三方的交易。
截至目前，已有500多个証券化工具設立在盧森堡，可见証券化工具能夠
滿足市場的需要，並深受市場的歡迎。
証券化工具（SV）的定义
証券化交易
根据証券化工具（SV）法，証券化交易是指通過証券化工具，直接或间
接地承担下述相關的风险，同時根据這些风险的程度发行証券。
> 索償、其它資產或义务；或
> 第三方的义务；或
> 第三方的部份或全部活动 。
証券化工具所发行証券的回報或价值是與上述风险挂鉤。
証券化工具
証券化工具是指証券化交易中所使用的工具，有關法規只适用于注冊辦
公室位於盧森堡的証券化工具，或是其基金管理公司的注冊辦公室位於
盧森堡的基金。
风险的性質
在証券化交易中轉移到証券化工具的风险可以包括與动產、不动產、有
形資產和無形資產相關的风险。
証券化工具可以以不同的形式承担风险，例如通過購買有關的資產，担保有
關的債务，或承担其它形式的义务。証券化交易更可以通過以下其中一种較
為典型的形式進行：
> 通過真实出售交易完成：发起人將有關的資產池出售給証券化工具或
以實物注資的方式投入証劵化工具；或
> 通過合成交易的方式完成：发起人会通過一系列的信用衍生產品向証
券化工具購入信用风险保护。
可選擇性
由于証券化工具（SV）法并不自动适用于証券化交易，因此投資者可以
選擇不依據有關法規籌劃証券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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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灵活性和對投資者的保护
法定形式
根據証券化工具（SV）法，証券化工具可以以公司或基金的形式成立。
証券化公司可以通過以下形式设立：
>
>
>
>

公众有限責任公司（S.A.）；
私人有限責任公司（S.à r.l.）；
股份責任兩合有限公司（S.C.A.）；
以公众有限責任公司形式成立的合作公司（S.C.S.A.）。

証券化基金可以以共同所有權或以信托財產的形式设立。
授權与監管
証券化工具（SV）法明确界定保险业的相關法律法規不适用于証券化交
易。
証券化工具可以是受監管或不受監管的實體：
> 不受監管的实体：只進行私人配售或不定期公開发售活动的証券化工
具；或
> 受監管的实体：向公众定期或連續发行証券的証券化工具。此類的証
券化工具需取得盧森堡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会（CSSF）的許可。申請
程序与集合投資机构（UCIs）申請集体投資经營相似。
証券化工具的划分
証券化工具可由不同的部分构成，每部分對應相關的資產和債务。
强化對投資者保护
有關法律也同時允許某些保障性合同条款，从而保障証券化資產免受发
起者或証券化工具破產而引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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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代表
法規也允許投資者委托具有專业資格的金融从业人員作為代理人以維护投
資者的利益。

証券化公司（SC）的納稅義務
所得稅
以下討論僅适用于以公司形式成立的証券化工具。以公司形式成立的証
券化工具被界定為居民企业，需繳納盧森堡企业稅，包括企业所得稅和
地方商业稅（盧森堡市的總稅率為28.59%）。向投資者或其它債權人做
出的支付承諾（如优先股股息和利息）可在稅前全額扣除，因此可最大
程度地减少公司的應納稅所得額。另一方面，証券化工具不受資本弱化
規定的限制。
有關法律禁止以公司形式设立的証券化工具成為滙总納稅集团的成員。
預提稅
証券化工具的股東与債券持有人無异。除歐盟儲蓄指令列明外，証券化
工具所支付的股息分配和利息并不納入預提稅的征稅范圍。根据盧森堡
国內稅法，任何形式的証券化工具都不需就其清算收益繳納預提稅。
避免双重征稅協定和歐盟母子公司指令
由于証券化公司為盧森堡的納稅人，因此可享受盧森堡与其它国家簽訂
的稅收協定和歐盟母子公司指令的稅收优惠。証券化公司可要求盧森堡
稅务机關向其開具居民納稅人証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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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稅
証券化公司（ SC ）只需就其成立和章程的修改繳納75歐元的固定登記
稅。除拥有位于盧森堡的房地產或于盧森堡登記的飞机和船只外，証券
化公司不需繳納其它的注冊費用。
盧森堡的証券化公司（SC）為增值稅納稅人，需要按实际情况分析个別
証券化公司是否需要進行增值稅登記。
向証券化公司收取的管理費（需在符合証券化法規定范圍內）可免征增
值稅。
淨財產稅
証券化公司可免征淨財產稅。
非居民投資者的資本收益
非居民投資者于買賣証券化公司（SC）发行的債券或股權所取得的資本
收益一般不納入盧森堡的應稅范圍內。但是，如果非居民投資者持有証
券化公司多于10%的股份並于取得股份的6个月內賣出并取得資本收益
而又未能享有相關稅收協議稅务减免待遇的話，則需就其資本收益繳納
21.84%的稅款。

盧森堡风险投資工具
（SICAR）

盧森堡于2004年引入一种受輕度監管的私籌股權或风险資本投資工具
(SICAR)。
于2004年6月15日頒布SICAR修訂法案的目的在于促進資本籌措和风险資
本的投資，以促進行业的发展。SICAR主要可作為私籌股權或风险投資
基金的投資工具，甚至于某些情况下，也可作為投資于上市公司或房地
產的工具。在特定的情况下，SICAR的股權可在交易所上市。
SICAR填补了受管制的集合投資机构（UCIs）和不受管制并享有参權豁免
待遇的控股公司（SOPARFIs）之间的空白。盧森堡以寬松的監管条款及
灵活的稅收制度吸引风险資本投資者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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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9年年末，共有237家SICAR公司在盧森堡成立，証明了SICAR對投
資者十分具有吸引力，且能滿足市場的需求。

投資者保护

+

-

受2002年12月20日頒布有
關集合投資（UCIs）法案監
管的基金

受上述法案
第一部分監
管的基金
（第一部份
基金）

受2007年2月13日頒布有關
特定投資基金（SIF）法案
監管的基金

受2004年6月15日頒布有關
风险投資（SICAR）法案監
管的基金

受上述法案
第二部分監
管的基金
（第二部份
基金）

SICAR常用于以下架構：

持有高淨值財產的个人

机构投資者
（公司或合伙企业）

其他投資者

SICAR

投資于証券貸款

SOPA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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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AR 的定义

概論
SICAR是一种供符合資格的投資者進行风险資產投資的工具。

与2002年12月20日頒布的有關投資基金修訂法不同，SICAR不需承担為
投資者分散风险的义务。因此，SICAR可投資或購買單一公司的大部分
股權。這項政策主要是基於對SICAR投資者的要求：SICAR的投資者必須
為“消息靈通的”投資者，即需要拥有足够的專业技術、經驗和知識以
了解投資的风险，并在一開始就認同 SICAR的投資方針（所以盧森堡政
府并未對SICAR作出嚴格的監管）。
风险性資產
認定為SICAR的首要条件是有關的投資工具会利用其資本進行风险資產
的投資。风险資產投資的定义也很广泛。目前，“风险資產投資”沒有
明确的定义。然而，盧森堡金融監督管理委員会（CSSF）已表示將關注
以下两个標准：15
> 投資风险（即投資的风险高于一般商业风险）；及
> 实現投資收益的意圖（即有明顯的意圖開展投資及实現投資收益，例
如向外出售或進行公開招股）。
除典型的风险投資（如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投資）和私募股權投資外，
夾層融資、收購不良債權和房地產投資在符合特定的要求并按个別情况
由CSSF批准后，也可被納入“风险資產投資”范圍內。
“消息靈通的”投資者
SICAR的股權/單位只能由具專业技術、經驗和知識的投資者持有，例如
專业投資者和机构投資者。根据SICAR法規，SICAR的董事和经理已被列

為“消息靈通的”投資者。
其他投資者必須以書面形式宣告他們了解涉及的投資风险和投資額不少
于125,000歐元，或从金融机构取得相關的書面确認，确認其拥有足够的
经驗以了解有關的投資风险并能够作出恰當的投資决定。

15 根据盧森堡金融監督管理委員会（CSSF）于2006
年四月五日就 SICAR法所頒布的Circular 06/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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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性
SICAR法只适用于已在公司章程中列明受SICAR法例監管的公司。

法定形式和監管
法定形式
SICAR可以按以下任何形式设立：
>
>
>
>
>

公众有限責任公司（S.A.）；
私人有限責任公司（S.àr.l.）；
股份責任兩合有限公司（S.C.A.）；
以公众有限責任公司形式成立的合作公司（S.C.S.A.）；或
有限責任合伙公司（S.C.S.）。

SICAR的法定地址及主要管理地需设在盧森堡。

盧森堡對SICAR投資者的數目和其股權的轉讓并未作出任何限制。
資本要求
SICAR的最低注冊資本要求為1,000,000歐元（包括股本及股本溢价），
并需在公司成立后12个月內達到此資本要求。其中，股本需全數被認
購且投資者需最少繳納認購總額的5%。這些要求的目的是确保 SICAR
有足够的資金進行投資。盧森堡對 SICAR 的債權比例沒有特定要求。
盧森堡對于SICAR的資本償還、股權贖回、股息及中期股息的分發沒有
任何限制。公司章程就這些方面所列明的事項是對 SICAR的唯一限制。
同時，SICAR并不需持有法定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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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和監管
所有SICAR在開始營運前必須先獲得盧森堡金融監督管理委員会
（CSSF）的批准并接受其監管。
盧森堡對SICAR的監管比對第二部分基金的監管較為寬松。目前盧森堡并
未有對SICAR的投資政策有所限制。然而，以下事項仍需由CSSF批准：
> SICAR的成立文件；
> SICAR的董事；及
> 作為SICAR當地的資產托管人、并接受監管的金融机构。
同時，CSSF對SICAR遵守有關法規的情况和其董事要遵行的法律及合約
义务的情況只會採取簡化程序進行監管。
傘狀結构
SICAR 可以以傘狀結构的形式成立，即由不同的獨立投資組合而成。每
一項投資各有特色，而招股書中亦需列明每个部分的投資政策。投資
者和債權人的權利只局限于某一獨立投資部分。SICAR每一投資部分可
作獨立清算，如最后一个投資部分都已作清算，則整个SICAR亦需作清
算。
招股書和年報的发布
SICAR需发布招股書，并于每一財政年度編寫年度報告。年度報告需由具
有執业資格的盧森堡獨立審計師審核。经審計的年度報告必須于有關財政
年度結束后六个月內向投資者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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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AR的納稅義務

所得稅
SICAR是盧森堡的居民納稅人，故需繳納盧森堡企业稅，包括企业所得
稅和地方商业稅（盧森堡市的總稅率是28.59%）。 SICAR从可轉讓証券
（见以下的定义）中所取得的收入可免交盧森堡所得稅。 SICAR从其持
有的現金取得的收入，如能証明將用于未來的投資，則該部分收入可在
12个月內免稅。其它与风险資本投資無關的收入（如于12个月后取得的
利息，管理費等），則需繳納所得稅。与免稅收入相關的虧損和費用不
能抵减應納稅收入。
以有限合伙公司形式成立的 SICAR 不会被视為盧森堡的納稅主体。由于
SICAR 被認為沒有从事商业活动，即使其普通合伙人或多數的有限合伙
人為股份公司，SICAR也無須繳納地方商业稅。
盧森堡的滙總納稅政策不适用於SICAR。
証券的定义
“証券”并未在SICAR法規中有明确的定义，但盧森堡議会的有關法律
文件中已明确規定，証券包括股權、債券、其它債务工具以及其它可轉
讓票据。16
預提稅
根 據 SICAR 法，以公司形式设立的 SICAR 不需就其派发的股息繳納預提
稅，其股東的稅收居民身份以及稅收狀况將不会對以上的免稅优惠有所
影响。除歐盟儲蓄指令列明外，SICAR所支付的利息并不被納入預提稅
的納稅范圍。根据盧森堡国內稅法，任何形式成立的 SICAR都不需要就
其清算收益繳納預提稅。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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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双重征稅協定和歐盟母子公司指令
由于SICAR為盧森堡的居民納稅人，因此可享受盧森堡与其它国家簽訂
的稅收協定和歐盟母子公司指令的稅收优惠。SICAR可要求盧森堡稅务
机關向其開具居民納稅人証明。
间接稅
SICAR只需就其设立和章程修改繳納75歐元的固定登記稅。
SICAR為增值稅納稅人。因此，SICAR需根据其具体情况進行評估以确認

是否需要進行增值稅納稅人登記。
向SICAR收取的管理費（需符合SICAR法規）可免征增值稅。
淨財產稅
SICAR可免于繳納0.5%的淨財產稅。
非居民投資者的資本收益
非居民投資者出售SICAR股權所取得的資本收益免于繳納盧森堡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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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的知識產權稅收
制度

為了使盧森堡成為歐洲知識型经济体系的根据地，盧森堡于2008年1月1
日实施了知識產權法例，為盧森堡的納稅人就知識產權及無形資產所取
得的各种收入提供了优惠的实际稅率。
這一稅收政策主要的特点在于對特許權使用費以及與知識產權相關的資
本收益提供80%的稅务豁免优惠。可享受有關待遇的公司可就其符合條件
的無形資產淨收入（即总無形資產收入减去有關的費用、攤銷和賬面减
值）享有低至5.72%的实际稅率。
符合規定的無形資產的稅务損失可全額扣除。但是，就納稅人出售有關
無形資產而取得收益，納稅人需补回出售無形資產前的稅务損失。
于2008年12月2日舉行的EcoFin会議中也清楚指出盧森堡的知識產權法并
不属于歐盟行為守則的監管范圍內（歐盟訂定有關守則以打擊對歐盟有
害的稅收競争）。
知識產權法的适用范圍
符合規定的知識產權或無形資產
符合規定的知識產權或無形資產包括:
>
>
>
>
>

專利；
商標和服务標志；
设計或模型；
互联网域名；及
軟件版權。

但上述適用範圍不包括文学或艺術作品、計划、保密配方和工艺流程的
版權。
符合規定的知識產權和無形資產收入
以下类型的無形資產收入可獲得80%的稅务豁免：
> 特許權使用費收入；
> 無形資產使用權違約金；及
> 資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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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法規亦适用于已申請注冊但尚未正式注冊的知識產權和無形資產。
但如果申請被駁回，公司于申請期內所享受的稅收减免將需計入申請被
駁回納稅年度的應稅收入中。
更重要的是，對于納稅人自行研发的自用專利，法律規定其按市場价格
計算的名義特許權使用費的80%可从其應稅收入中扣除。
享受知識產權稅收优惠制度的条件
一般条件
為享受有關稅收优惠政策，需同時滿足以下条件：
> 該符合規定的無形資產的所有權需于2007年12月31日后獲得或開发；
> 無形資產所有權不是从特定直接關联的公司取得；及
> 如果与無形資產有關的費用、攤銷和賬面减值总額超過該無形資產的
年度收入，超出的部份需被資本化並記入資產負債表內。
“直接”關联公司的定义
此項稅收优惠政策不适用于从“直接”關联公司取得的無形資產。具體
來說，知識產權稅收優惠政策不適用於以下的無形資產:
> 欲利用优惠条款的子公司是從持有其不少于10%股份的控股公司取得
有關的無形資產；
> 欲利用优惠条款的公司是從其持有不少于10%股份的公司取得有關的
無形資產；或
> 欲利用优惠条款的公司與轉讓出無形資產的公司同被第三方公司持有
不少於10%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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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基金
歐洲中心

盧森堡是歐洲最大並且為世界第二大的投資基金中心，拥有超過歐洲基金
市場总資產淨值的25%。
歐盟指令、投資基金市場的自由化以及與集合投資機構（UCIs）相關的法
律、法規和行政規定的高度協調等主要因素對盧森堡的投資基金市場的成
功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過去10年，盧森堡在国际投資基金市場的領導地位享譽全球。目前，盧
森堡的投資基金市場為不少歐洲、美洲和亞洲的机构投資者提供着优質的
国际投資基金管理服务。
迄今為止，共有超過3,400个投資基金在盧森堡注冊。其中約有2,100个投
資基金為傘形基金（這些傘形基金拥有超過10,800个子資金）。截至2009
年底，投資於這些基金中的資金超過18亿歐元。
盧森堡投資基金的注冊需由部长級官員批准并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会
（CSSF）的監管。

法律框架

對于基金的法律形式，盧森堡的立法十分灵活。盧森堡的基金可以以共
同基金（FCP）、固定資本公司（SICAF）或可变資本公司（SICAV）等
形式设立。
傘形基金是盧森堡一種常见的投資基金形式。傘形基金將資產分成不同
的籃子（子基金）進行管理，投資者可選擇投資於不同的子基金，或在
各子基金间作投資轉移。一般而言，各子基金采用不同的投資政策以及
分配政策。
盧森堡的投資基金結构還包括由單一投資人或特定的投資者限制組（如
保险公司、養老基金、拥有高淨值財產的个人或家庭）所持有的專項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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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投資基金（SIF）

盧森堡于2007年2月13日引入了特定投資基金（SIF），為合格的投資
者（即机构投資者、專业投資者及其它“知悉风险”的投資者）提供了一
个灵活的制度以便進行集合投資。此SIF取代了1991年引入并受机构投資
者常用的非公開发售的集合投資工具。SIF法規在投資政策、投資者要求
及監管要求方面提供了更大的彈性。
SIF固然要遵守风险分散原則，但盧森堡對符合資格的投資或投資的形式
并沒有限制，故SIF也适合作為另类投資的工具。

由于“投資者”的定义包括了專业投資者及“知悉风险”的投資者，因此
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以家庭或个人的形式投資到特定投資基金。
同時，盧森堡政府放寬了對有關年度報告、刊登上市文件和淨資產值信息
披露方面的要求，並簡化及加快了審批程序。
投資者仍需以盧森堡的儲蓄银行作為開户银行和資產托管银行，但银行無
需對淨資產值的計算承担審核責任。
此外，盧森堡金融監督管理委員会（CSSF）不會自行（或要求特定投資
基金的發起人）對投資经理的背景或財务狀况進行審核，而這方面的調查
責任在於投資者。

投資基金的納稅義務

由于共同基金（FCPs）并沒有財政主体，所以并不需要繳納盧森堡所得
稅和淨財產稅。
雖然以公众有限責任公司、固定資本公司或可变資本公司（ SICAF 或
SICAV ）形式成立的投資公司基本上會被视為居民納稅人，但這些投資
公司能獲得所得稅和淨財產稅的特定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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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居民投資者需要就其投資基金收入繳納盧森堡所得稅，但海外投資
者在一般情況下并不需要就其从投資基金取得的收入繳稅。除了歐盟儲蓄
指令規定就特定利息征收預提稅外，盧森堡不会就投資基金的分紅派息征
收預提稅。在歐盟儲蓄指令下，除非滿足相關的信息交換規定，否則投資
者需就投資基金分派的利息部分繳納20%的預提稅（2011年7月1日以后的
适用稅率為35%）。另外，海外投資者所在国可能對其有關收入征稅。
盧森堡投資基金可能需就其收入在收入來源地繳納預提稅。盧森堡与其它
国家簽訂的稅收協定可能会就此作出部分免稅或退稅的規定。
鑒于各个稅收協定的适用范疇各有不同，我們建議在進行投資之前應進行
相關咨询。
> 共同基金（FCP）：由于FCP并沒有財政主体，故未能享受稅收協定的
优惠（与愛尔蘭簽訂的稅收協定除外）。适用的稅收協定為FCP單位持
有人所在国和FCP的投資所在国所簽訂的稅收協定。這方面對養老金
的影响尤其重要。
> 可变資本公司（SICAV）：由于SICAV一般無需繳稅，因此除締約國另
有規定外，SICAV通常不能享受稅收協定的优惠。目前，SICAV可受惠
于盧森堡与以下締約国簽訂的稅收協定：奥地利、阿塞拜疆、中国、丹
麦、芬蘭、格魯吉業、德国、印度尼西亞、愛尔蘭、以色列、马來西
亞、马耳他、摩爾多瓦、蒙古、摩洛哥、波蘭、葡萄牙、羅马尼亞、
圣瑪力諾、新加坡、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亞、南韓、西班牙、泰
国、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突尼西亞、土耳其、阿聯酋、烏兹別克斯坦和
越南。
共同基金需繳納相等於其淨資產值0.01%或0.05%的年度認購稅。認購稅的
稅率是根据投資种类和投資者的类型而定。目前，特定投資基金的認購稅
稅率為0.01%（在某些情况下可享受免稅待遇）。為避免双重征稅，以持有
其它投資基金為唯一投資的基金可獲得認購稅豁免。此外，部分作為養老
基金投資工具和微型金融投資的投資基金亦可獲得認購稅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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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和再保险公司
再保险市場

目前，在盧森堡注冊设立的再保险公司已超過260家，共管理約360亿歐
元的投資。當中大約15%的再保险公司属于保险集团，其余的85%為工
业、金融或貿易集团內部的再保险公司。這些再保险公司來自不同的国
家，其中大部份属于法国，比利時和斯堪的納維亞的集团，也有來自德
国、荷蘭、意大利、西班牙和其它非歐洲国家的集团。大多數的再保险
公司隸属于著名的国际集团。

风险管理

集团內部再保险公司為风险管理中的重要一環。再保险公司的成功基于
商业、金融以及稅务等方面的因素。
工业集团通常透過保险公司承担主要风险，其它的风险則由个別的公司
承担。保险公司根据標准的再保险政策和正常的市場条件与再保险公司
簽訂合同，將部分风险轉移至再保险公司，這些需求使得再保险公司應
運而生。這种再保险公司的出現所帶來的一个主要优勢是為企业提供量
身定制的保單，从而彌补了市場的不足。此外，再保险公司的存在還有
助于：
> 在集团層面减少或穩定保险費支出（优化风险融資費用）；
> 保留根据過往风险歷史為基礎進行有效风险管理所帶來的利潤（較少受
到市場波动影响）；
> 保留投資自有資金的利潤；
> 优化与风险管理相關的資金流；及
> 直接与世界各地的專业再保險公司取得联系（可取得更优惠的条款）。
除了頗具吸引力的商业環境（良好的经济基礎，优秀的国际排名，强大
的人力資源，灵活的稅务机關等）外，有效的管理体制和稅收政策也使
盧森堡成為歐洲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再保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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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再保险公司需在盧森堡保险監督管理委員会（CAA）進行注冊登記后方可
从事再保险活动。CAA對申請開业的再保险公司制定了一系列的規定。
盧森堡的再保险公司需根据其再保险业务、相關的法規以及年度会計報告
來計提足額的技術准备金。同時，再保险公司也需设立平衡准备金以平衡
未來年度发生的損失並减低潜在的风险。若发生索償事項，技術准备金
（包括平衡准备金）也可减低索償所帶來的影响。
此外，盧森堡的再保险公司也需持有足够的資產，以保証能夠足額支付技
術准备金與平衡准备金。
2007年12月5日頒布的盧森堡大公国条例（The Grand Ducal Regulation）
對技術准备金的使用方法、最低保証金（股本及資本公積）的要求、資產
的性質以及其計算基礎做出了相關的規定。

稅收的递延

作為盧森堡稅務居民的再保险公司需就其收入在盧森堡繳納企业所得稅
和地方商业稅（盧森堡市的總稅率為28.59%）。
从盧森堡的稅收角度而言，企业計提的平衡准备金可在稅前扣除。
因此，若企业的平衡准备金未達到可計提的限額，企业可通過增大平衡
準備金以抵消部份或全部技術及財务利潤。
通過此种稅务机制，盧森堡允許再保险公司享受长期的稅收递延，直到
平衡准备金被全數撥回或公司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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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盧森堡稅收居民的再保险公司需按其淨資產值繳納0.5%的淨財產稅。在
以上稅收递延的情况下，盧森堡再保险公司應稅价值一般可減至為公司的
股本加上公司持有投資組合的未实現資本收益。
在歐洲地區，盧森堡在跨境人寿保险业方面處于領先地位，并為此行业
提供不少优惠。

人寿保险公司和養老
基金

近年來，盧森堡的人寿保险公司充分利用其市場优勢進行跨境交易。盧
森堡的監管机构對保险行业推出的新產品（如多幣种人寿保险合同和与
基金單位連結的人寿保险合同）实施了開明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保险
行业的发展。
盧森堡目前主要的三种養老基金如下：
> 養老基金公司（SEPCAV）- 由盧森堡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会（CSSF）負
責監管；
> 養老金基金協会（ ASSEP ）- 由盧森堡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会（ CSSF ）負
責；及
> 由盧森堡的保险監督管理委員会（CAA）監管的養老基金。
以上的養老基金都受惠于灵活和优惠的盧森堡稅收制度，且大部份都無
需繳納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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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
根據歐洲非上市房地產投資協會於2010年發佈的數據，盧森堡是世界排名
第二受房地產投資工具歡迎的地區之一；盧森堡亦是成立跨境房地產投資
基金的熱門地點。
盧森堡的優勢在於它為投資者提供了多樣化的房地產投資工具，因而吸引
了眾多投資者選擇盧森堡作為基地進行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這些投資
工具包括不受監管的投資工具（例如，SOPARFIs或不受監管的SVs）或受
監管的投資工具（例如，第二部分基金，SIFs，SICARs和受監管的SVs）。
受監管的投資工具需要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CSSF）進行登記，並接受
其監督管理。
根據盧森堡投資基金公會於2009年9月發布的統計，大多數受監管的盧森堡
房地產投資基金（77%）都是根據SIF法規成立的。可見得SIF法規是希望以
受輕度監管的盧森堡投資工具構建基金投資產品（包括，房地產基金和為
房地產基金構建的基金）的房地產基金發起人所歡迎的。約12%的基金發起
人偏向採用SICAR作為房地產投資工具。使用SICAR或是SIF的決定因素在
於潛在投資者的稅務背景、投資地限制和項目的風險狀況。如果基金發起
人希望為零售投資者成立的房地產基金，基於零售投資者可能不能符合有
關法規對投資者資格的要求，基金發起人可能不能以SICAR或SIF的形式成
立房地產基金。在這情況下，基金發起人可根據2002年頒佈的修訂法案第
二部分規定以集合投資單位形式設立基金（第二部分基金）。
由於享受參權豁免的控股公司（SOPARFI）並不需受監管，故投資者多以
SOPARFI作為投資工具。另外，多元化房地產基金也經常在其投資架構中
採用SOPARFIs。這些以SOPARFI形式設立的公司能享受歐盟指令和盧森堡
所簽訂的稅收協定的稅收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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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
非居民的納稅義務

當前，不少拥有高淨值資產的个人或家庭都傾向進行国际性投資，因而国
际層面的稅务分析尤為重要。一項完善的投資政策旨在分散投資风险。家
庭資產通常包括房地產投資、債券和工业資產，如投資於工业企业的股
權。
除了歐盟儲蓄指令規定向特定利息收入征收預提稅外，一般而言，盧森
堡不会就非居民在盧森堡銀行、投資基金或保險公司的投資收益征稅。因
此，非居民投資者可在任何時候实現其投資收益，且其在盧森堡公司的投
資收益並不需繳納盧森堡所得稅或資本收益稅項。如持股比例達10%，則
需符合6个月持有期限的要求，才可獲上述的免稅待遇。

享受参權豁免的控股公
司（SOPARFI）

SOPARFIs与一般企业的運作無异，适用同样的稅收制度。

私人家庭資產控股公司
（SPF）

自1929控股公司法規廢除后，盧森堡于2007年5月11日推出了一項个人投
資工具 — 私人家庭資產控股公司（SPF）。此类公司的设立是為了滿足家
庭拥有的控股公司對金融資產管理的需求，因此它們只可以從事與金融資
產的購入、持有、管理和出售相關的商業活動，而不可以進行其他商业活
动。

在参權豁免規定下（见第25页），股息、資本收益和清算收益可獲得稅
务豁免。未能享受全額免稅的SOPARFIs仍能獲得部分稅务减免。盧森堡
与其它国家簽訂的稅收協定亦能為SOPARFIs提供更具彈性的稅收优惠，
故SOPARFIs常被用作中間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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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F的直接和间接稅納稅義務
SPF可免于繳納企业所得稅、地方商业稅和淨財產稅。但如果SPF有超過

5%的收入是來源于非居民公司所派发的股息（除非該非居民公司為上市
公司且在其所在國需按与盧森堡相似的評稅規則繳納不少於10.5%的企業
所得稅），SPF則会于當年失去其免稅待遇。被列入歐盟母子公司指令附
件第2款的公司会被视為按与盧森堡相似的評稅規則繳納所得稅。SPF不
需繳納增值稅，但需繳納其它直接和间接稅項（如注冊稅、資本稅、工
資稅等）。
SPF需繳納相當于其实收資本0.25%的年度認購稅，每年稅額最低不低于

100歐元，最高不高于125,000歐元。認購稅的計稅基礎是实收資本加上
股權的溢价。當債务超過实收資本和股權溢价总和8倍以上時，超過的部
份會被計入認購稅稅基。SPF需每季繳納認購稅。
由于SPF可免于繳納盧森堡所得稅，故不能享受稅收協定和歐盟母子公司
指令規定的稅收优惠。
而SPF所分配的股息亦不在預提稅的征稅范圍之內。非居民投資者自SPF
取得的資本收益和清算收益（包括短期收益）在盧森堡免于納稅。SPF所
发行的股權不得公開交易或上市。

盧森堡投資基金

盧森堡的投資基金（FCP，SICAF，SICAV或SIF）可免交所得稅和淨財產
稅。此外，除非適用於歐盟儲蓄指令，盧森堡不会就投資基金的分紅派
息征收預提稅。
另外，公司需繳納相等于其淨值0.01%或0.05%的年度認購稅，所适用的
稅率视投資基金的类型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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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權基金

国际私募股權基金近年來日趨普遍。盧森堡被视為设立私募股權基金投
資架构的理想地点。這些架构可以通過應稅控股公司（SOPARFI）、投
資基金或受監管的风险投資工具，如SICAR（见第37页）和SIF（见第47
页）的形式设立。
非居民投資者可受益于上述稅收优惠。盧森堡的控股公司一般可在符合
参權豁免条件的情况下实現其免稅收入（见第25页）。
混合融資作為現金流和稅务籌劃的方法也日趨普遍。混合融資通常結合
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金融工具，并同時具有債權性與股權性投資的特
点。

家庭產业

一种常见的家庭財產管理方法是將部分產业轉移給親属，但仍然保留其
對這些資產的控制。
投資者可通過在盧森堡成立有限合伙股份公司或私人家庭資產控股公司
（SPF）來達到上述的目標。通過在盧森堡成立公司，投資者可運用不同
类型的股權，如优先股、無投票權的股權或特殊的参股証明書。盧森堡
的公司法向投資者提供了极具灵活性的操作空间，使其可以分階段轉讓
財產權。
投資者還可考慮通過信托合同管理家庭產业。投資者可通過信托合同將
產业的法律所有權轉讓給受托人，由其負責資產的管理。待信托合同到
期后，產业的法律所有權將轉回給投資者本人或指定受益人。

房地產公司

个人投資者可選擇通過那些以特殊目的而設立的公司來取得房地產所有
權，而無需以個人名義直接持有有關產權。此類公司可以設立在房地產所
在国或其它国家，如盧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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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所簽訂的稅收協定涵盖了房地產公司（如盧森堡房地產公司）从房
地產所在国家所取得的收入。因此个人投資者可選擇出售盧森堡房地產公
司以取得資本收益，而非直接出售房地產。此外，在盧森堡设立持有房地
產公司股份的控股公司亦能享受参權豁免待遇。
通過盧森堡房地產公司持有位于歐洲其它国家的房地產不但能享有所得稅
和資本收益方面的稅收优惠，更可能可以避免有關国家就房地征收的遺產
稅。

伊斯蘭金融

在全球金融服务行业中，伊斯蘭金融是近年來发展最為迅速的。目前，
投資者也樂于在遵循伊斯蘭投資法規的前提下（即禁止收取利息、進行
投机買賣及賭博，并規定收益必需來源于所承担的營運风险，而非固定
收益，如利息）在盧森堡设立投資架構或投資基金。
盧森堡已制定一系列措施來應對投資者在歐洲內外對伊斯蘭金融投資的
强勁需求。例如在UCIs指令范圍下，盧森堡灵活的監管框架為伊斯蘭教
法兼容的基金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而且，盧森堡健全的監管環境和
基金管理平台亦吸引了伊斯蘭公司和金融机构以盧森堡作為投資基地。
同時，盧森堡政府依据其稅收和法律框架所建立的投資平台亦為諸多的
伊斯蘭金融產品（如伊斯蘭債券、伊斯蘭股權基金和与伊斯蘭教法兼容
的融資工具）提供了一个平等的发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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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中國企業通過盧森堡投資目標國家的潛在稅務優勢（簡述）
设立
在盧森堡設立私人有限責任公司（S.àr.l.）的最低股本要求是12,500歐元，設立公眾有限責任公司則需31,000
歐元。
同時，在成立公司時（或在其後修改公司章程）還需支付75歐元的固定稅金。
公證費用將根據註冊資本額厘定，通常對於一家符合滿足最低股本要求的有限責任公司來說，公證費用約為
1,500歐元。
此外，公司章程的登記費用及刊登於公報的費用會根據章程的長短而定。

中国公司
100%
持有盧森堡公司股權最少12個月

0%股息預提稅

盧森堡
SOPARFI
免征 / 减征股息預提稅

盧森堡公司獲得的股息收入
以及出售目標公司股權的資
本利得在盧森堡可享有免稅待遇

100%
持有盧森堡公司股權最少12個月

目標公司
（中國境外）
稅收優勢
若實施恰當，以上的控股架構能夠達到的稅務優勢如下：
> 降低/避免因目標公司分發股息所產生的預提稅稅負（而在盧森堡僅會產生輕微的稅負）。
> 在符合有關規定的情況下，目標公司在當地就其用來分配股息的營業利潤所繳納的境外企業所得稅以及盧森
堡公司從目標公司取得相關股息所繳納的預提稅（如有）應該可以抵免中國公司就相關股息收入所產生的中
國企業所得稅稅負。
如果將境外所得保留在盧森堡，以上的控股架構可以達到遞延境外所得在中國的稅負的目標（在假設中國稅法
中“受控外國企業”的反避稅規則不適用）。
目標公司
根據稅收協定或者歐盟頒佈的稅收指令，盧森堡公司獲得來自目標公司的股息收入可免征或減征預提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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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控股公司
> 如果盧森堡公司進行合理的稅收籌劃，盧森堡公司僅需繳交25歐元的年度稅金。
> 如果盧森堡公司及中國公司符合參權豁免的條件（見第25頁）,
- 盧森堡公司由目標公司取得的股息以及出售目標公司所取得的資本利得可享有免稅待遇；
- 由盧森堡公司支付給中國公司的股息將免於征收預提稅； 以及
- 盧森堡公司可免於繳納淨財產稅。
> 盧森堡沒有受控外國公司（CFC）的反避稅條款。
中國稅務問題
在盧森堡公司與目標公司不被視為中國稅務居民的前提下，目標公司在當地就其用來分配股息的營業利潤所繳納
的境外企業所得稅以及盧森堡公司從目標公司取得相關股息所繳納的預提稅（如有）應該可以抵免中國公司就相
關股息收入所產生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稅負。除外，集團應該考慮相關的中國稅務問題，包括：
> 稅務居民的認定（若境外註冊的企業被視為中國稅務居民企業，其全球所得需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 針對“受控外國企業”的反避稅規則（如適用，盧森堡公司的未分配利潤也會被計入中國母公司當期的應納稅
所得中）；以及
> 一般反避稅規則的運用。
使用混合融資工具的可能性
針對在某些國家的投資，使用混合融資工具應該可以優化有關投資的稅務狀況。混合融資工具融合了債務和股本權
益的特性。從債務人（目標公司）所在國的角度看，混合融資工具是債務；而在投資者（盧森堡公司）所在國眼
中，混合融資工具則為權益性的投資。因此，通過使用混合融資工具可優化目標公司的稅務狀況：支付盧森堡公司
的利息費用可被目標公司用作稅前扣除。同時，在符合盧森堡參權豁免條件的情況下，盧森堡公司取得的利息收入
可被視為免稅股息收入。

附件二：中国公民如何申請前往盧森堡的簽証
持有任何申根協議成員国（Schengen）頒发的簽証，均可進入盧森堡大公国以及其它申根成員国。如果需要前
往盧森堡从事商务活动，可向盧森堡大公国駐华大使館申請商务簽証。根据簽証的种类，簽証申請費用及審批
時间將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两种商务簽証：
> 短期商务簽証：在申根成員国內停留不超過90天；以及
> 多次往返商务簽証：一年內多次往返申根成員国。簽証持有人連續六个月內在申根成員国停留累計不得超
過90天，即一年內不得超過180天。盧森堡大公国駐华大使館可根据申請人的实际需求以及信譽情况對簽发
商务簽証做出灵活的處理。
首次申請，申請人需親自前往盧森堡大公国駐华大使館處理。短期商务簽証可于受理后15个工作日內取得。
注釋：以上簽証信息僅供参考。有關申處簽証的具体事項，請与盧森堡大公国駐华大使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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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服务以及主要联系方式
国际稅收
• 集团公司于歐洲的整合咨询服务
• 以歐洲控股公司和財务公司优化資金的流动
• 全面的国际企业总部的稅务咨询
• 轉移定价分析

联系方式
Philippe Neefs

Louis Thomas

合伙人
电邮：philippe.neefs@kpmg.lu
电話：+352 22 51 51 5531

合伙人
电邮：louis.thomas@kpmg.lu
电話：+352 22 51 51 5527

Sophie Smons

总監
电邮：sophie.smons@kpmg.lu
电話： +352 22 51 51 5559
收購、合并以及投資基金
• 跨境收購及合并的稅务咨询

联系方式
Jean-Marie Reiser

Ilka Hesebeck

合伙人
电邮：jean-marie.reiser@kpmg.lu
电話：+352 22 51 51 5590

总監
电邮：ilka.hesebeck@kpmg.lu
电話：+352 22 51 51 5512

房地產以及基礎设施建设
• 国际房地產和基建收購的籌划
• 跨国房地產以及基礎设施建设稅收优化建議以及協助
• 国际房地產和基建基金的稅务咨询

联系方式

金融
• 特定的金融市場稅务服务
• 資產管理稅收籌划
• 運營稅項（歐盟儲蓄指令、符合資格的投資者、稅
收報告、稅务电子方案等）
• 投資以及養老基金咨询服务
• 保险咨询服务
• ECJ法例應用
• 轉移定价服务

联系方式

企业所得稅
• 當前年度稅务籌划
• 企业所得稅合規性服务
• 稅务盡職調查

联系方式

间接稅收
• 盧森堡以及国际增值稅咨询
• 增值稅審計以及申報服务
• 电子商务稅务指導服务

联系方式
^
Laurence Lhote
总監
电邮：laurence.lhote@kpmg.lu
电話：+352 22 51 51 5534

国际行政人員服务
• 个人所得稅及資產管理籌划
• 薪酬籌划
• 国际行政人員的稅务以及社会保险籌划
• 个人所得稅咨询

联系方式
Claude Poncelet
合伙人
电邮：claude.poncelet@kpmg.lu
电話：+352 22 51 51 5567

̈
Birgit Hofer

Pierre Kreemer

合伙人
电邮：birgit.hoefer@kpmg.lu
电話：+352 22 51 51 5505

合伙人
电邮：pierre.kreemer@kpmg.lu
电話：+352 22 51 51 5502

Georges Bock

Gérard Laures

主管合伙人
电邮：georges.bock@kpmg.lu
电話：+352 22 51 51 5522

合伙人
电邮：gerard.laures@kpmg.lu
电話： +352 22 51 51 5549

Sébastien Labbé

Claude Poncelet

合伙人
电邮：sebastien.labbe@kpmg.lu
电話：+352 22 51 51 5565

合伙人
电邮：claude.poncelet@kpmg.lu
电話：+352 22 51 51 5567

Eric Lenert

总監
电邮：eric.lenert@kpmg.lu
电話：+352 22 51 51 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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