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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税收政策
要点概述
瑞士以其政府机构精简，税收水平低而闻名。 由于个人和企业税收的税率很低，因此很多
国际化企业都选择在瑞士设立分公司。 除了税率低以外，瑞士政府机构与企业的良好合
作，一系列免双重征税协议以及很低的增值税等优势都使瑞士成为国际企业建立分支机
构的首选之地。 

目前瑞士正在制定名为税收法案 17（TP17）的企业征税新法案。 这是由于 2017 年 2 月 12 
日瑞士选民否决了这项改革草案的缘故。 遭否决后，联邦政府立即着手凝聚共识，拟定该
项改革的新版法案。 TP17旨在以现代化的瑞士税收体系，为企业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税
收环境，并确保征税符合既定的国际税收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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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лог на прибыль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в Европе
Процентные ставки согласно Worldwide Tax Summaries 2018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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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трана в %
 Ирландия 12,50

 Швейцария 17,85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19,00

 Швеция 22,00

Страна в %
 Нидерланды 25,00

 Люксембург 26,01
 Германия 30,20

 Франция 33,33



• 预提税针对流动资产盈利、瑞士境内抽奖或彩票盈利以及特定
的保险福利，属于联邦政府级别的税收。 针对于所有类型的客户
存款，如果企业的年度利息收入在 200 瑞士法郎以下，则无需缴
纳预扣税。

• 瑞士政府征收所谓的印花税，这是专门针对证券发行和交易而
征收的一种流转税。 一方面，在企业发行证券（如股票）时需要
交纳证券发行税（证券金额超过 100 万瑞士法郎）。 另一方面，只
要有证券交易机构作为合同方或中间人参与股票、债券等证券
交易，就必须交纳证券交易印花税。

• 瑞士的财政配额（包括社保收入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百分比）仅为 27.8 %，为全欧洲最低 。

瑞士的税收体系
• 瑞士执行联邦制税收体系, 也就是说，政府在联邦、州和市镇级

进行征税。

• 瑞士公司税的有效税率因州而异，最低为 11.5 % 左右，平均税率
则约为 18 %。 此税率在国际范围内非常具有竞争力。

• 对于资本型公司和合作型公司目前联邦一级的法定税率为 8.5%
，社团、基金会、其他法人以及投资信托机构税率则为4.25 %。 另
外在正式开始执行第三次企业税制改革的具体措施之前，控股公
司、管理公司、混合型公司、主公司和瑞士财务分公司等企业还
能享受特殊的优惠政策。

• 通过一系列免双重征税协议（DBA），在两个不同国家有收入来
源的自然人和法人都不会被双重征税。 到目前为止，瑞士共有 
118 个这样协议。

• 瑞士的增值税税率全欧洲最低，仅为 7.7 %。

• 稳定的政治局面确保了瑞士税收体系的持久性，并有助于企业
制定长期策略。

• 税务部门与企业保持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即使出现复杂情况，
也能够寻求到公正合理的税收解决方案。

• 瑞士施行税收裁定的制度。 也就是说由税务部门为纳税人或纳
税企业预先估定纳税金额。 普遍执行预缴税制度，为企业在法律
安全性方面提供了很高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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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лог на добавленную стоимость в Европ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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Фискальные квоты в Европе
Налоги и взносы по социальному страхованию в 2016 году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ВВП (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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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法案 17 
瑞士政府正在着手进行第三次企业税制改革，采用新的规则取代
给予控股公司、管理公司、混合型公司特权的现有体系，以便与国
际惯用的标准接轨。

为了保持瑞士在税收政策方面对外国企业的吸引力，瑞士政府推
行各种旨在增强瑞士作为企业落户首选国家的竞争力的税收措
施。 改革旨在充分考虑国际发展趋势，使瑞士税收体系现代化，并
持续确保国际竞争力。 第 17 号税改法案最早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

第 17 号法案（SV17）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举措：

• 专利特惠政策： 引入一项符合经合组织（OECD）规则的专利特
惠政策，将降低专利和同类产权收入税（如一项专利的使用许可
收入）。 

• 提高研发费用的税务减免比例： 各联邦州还应在研发费用的免税
比例方面基于投入补充制定专利特惠政策。

• 最大化减免税收：通过专利特惠政策和扣除研发费用所实施的
收入减税最高可达 70 %。 

• 双税率解决方案/旧法规更新： 这两种过渡时期的解决方案旨在
确保，税率在过渡期间仍保持在当前或略高水平，即使享受优惠
税率待遇也不例外。

在财政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各联邦州有权降低联邦州和市镇一级
的税率。到目前为止，已有多个联邦州提出低于 14 % 的总税率目标

（瑞士联邦、州和市镇级别的税收）。

由于所讨论的措施以及与其他许多地区相比明显有吸引力的所得
税率已经很明朗，TP17将给在瑞士经营的公司提供极具竞争力的
环境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为确保社会政治平衡和 AHV（瑞士养老金体系）的
稳定，SV 17 将作为管辖税务改革和 AHV 融资（STAF）的最新联邦
法律。

经合组织在专利特惠政策方面的标准
在 2015 年 10 月的最终报告中，经合组织公布了各国就专利特
惠政策未来标准达成一致的基本框架。 这个标准的依据是所
谓的新版 Nexus 计算公式。 根据此公式，大部分知识产权收
益能够享受减税优惠的前提条件是，纳税人自行承担了大部分
的相关研发费用。 减税幅度必须与研发费用直接挂钩，企业在
获得减税优待的联邦州内必须具有经济实体。 瑞士政府的目
标是，在最大程度保障企业利益的同时按规定落实专利特惠政
策。 在这些标准实施尚未完善的地区，可能会给企业的计划活
动造成不稳定因素。



最新进展
• 2013 年起，经合组织开始针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执行

包含 15 项工作在内的行动计划。 行动的最终目标是，制定新的
国际化的企业税收规定和条例，防止跨国集团人为造成应税利润
消失或将利润转移到低税负国家的不正当行为。 2015 年 10 月，
经合组织发布了行动计划的执行结果。 下列因素对企业有直接
影响： 企业集团必须为实际收入符合征税标准的员工扣税。 按照
最新规定，企业必须向每个国家的税务机关提交一份主信息文件

（master file）和一份本地信息文件（local file）。 主信息文件包含
与企业跨国价值链结构、功能和风险分配以及转移定价方法相关
的信息。 针对于营业额在 9 亿瑞士法郎以上的企业，必须由母公
司通过国别报告（CBCR）向所在国税务部门报告其在各国的营
业额、利润、员工数量、税款额等重要数据。 经过国际税务信息
交流平台，此报告继续被转交至外国税务部门。

• 2017 年 12 月 1 日，有关国别报告自动交换的法律已正式生效。 
于 2018 年 1 月 1 日或此后开始的企业财年及其间的企业经营
活动，都要受该法律的管辖。 此外，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基于税
改法案所下达的特定税务裁定（有关税务事宜的国际行政协助
工作），将受到瑞士税务管理部门（ESTV）和其他伙伴政府税务
部门之间自发信息交换的影响。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瑞士政府通
过 SV17 所废止的优惠税率待遇等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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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和其他信息证言

“在瑞士落户的企业通常都对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
和可靠程度非常佩服。 税务部门和企业之间保持一
种相互尊重，相互协作的关系。 实行预缴税制度，
也就是说税务部门对企业的纳税进行预先检查，得
到广大企业的一致认同。 再加上瑞士的政治局面稳
定，这为企业长期策划的安全可靠性提供有力的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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