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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帮助对外投资企业了解和熟悉印度共和国（以下简称“印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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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赴印度投资税收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
。
该指南围绕印度的基本情况、投资环境、税制状况、税收征管、税收
协定等方面分以下六章进行解读。
第一章印度概况及投资主要关注事项，主要介绍了印度的基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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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投资应
注意的问题。
第二章印度税收制度简介，主要介绍了印度的税收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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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介绍了印度的税收征收和管理
制度，包括税收管理机构、税务登记、税款申报缴纳、税务检查、纳
税评估以及争议解决等相关税收事项。
第四章特别纳税调整政策，主要介绍了特别纳税调整政策，包括
关联交易、同期资料、转让定价调查等。
第五章中国印度税收协定及相互协商程序，主要介绍了中印税收
协定、相互协商程序以及税收协定争议的主要表现与防范。
第六章在印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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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投资的税收风险。
《指南》仅基于 2020 年 10 月前收集的信息进行编写，敬请各位
读者在阅读和使用时，充分考虑数据、税收法规等信息可能发生的变
化和更新。同时，建议“走出去”企业在实际遇到纳税申报、税收优
惠申请、税收协定待遇申请、转让定价调整、税务稽查等方面的问题
时，及时向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或专业机构咨询，以避免不必要的税
收风险及由此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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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存在的错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2

中国居民赴印度投资税收指南

目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印度概况及投资主要关注事项 ............................ 1

1.1 国家概况 ............................................... 1
1.1.1 地理概况 ........................................ 1
1.1.2 政治概况 ........................................ 2
1.1.3 经济概况 ........................................ 4
1.1.4 文化概况 ........................................ 7
1.2 投资环境概述 ........................................... 8
1.2.1 近年经济发展情况 ................................ 8
1.2.2 资源储备和基础设施 .............................. 9
1.2.3 支柱和重点行业 ................................. 11
1.2.4 投资政策 ....................................... 13
1.2.5 经贸合作 ....................................... 16
1.2.6 投资注意事项 ................................... 18
第二章

印度税收制度简介 ..................................... 22

2.1 概览 .................................................. 22
2.1.1 税制综述 ....................................... 22
2.1.2 税收法律体系 ................................... 22
2.1.3 近三年重大税制变化 .............................. 23
2.2 企业所得税（Corporate Income Tax） .................... 24
2.2.1 居民企业 ....................................... 24
2.2.2 非居民企业 ..................................... 27
2.2.3 其他 ........................................... 31
2.3 个人所得税（Personal Income Tax） ..................... 38
2.3.1 居民纳税人 ..................................... 38
2.3.2 非居民纳税人 ................................... 40
2.3.3 其他 ........................................... 40
2.4 货物与劳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 ................ 47
2.4.1 概述 ........................................... 47
2.4.2 税收优惠 ....................................... 49
2.4.3 其他 ........................................... 50
2.5 销售税和增值税（Sales Tax/Value Added Tax） ........... 50
2.5.1 概述 ........................................... 50
1

中国居民赴印度投资税收指南

2.5.2 税收优惠 ....................................... 51
2.5.3 其他 ........................................... 51
2.6 其他税（费） .......................................... 52
2.6.1 印花税（Stamp Duty） ........................... 52
2.6.2 关税（Customs Duty） ........................... 52
2.6.3 消费税（Excise Duty） .......................... 53
2.6.4 职业税（Professional Tax） ..................... 54
2.6.5 财产税（Property Tax） ......................... 54
2.6.6 研发税（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ss） ........ 54
第三章

税收征收和管理制度 ................................... 55

3.1 税收管理机构 .......................................... 55
3.1.1 税务系统机构设置 ............................... 55
3.1.2 税务管理机构职责 ............................... 55
3.2 居民纳税人税收征收管理 ................................ 55
3.2.1 税务登记 ....................................... 55
3.2.2 账簿凭证管理制度 ............................... 57
3.2.3 纳税申报 ....................................... 58
3.2.4 税务检查 ....................................... 64
3.2.5 税务代理 ....................................... 67
3.2.6 法律责任 ....................................... 68
3.2.7 其他征管规定 ................................... 69
3.3 非居民纳税人的税收征收和管理 .......................... 71
3.3.1 非居民税收征管措施简介 ......................... 71
3.3.2 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 ............................. 71
第四章

特别纳税调整政策 ..................................... 73

4.1 关联交易 .............................................. 73
4.1.1 关联关系判定标准 ............................... 73
4.1.2 关联交易基本类型 ............................... 74
4.1.3 关联申报管理 ................................... 75
4.2 同期资料 .............................................. 75
4.2.1 分类及准备主体 ................................. 76
4.2.2 具体要求及内容 ................................. 76
4.2.3 其他要求 ....................................... 78
4.3 转让定价调查 .......................................... 79
4.3.1 原则 ........................................... 79
2

中国居民赴印度投资税收指南

4.3.2 转让定价主要方法 ............................... 82
4.3.3 转让定价调查 ................................... 83
4.4 预约定价安排 .......................................... 84
4.4.1 概述 ........................................... 84
4.4.2 适用范围 ....................................... 87
4.4.3 程序 ........................................... 87
4.5 受控外国企业 .......................................... 90
4.6 成本分摊协议管理 ...................................... 90
4.7 资本弱化 .............................................. 90
4.8 法律责任 .............................................. 90
4.8.1 转让定价举证责任 ............................... 90
4.8.2 转让定价中印度的处罚制度 ....................... 91
第五章

中印税收协定及相互协商程序 ........................... 92

5.1 中印税收协定 .......................................... 92
5.1.1 中印税收协定 ................................... 92
5.1.2 适用范围 ....................................... 92
5.1.3 常设机构的认定 ................................. 94
5.1.4 不同类型收入的税收管辖权 ....................... 96
5.1.5 印度税收抵免政策 .............................. 104
5.1.6 无差别待遇原则（非歧视待遇） .................. 107
5.1.7 在印度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手续 .................. 108
5.2 中印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 ............................. 108
5.2.1 相互协商程序概述 .............................. 108
5.2.2 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的法律依据 ................ 109
5.2.3 相互协商程序的适用 ............................ 109
5.2.4 启动程序 ...................................... 110
5.2.5 相互协商的法律效力 ............................ 111
5.2.6 印度仲裁条款 .................................. 112
5.3 中印税收协定争议的防范 ............................... 112
5.3.1 什么是中印税收协定争议 ........................ 112
5.3.2 中印税收协定争议产生的主要原因及表现 .......... 113
5.3.3 妥善防范和避免中印税收协定争议 ................ 115
第六章

在印度投资可能存在的税收风险 ........................ 117

6.1 信息报告风险 ......................................... 117
6.1.1 登记注册制度 .................................. 117
3

中国居民赴印度投资税收指南

6.1.2 信息报告制度 .................................. 117
6.2 纳税申报风险 ......................................... 119
6.2.1 在印度设立子公司的纳税申报风险 ................ 119
6.2.2 在印度设立分公司的纳税申报风险 ................ 120
6.2.3 在印度取得与常设机构无关的所得的纳税申报风险 .. 120
6.3 调查认定风险 ......................................... 120
6.4 享受税收协定优惠待遇风险 ............................. 121
6.5 其他风险 ............................................. 121
6.5.1 常设机构风险 .................................. 121
6.5.2 合同结构风险 .................................. 122
参考文献 .................................................... 123
附录一

印度签订税收条约国家（地区）一览表................... 124

附录二

印度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 125

附录三

在印度投资的主要中资企业 ............................ 127

4

中国居民赴印度投资税收指南

第一章

印度概况及投资主要关注事项

1.1 国家概况
1.1.1 地理概况

图 1 印度地图

印度共和国成立于 1950 年 1 月 26 日，为英联邦成员国，国土面
积 298 万平方公里（不包括中印边境印占区和克什米尔印度实际控制
区等），居世界第七位。印度东北部同中国、尼泊尔、不丹接壤，东
部与缅甸为邻，东南部与斯里兰卡隔海相望，西北部与巴基斯坦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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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临孟加拉湾，西濒阿拉伯海，海岸线长约 8000 公里。印度跨越 2
个时区，即东五区、东六区。首都新德里时间比北京时间晚 2.5 小时，
没有夏令时。印度按照地形特征，可以分为 5 个部分：北部喜马拉雅
山区、中部恒河平原区、西部塔尔沙漠区、南部德干高原区和东西海
域岛屿区。其中，中部平原区地势平坦，气候温和，是印度主要人口
分布区和农作物生产地，经济最为发达。印度的自然资源丰富，有矿
藏近 100 种，森林面积 67.8 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160 万平方公里。
印度南部属热带季风气候，北部为温带气候，一年分为凉季（10 月
至翌年 3 月）
、暑季（4 月至 6 月）和雨季（7 月至 9 月）三季。印度
年平均气温在 22℃以上，最冷月一般在 16℃以上，年降雨量各地差
异很大，年降雨 2000-4000 毫米不等。
印度首都为新德里，面积 1485 平方公里，人口约 1800 万，是全
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及最重要的铁路和航空交通枢纽，其他主
要大城市有德里、孟买、班加罗尔、加尔各答、海德拉巴和金奈等。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印度全国有人口 13.66 亿，居世
界第二位，人口增长率为 1.02%。男性和女性人口数量分别为 7.1 亿
和 6.56 亿，占总人口比例分别为 51.97%和 48.03%。城市和农村人口
数量分别为 4.71 亿和 8.95 亿，占比分别为 34.47%和 65.53%，增长
率分别为 2.31%和 0.34%1。
1.1.2 政治概况
宪法：1950 年 1 月 26 日生效。规定印度为联邦制民主共和国，
采取英国式议会民主制。公民不分种族、性别、出身、宗教信仰和出
生地点，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的统帅，
由联邦议会及邦议会组成选举团选出，每届任期 5 年。总统依照以总
理为首的部长会议的建议行使职权。
议会：联邦议会为两院制。包括联邦院（Rajya Sabha）和人民
院（Lok Sabha）
。联邦院为上院，共 250 席，由总统指定 12 名具有
1

数据源于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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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学识或实际经验的议员，其余 238 名议员为各邦及中央直辖区代
表，任期 6 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宪法规定副总统为联邦院议长，
现任联邦院议长为副总统温凯亚·奈都（Venkaiah Naidu）
。人民院
为下院，共 545 席，其中 543 席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每 5 年举行一
次大选。人民院是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为：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
控制和调整联邦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并有
权弹劾总统。现任人民院议长奥姆·比拉（Om Birla）于 2019 年 6
月当选。
政府：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内阁）是最高行政机关。政府以
总统名义行使广泛的行政权力。总统职责多为礼仪性质。总统名义上
是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统帅，但没有实权。现任总统拉姆·纳特·科
温德（Ram Nath Kovind）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就任。总理由总统任
命的人民院多数党议会党团领袖担任。2019 年 5 月，印度人民党在
第 17 届人民院选举中赢得 303 个席位，以压倒性优势连任。该党总
理候选人纳兰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连任联邦总理一职。
司法：最高法院是最高司法权力机关，有权解释宪法、审理中央
政府与各邦之间的争议问题等。各邦设有高等法院，县设有县法院。
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任命。现任首席法官兰詹·戈戈伊（Ranjan
Gogoi）于 2018 年 10 月 3 日就任。总检察长由政府任命，主要职责
是就执法事项向政府提供咨询和建议，完成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检察
权，对宪法和法律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等。现任总检察长维奴戈帕尔
（K. K. Venugopal）于 2017 年 6 月就任。
主要党派：印度国民大会党（英迪拉·甘地派）[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Indira Gandhi）]，简称国大党，是印度最大
的资产阶级政党，现任主席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
。有初级
党员约 3000 万，积极党员 300 万左右。1885 年 12 月成立，领导了
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印度独立后长期执政，
1969 年和 1978 年两次分裂。1978 年英·甘地组建新党，改用现名；
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1980 年 4 月成立，前身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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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民同盟，现任主席阿米特·沙阿（Amit Shah）。有初级党员约
1000 万，积极党员 200 余万。代表北部印度教教徒和城镇中小商人
利益，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色彩。2014 年印度人民党赢得
大选，组建新一届中央政府以后，印度人民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并
且大力扩大党员规模。据印度媒体报道，目前印度人民党党员人数已
经突破 1 亿人。随着印度人民党轻松拿下 2019 年大选，其影响力将
得到进一步加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rxist）]简称印共（马），现任总书记西塔拉姆·亚秋里
（Sitaram Yechury）。1964 年从印度共产党分裂出来。有初级党员
约 200 万，积极党员约 86 万，是印度最大的左翼政党，曾在西孟加
拉、喀拉拉等邦长期执政；印度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20 年成立，现任总书记苏拉瓦拉姆·雷迪（Suravaram Sudhakar
Reddy）。1964 年分裂，以党主席什·阿·丹吉为首的一派仍沿用印
共名称。有初级党员约 100 万，积极党员约 35 万。
1.1.3 经济概况
印度法定货币是印度卢比（以下简称“卢比”
），国际上通用简写
“Rs”或“INR”。汇率结构为单一汇率。卢比的汇率由银行间市场
决定。2020 年 9 月，卢比兑美元汇率为 1.3594 美元／100 卢比，卢
比兑欧元汇率为 1.1601 欧元／100 卢比。目前，人民币与卢比不能
直接结算，仅在部分市场非正式地接受人民币支付或兑换。印度储备
银行（RBI，央行）是印度外汇管理的主管部门，其外汇管理局是具
体负责外汇交易和控制的部门。根据相关法规，印度政府放开了外汇
管制，经常账户2下的卢比可以自由兑换。非居民的资本账户可以兑
换卢比。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对资本流动有很多具体的规定和限制。

2

经常账户（Current Account，或译为“现金账户”），是经常发生的国际经济交易，

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账户。包括货物（goods）
、服务（services）
、收入（income）和经常
转移（current transfers）四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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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独立后经济有较大发展。农业由严重缺粮到基本自给，工业
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自给能力较强。服务业发展迅速，占 GDP 比
重逐年上升。目前，印度已成为全球软件、金融等服务行业的重要出
口国家。2015 年 1 月 30 日，印度中央统计局（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CSO）调整了 GDP 的统计方法，将统计基期由 2004-05 财年3
调整为 2011-12 财年，根据新的统计方法，印度 2017-18 财年 GDP 增
速 7.2%。根据印度中央统计局 2019 年 5 月 31 日发布的印度 2018-19
财年经济报告，印度 2018-19 财年 GDP 同比增长 6.8%，增幅较 2017-18
财年下降 0.4 个百分点，全年经济增速呈逐季回落趋势，四个季度分
别增长 8%、7%、6.6%、5.8%。 4 根据印度国家统计局（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NSO）
2020 年 5 月 29 日公布的数据，印度 2019-20
财年第四季（2020 年 1 月-3 月）GDP 增长率仅为 3.1%，低于前年度
（2018-19）同期的 5.7%，2019-20 全年度 GDP 增长率仅为 4.2%，低
于印度政府年度财政预算案估计的 8.5%，且低于 NSO 先前调整后的
预估值 5%。5此外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2020 经济展望，2020-21 财
年，印度 GDP 或下跌 4.5%。6
经济结构方面，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按三次产业计，2018 年农
业、工业（包括建筑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占印度 GDP 的比重分别为
14%、27%和 49%。按支出法计，最终消费支出、总资本形成以及货物
和服务净出口分别占其 GDP 的 71%、31%和-3%（其中出口占 20%，进
口占-23%）。从产业表现来看，制造业、建筑业以及金融行业增长势
头较好，全年分别增长 6.9%、8.7%和 7.4%，增幅较 2017-18 财年分
别提高 1 个百分点、3.1 个百分点和 1.2 个百分点，而农业、采矿业、
交通运输业以及公共部门支出增速较 2017-18 财年有所放缓。但印度
3

印度的财政年度为 4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例如 2019-20 财年指的是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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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ospi.gov.in/sites/default/files/press_release/PRESS%20NOTE%20PE%20and

%20Q4%20estimates%20of%20GDP.pdf
6

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6/24/WEOUpdateJune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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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和工业部（以下简称“商工部”
）的数据显示，由于新冠疫情，
2020 年 4 月，印度出口下跌 60.3%，进口下跌 58.7%，5 月出口同比
下跌 36.5%，进口下跌 51.1%。这已是印度出口连续第 8 个月下跌。
印度实行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立、联邦和邦两级预算的体制。印度
多年来推行赤字预算以刺激经济发展，巨额财政赤字一直是困扰印度
经济的难题。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8-19 财年，印度全国税
收收入 22.71 万亿卢比（约合 3250.1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71%，
全国财政总支出 29.60 万亿卢比（约合 4236.20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0.94%。其中，直接税和间接税收入分别为 11.39 万亿卢比（约合
1630.08 亿美元）和 10.20 万亿卢比（约合 1459.77 亿美元）
，直接
税同比增长 14.22%，间接税同比增长 25.33%。另外，海关及其他进
口关税为 1.12 万亿卢比（约合 160.29 亿美元），同比下降 16.8%。
外汇储备方面，截至 2019 年 2 月底，印度外汇储备为 4018 亿美
元，较上月底增加 16 亿美元。截至 2 月底，印度广义货币 M37同比增
长 10.8%，增幅较上月提高 0.4 个百分点。银行商业信贷规模同比增
长 14.6%，增速与 1 月份持平。印度商工部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
1-12 月，印度货物进出口总额 836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7%；其
中出口 324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8.5%；进口 5121.7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3.8%；贸易逆差 1874.5 亿美元，同比增加 23.5%。印度自 1991
年以来积极引进外资。外国投资主要来自毛里求斯、新加坡、日本、
英国、荷兰、美国等，投资领域主要包括金融和非金融服务业、建筑
业（含房地产开发）
、电信、电脑软硬件、制药、化学品（化肥除外）、
汽车、电力、酒店与旅游等行业。据印度商工部数据，2018-19 财年，
印度累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443.6 亿美元，同比减少 1%，但若以卢
比计价，则同比增加 7%。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9 世界投资报告》
显示，2018 年印度吸收外资 42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5.97%；对外投
7

目前国际上大致的划分是：狭义货币（M1）=流通中的现金+支票存款（以及转账信用

卡存款）
；广义货币（M2）=M1+储蓄存款（包括活期和定期储蓄存款）；广义货币（M3）=M2+
其他短期流动资产（如国库券、银行承兑汇票、商业票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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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110.37 亿美元，同比下降 0.93%。截至 2018 年底，印度吸收外资
累计 3863.54 亿美元，对外投资累计 1661.9 亿美元。
根据《2020 世界投资报告》，新冠疫情导致外国直接投资急剧下
降，虽然各地受到的影响都很大，但严重程度因地区而异，流向亚洲
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将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它们容易受到供应链中断的
影响，该地区全球价值链密集型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较高，而且全球
都面临生产地点多样化的压力。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将下降 30%至 45%。
2019 年，流入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5%，至 4740 亿美元，但
流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加。2018 年和 2019 年外国直接投资
流入量，排名前 20 的东道经济体中均包含印度，其中 2018 年外国直
接投入量为 420 亿美元，排名 12，2019 年为 510 亿美元，较上年增
加了 21.43%，排名第 9。在外国投资数额大增的推动下，截至 2020
年 9 月，印度外汇储备已达 5456.4 亿美元。印度央行 2020 年 8 月
25 日在《2019-20 年度报告》中表示总体通胀率可能在二季度保持较
高水平，但总体通胀率在遏制疫情和经济政策的帮助下，今年下半年
通胀率有望放缓。2020 年 9 月失业率为 6.7%。截至 2018 年底，印度
外债余额 5132.1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576.6 亿美元，占国民总收入
的 19.8%。
印度为不结盟运动创始国之一，以不结盟为外交政策的基石。推
行全方位务实外交，努力与所有国家发展关系，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
的、持久、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并力争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
重要作用。近年来，印度政府继续推行全方位大国外交战略，高度重
视印中关系，优先发展与美关系，巩固印俄传统关系，推进与欧、日
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继续推行东向政策。重视能源安全，逐步拓
展同海湾、中亚等能源供应国的交往与合作。强调外交为经贸服务，
注重发展经贸科技合作，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
1.1.4 文化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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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近代以来沦为英国殖
民地。1947 年印巴分治，印度独立。1950 年印度共和国成立，为“英
联邦”成员国。
印度是个宗教国家，主要的宗教有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
犹太教等。多种宗教在印度的长期发展和印度人民对宗教的广泛信
仰，形成了印度文化鲜明的宗教特色。印度法律的制定，道德观念和
风俗习惯的形成，以及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等都深受宗教影响。
印度是多民族国家，有十个大民族和几十个小民族。由于历史原
因，印籍华人数量很少，在印度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影响极小。印度
的官方语言为印地语和英语。

1.2 投资环境概述
1.2.1 近年经济发展情况
2017 年至 2019 年，印度 GDP 稳步增长，增速均在 7%左右，2020
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印度 2019-20 财年第四季（2020 年 1 月
-3 月）GDP 增长率仅为 3.1%，低于前年度（2018-19）同期的 5.7%，
2019-20 全年度 GDP 增长率仅为 4.2%，低于印度政府年度财政预算案
估计的 8.5%，且低于 NSO 先前调整后的预估值 5%。2020-21 财年，
预计下跌 4.5%。随着疫情防控、经济复苏计划推进，一些反映经济
活动的指标正在恢复，印度财政部日前表示，发电量、燃料消费和货
运量都在增长，数据的变化显示印度经济活力正在明显增强，而且在
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和农业领域都有体现。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印度在全
球最具竞争力的 141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 68 位。根据世界银行发
布的《2020 营商环境报告》，印度排名第 63 位。鉴于印度经济长期
处于低增长，加之新冠疫情影响，政府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穆迪
（Moody's）长期债务评级将印度信用评级由 Baa2 下调至 Baa3，未
来展望评定为负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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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资源储备和基础设施
1.2.2.1 资源储备
印度资源丰富，有近 100 种矿藏。云母产量世界第一，煤产量世
界第五。截至 2016 年，主要资源探明储量为：煤 1077 亿吨、重晶石
5000 万吨、石油 47.28 亿桶、天然气 1.25 万亿立方米。此外，还有
云母、石膏、钻石及钛、钍、铀等矿藏。印度拥有森林面积 67.8 万
平方公里，覆盖率为 20.64%。拥有可耕地面积 160 万平方公里。2012
年印度重晶石、滑石／叶腊石产量分别为 173.9 万吨、118.4 万吨，
占全球产量的 17.9%、15.2%，均位居全球产量第二位。
1.2.2.2 基础设施
“十三五”计划期间，印度政府拟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入 1.5
万亿卢比（约合 211.27 亿美元），较“十二五”计划提高 36.4%。另
外，印度城市化速度在加快，2019 年人口统计显示：城市人口比重
10 年间从 2009 年的 30.59%增至 2019 年的 34.47%，2030 年有望达到
40%，城市化需要政府在供水、垃圾处理、公共交通、住房等领域提
供更多设施。
陆运：印度现有公路总长约 490 万公里，公路承运量占全国客运
总量的 85%和货运总量的近 60%。印度道路路况较差，运输能力不足，
交通秩序混乱，运输效率不高。印度在 2016 年征收 10000 公顷土地
以加快国家公路建设，约有 100 个左右的高速公路项目通过 PPP（公
私合营）模式投入建设。同时，印度内阁经济事务委员会（CCEA）允
许私人资本通过建设-运营-移交（Build-Operate-Transfer，BOT）
的方式，100%入股公路建设项目，并享有两年的收益期。
目前，印度铁路总长 6.6 万公里，居世界前列。全国约有 8500
个火车站，日均发车量达到 2.1 万次。在客运方面，铁路仍是印度人
民长途旅行的首选出行方式。2015 年印度每天有超过 2300 万人次选
择铁路出行，全年累计输送旅客 82.3 亿人次。在 2007-2015 年间，
印度铁路旅客数量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9%。到 2020 年底，印度政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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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将列车现行 130 公里／小时的平均时速提升至 160-200 公里／小
时，以减少主要车站间的通行时间。印度铁路相对老化而落后，铁道
标志和车辆老旧。政府计划以公私合营的方式对全国 22 个主要火车
站进行现代化改造，并计划到 2020 年底新增铁路 2.5 万公里。
空运：印度国际及国内航班班次频繁，是当今世界上发展速度最
快的民航市场之一。据统计，2018 年印度航空旅客吞吐量较上年增
长 16.25%，达 3.09 亿人次，2006-2018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2.72%。
2018 年，印度拥有 126 个运营机场，其中德里、孟买、加尔各答、
金奈等 20 多个主要城市建有国际机场，现代化的新德里英德拉·甘
地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于 2010 年 7 月底投入运营。印度航空公司（Air
India）开通有境内 120 个目的地及 39 个国家（地区）的航线。2019
年 9 月，印度靛蓝航空开通了从德里至成都的航线，但由于新冠疫情
影响，2020 年 2 月 1 日起该航班暂停。
水运：印度拥有 7517 公里海岸线，海运能力位居世界第 16 位，
拥有 12 个主要港口和 187 个非主要港口，其中主要港口 2019 年最大
吞吐量为 1514.09 公吨。这 12 个主要港口由印度政府直接管理。187
个非主要港口中仅有三分之一处于运营状态，由各邦政府的海事董事
会（Governments' Maritime Boards）管理。水运是印度外贸运输的
主要方式，全印度 95%的外贸通过水运完成，贸易价值占比超过七成。
近年来，印度港口吞吐量稳步增长，年增长率约为 10%-12%。
通信：印度拥有全球第二大的电信网络，截至 2018 年底，全国
电话用户总数超过 10 亿，电话普及率近八成。其中，移动用户数量
占绝大多数。印度前三大运营商分别为：沃达丰创意（Vodafone
Idea）
、信实集团（JIO）
、巴帝电信（Bharti Airtel），他们向全国
约 85%的用户提供电信服务。印度互联网用户快速发展。截至 2018
年底，印度互联网用户总数为 5.66 亿，其中超过 80%的上网行为都
是通过手机产生。国有、民营和外资运营商之间竞争激烈，资费相对
低廉。手机银行和农业短信息等服务已经兴起。未来市场扩张空间仍
然巨大，3G 服务和农村地区移动服务领域大有可为，4G 业务亦逐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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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目前印度正在计划拍卖 5G 频谱，预计 2021 年印度将正式启动
5G 商用服务。
1.2.3 支柱和重点行业
1.2.3.1 支柱产业
印度三大产业之一的工业主要包括纺织、食品加工、钢铁、水泥、
石油、机械、化工和制药等。近年来，汽车、电子产品制造、航空和
空间等新兴工业发展迅速。2016-17 财年印度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5%，其中电力行业增长 5.8%，制造业和采矿业分别同比增长 4.8%和
5.4%。
印度拥有耕地约 1.8 亿公顷，约占全世界可耕地总面积的 10%，
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之一。农村人口数量庞大，约占总人口的
72%。主要粮食作物有稻米、小麦等。主要经济作物有油料、棉花、
黄麻、甘蔗、咖啡、茶叶和橡胶等。由于投资乏力、化肥使用不合理
等因素，近年来农业发展缓慢。
“十二五”8期间，农业年均增长率 1.6%。
近年来，印度服务业实现较快发展，占印度 GDP 比重约为 53％，
具体包括金融、房地产和专业服务、公共管理、国防和其他服务，以
及贸易、酒店、运输、通信和与广播有关的服务。2018-19 财年，按
照当前价格计算，印度总增加值（GVA）为 169.61 万亿卢比，服务业
GVA 为 92.26 万亿卢比，占比达 54.4％。
印度软件出口和服务外包业发展迅速。2018-19 财年，印度实现
软件服务业出口 1370 亿美元。随着软件服务业的发展，近年来，形
成了班加罗尔、金奈、海德拉巴、孟买、普纳和德里等一批著名的软
件服务业基地城市。塔塔咨询（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威普
罗 公 司 （ Wipro Technologies ） 和 印 度 孚 瑟 斯 公 司 （ Infosys
Technologies）已成为全球著名软件服务外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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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自 1951 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十二五”计划起止时间是从 2012 年到 2017

年，其主题是“更快速，更包容，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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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业在印度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共吸引就业 4500
万人，另有 6500 多万人在相关部门工作。根据印度纺织部年度报告
介绍，2018-19 财年，纺织服装产业在印度总出口中的份额达 12%，
在全球纺织品和服装贸易中占有 5%的份额。印度纺织品的主要目的
地是欧盟成员国和美国，占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的 43%。此外，印度
的医药业规模上在全球范围内排第二位，生物医药是印度制药业的领
头羊。印度是仿制药市场的全球枢纽，医药行业市场规模超过 200 亿
美元。2019 年，印度药品出口 110 亿美元，较大规模的研发型生物
医药企业约 270 家。此外，还有约 5600 家拥有药品生产执照的小规
模仿制药企业。
1.2.3.2 重点行业
汽车行业：印度是世界上第一大摩托车消费国、第四大乘用车市
场、第七大商用车生产国，其 2018 年机动车产量达 2907 万辆，近 5
年年化增长率达 6.96%。得益于印度的物流和地理优势，全球所有的
汽车巨头都在印度投资，以寻求潜在的市场机遇。印度的港口联系紧
密，紧邻南亚和非洲，这种优良的地理区位有助于印度成长为区域性
的制造和出口中心。随着全球主要的原始设备制造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OEM）已经进驻市场，印度汽车市场预计
会有大幅增长，将占全球汽车销售量的 5%。但由于疫情影响，2020
年 1-8 月，印度汽车零售销量为 140 万辆，同比下降 44.4%。此外，
印度汽车工业协会（SIAM）公布的最新销量数据显示，2020 年 4 月
印度汽车内需市场的零售销量为 0 辆，这是印度进行汽车销量统计以
来，首次出现当月销量清零的情况。
健康科学：印度生命科学行业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且发展迅速的
市场。在药物制剂和原料方面，印度是亚洲第二大市场。印度制药业
高度分散，排名前十的制药机构占整个行业总收入的 40%。印度是全
球第三大制药国，占全球药物生产的 8%。此外，印度的原料药占全
球需求的 45%以上。印度的基础市场巨大，这使得其制药市场价格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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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敏感。尽管如此，全球 20 家制药公司约有 18 家仍在印度设立了子
公司。印度国内制药市场在 2012-2015 年间复合年增长率为 11%，达
到 152 亿美元。2019 年印度主要出口商品中，药品位列第 4，药品出
口额占印度总出口额的 4.51%。
银行业和资本市场：印度的金融市场活跃、透明且稳定，已逐渐
从高度控制体制市场发展成为自由体制市场，具备了多元化且管理完
善的强大金融体系和证券市场。印度银行体系包括印度储备银行（即
印度中央银行）、商业化银行和非商业化银行，其中商业化银行包括
国有商业银行、私有商业银行、外资商业银行和地区性农村商业银行。
国有银行约占印度银行存款总额的 75%。证券交易机构方面，主要有
孟买证券交易所（BSE）和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NSE）
。BSE 成立于
1875 年，位于孟买，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证券交易所。截至 2019 年
4 月底，该证交所共有约 5800 家上市公司，总市值约为 152.1 万亿
卢比（约合 2.2 万亿美元），是南亚最大、世界第 10 大证券交易所。
其 S&P BSE SENSEX 指数（又称“孟买敏感指数”）被认为是印度股市
风向标。NSE 成立于 1992 年，位于孟买。截至 2019 年 3 月底，该证
交所共有 1931 家上市公司，总市值约 149.3 万亿卢比（约合 2.1 万
亿美元），是南亚第二大、全球第 11 大证券交易所。其推出的 NIFTY
50 指数是反映印度金融衍生品交易情况的重要指数，2018-19 财年，
衍生品相关交易额超过 2375.9 万亿卢比（约合 35 万亿美元）。
1.2.4 投资政策
1.2.4.1 印度投资方式
印度的外国投资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非印度居民（Non-Resident Indian，NRI）
及外国机构投资者（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FII）的外
国证券投资；非印度居民及印度裔个人（Person of India Origin，
PIO）在不予汇回的基础上进行的投资。
（1）外国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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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实体在印度投资，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进行
投资，所选方式将影响其可投资金额以及投资时限。这两种方式为：
① 政府审批方式：针对需要获得印度外商投资促进委 员会
（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Board，FIPB）事先批准
的商业领域的投资9；
② 无需政府审批方式：针对无需政府机构事先批准的商业领域
的投资。
出于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和提高“经商便捷性”的目的，秉持政
府最小化及治理最大化的理念，印度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各行业外国直
接投资改革措施。
（2）外国证券投资
除了对印度进行直接投资外，非居民也可进行证券投资。外国机
构投资者可根据证券投资计划在印度的一级资本市场和二级资本市
场进行投资。
（3）非印度居民投资
除了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投资，非印度居民可在不予汇回的基
础上投资印度公司股份或可转换债券。这些投资无需获得外商投资促
进委员会的批准。虽然资本不可汇回，但是该类投资的股息及利息收
入可作为往来账交易汇出。
1.2.4.2 投资吸引力
从投资环境吸引力角度来看，印度的竞争优势有以下几方面：政
治相对稳定，经济增长前景良好；地理位置优越，辐射中东、东非、
南亚、东南亚市场。具体优势如下：
（1）优质的投资硬环境

9

2017 年 5 月，
FIPB 已经被
“外国投资促进门户网站”
（Foreig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Portal，FIFP）所取代。FIFP 相关职能由商工部投资及内贸促进局（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Policy & Promotion，DIPP）负责承担运营，但涉及到 FIPB 的相关文件规定并
未随之更新。FIFP 的网址请参见：https://fifp.go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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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2020 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六，2019 年购买力
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排名世界第三。印度已发展
成为一个规模达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拥有基本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
多元化的工业基地以及稳定的金融业和服务业。
印度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印度人口数量超过 13 亿，2015 年零售
总额已超过 1 万亿美元，增长迅猛。虽然印度目前在实际最终消费支
出方面仍落后于亚太地区平均水平，但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和人口结
构年轻化，将进一步提升印度社会的未来消费能力。
印度对外贸易发展迅速。2019 年对外贸易总额为 8080.27 亿美
元。印度依靠其自身快速的经济增长、庞大的内需市场、充足的矿产
资源以及连接东亚和中东、非洲的优越地理位置，其辐射能力正不断
增强。
（2）优惠的投资软环境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尤其是 2000 年以后，印度逐渐开放外
商直接投资体制。对外商投资的许多限制已经取消，手续也得到简化。
印度政府在鼓励外商投资方面有以下政策和特点：
① 除政府规定的少数限制名单外，外商对几乎所有产业或领域
的直接投资都无需政府批准；
② 政府已制定“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指引”
，除少数例外，在规定
行业限额范围内的投资自动获得批准；
③ 外资促进局负责审核不符合自动批准的外商投资建议；
④ 对所有外商投资建议的决定一般在提交申请后 30 天做出；
⑤ 在原投资币种为可兑换货币（按可汇回原则）的前提下，投
资资本允许自由汇出。另外，资本投资利润在缴纳税款并满
足其他规定条件后允许自由汇出；
⑥ 印度资本市场对外商间接投资开放；
⑦ 印度企业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
⑧ 出口以及电力、电子、软件和食品加工等产业还享受特别的
投资和税收优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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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邦为了简化新投资的审批流程，提供“一站式”通关服务和
“投资者伴随服务”
。
1.2.5 经贸合作
1.2.5.1 参与地区性经贸合作
自由贸易方面，印度与东盟、不丹、阿富汗、斯里兰卡、日本、
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智利签有自由贸易协议，印度、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 6 国共同签署了南亚自由贸易区
协议（SAFTA）
。此外，印度还在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南方
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尼、以
色列等伙伴进行自贸协议谈判，并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谈判。2019 年，印度的外贸总额为 8080.27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
同）下降 3.72%。其中，出口总额为 3241.63 亿美元，下降 0.18%；
进口总额为 4838.64 亿美元，下降 5.95%；贸易逆差为 1597.01 亿美
元，比上年同期的 1897.09 亿美元下降 15.82%。印度的贸易逆差主
要来源于中国、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瑞士、韩国、印度尼西亚、卡
塔尔、日本、科威特、澳大利亚；贸易顺差则来源于美国、孟加拉国、
尼泊尔、荷兰、斯里兰卡、土耳其、西班牙、以色列、英国、肯尼亚
等地。
1.2.5.2 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高层互访：1950 年 4 月 1 日中印两国建交。1962 年两国发生边
境冲突后关系冷淡。1976 年两国恢复互派大使。2005 年，温家宝总
理访印，两国签署《联合声明》
，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2006 年，胡锦涛主席访印，双方发表“联合宣言”，确
定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 10 项原则。2013 年 5 月，李克强总
理将印度作为上任后的首访国家，访印期间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议，
签署了《中印联合声明》
。2015 年 11 月，李源潮副主席访问印度，
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就两国加强制造业合作，扩大贸易规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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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投资，加强旅游、文化交流进一步夯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
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等进行交流。
2016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出席在印度
果阿举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并与莫迪进行会面。习近平
主席指出，中印关系发展势头令人鼓舞。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
不仅有利于中印各自发展也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和国
际体系中的合理利益。2016 年，中国有超过 40 个副部级以上代表团
访问印度。代表团来访与印方就深化铁路、农业、金融、边贸等各领
域合作，达成了广泛共识，并签署大量经贸合作协议，不断释放合作
潜力。
2017 年 9 月 3-5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中国福建厦
门举办。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2018 年 4 月
27-28 日，中印两国领导人在中国湖北武汉举行首次非正式会晤，习
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就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进行战略沟通，并就中印
关系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2018
年 6 月 9 日，印度总理莫迪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习近平
主席同其会见。2019 年 6 月 1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会见
印度总理莫迪。2019 年 6 月 2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出席中俄
印度领导人会晤，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就当前国际形势、
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三方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印经贸合作快速发展，贸易额不断刷新纪
录。据中国海关统计，双边贸易从 2000 年的 29 亿美元增长至 2016
年的 712 亿美元，16 年间增长了 24 倍，年均增幅达 15%。
受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等因素影响，2019 年印度与中国进出口总
额 854.93 亿美元，同比下降 5.25%。其中进口 683.65 亿美元，占印
度总进口额 14.13%，下降 7.3%；出口 171.28 亿美元，占印度出口总
额 5.28%，增长 3.9%；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512.37 亿美元，同比
下降 10.52%。但中国仍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在南亚
最大的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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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印度出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数据通信设备、集成电路、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半导体器件、杂环化合物等出口产品等。
中国从印度进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石油制品、铁矿砂及其精矿、环
烃、 甲壳动物、棉纱线等。
对印投资：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9 年，中国企业对印投资 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1%；2019 年，中国企业在印新签工程承包合同
额 5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79%；完成营业额 25.4 亿美元，同比增长
9.6%。
目前，中国阿里巴巴、腾讯、小米、VIVO、OPPO、海尔、华为、
三一重工等企业在印度投资较大。主要投资领域包括电子商务、手机、
电信设备、家用电器、电力设备、钢铁、工程机械等领域。但总体而
言中国对印度投资规模仍较小，缺乏集约式投资，投资模式和领域都
较为单一，与两国的经济规模和经贸合作水平不相称，提升空间较大。
一带一路对接政策：目前，印度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保持
沉默。尽管如此，印度作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在鼓励吸引中
国投资方面，并不反对与中国进行相关的实务合作。
1.2.6 投资注意事项
1.2.6.1 明晰投资目的并充分了解投资成本与风险
中国企业在决定赴印度投资前，务必充分了解投资成本与风险，
根据自身发展战略与规划，分析国内、国际以及印度经济形势、具体
行业发展趋势，深入思考赴印度投资将如何优化本企业资源配置能
力，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作为投资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企业应
全面、系统评估赴印度投资的经济可行性，整合公司内部、外部的专
业资源，深入做好项目选址、投资、税务、法律等前期各类调研，做
好风险评估和预案准备，科学确定可行性报告，切忌盲目、冲动做出
投资决策。特别注重培养、储备本公司跨国经营人才。避免出现赴印
度投资后，才发现投资成本过高、项目不可行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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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 选择合适的投资方式
企业在做出赴印度投资决策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选择何种投资
方式。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直接投资，以中国公司
为投资主体在印度境内依照印度的法律设置的独资或合资企业。二是
并购当地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
由于直接投资会带来新的生产能力、税收、就业岗位，往往容易
受到东道国的欢迎和认可，但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大规模直接投资需要
长期、大量的筹建工作，对投资者资金实力、跨国经营和市场开拓能
力等有较高要求。并购方式可使投资者在较短时间内获取目标企业的
技术、客户、品牌、销售网络等关键资源，但在并购完成后，交易双
方还面临资源整合、文化差异、人员调整等挑战。并购时，需经过印
度竞争委员会的审核。
1.2.6.3 慎选投资地点
中国居民赴印度投资要依据企业自身业务发展、对外部资源和市
场利用的需要选择投资地点。一般应优先选择产业集聚度高、交通便
利、信息灵通、商机较多、生活便利的城市。在投资时，还应该考虑
印度各邦之间的税收差异、产品和服务的针对对象、各地的民族和宗
教信仰差异、边境地区的领土纠纷等。因此，企业在最初设立地点时，
不应仅考虑税务优惠，而忽视市场资源、地缘政治、宗教影响等其他
关键要素。例如：印度个别邦或地区整体税率较低，政府激励政策较
多，但应该看到这些邦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并不是很高，人口、
市场容量也相对有限。
1.2.6.4 了解设立企业基本程序
投资设立企业的形式包括代表处、分公司、私人有限公司和公众
公司 4 种，投资前可向印度投资署咨询相关投资业务，只要符合印度
法律要求并提交相关文件即可注册。设立代表处和分公司：由母公司
或其委托人向位于孟买的印度储备银行提出申请。设立私人、公众公
司：由股东向印度公司事务部设在各地的公司注册办公室申请。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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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公司法的规定准备公司章程，包括公司名称、公司经营期限、公
司营业范围、股东人数、出资比例、董事会如何召集等；签署和认证
公司章程；将公司章程连同所需费用提交给相关注册机关。
投资属于超过印度政府有关规定或行业限制的，需报印度财政部
下属的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审批。超过 120 亿卢比的投资还需经印度
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报印度内阁经济事务委员会（CCEA）审核批准。
对直接投资超过 26%的国防设备生产，需经国防生产部报内阁安全委
员会最终审批。在注册公司的不同阶段，需要与不同政府部门打交道，
一般至少涉及公司注册局、税收和财政、劳工、印度央行等部门。
对于公司并购，需遵照印度《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如果并购股
权比例超过行业外资持股比例要求的，需获得印度财政部的批准；所
有印度企业的股权和债权转让需获得印度储备银行的批准；若并购总
金额超过 120 亿卢比，还需获得内阁经济委员会的批准。外国企业可
以通过印度证券市场收购当地上市公司。如外国公司通过市场持股超
过目标企业流通股总额的 5%，则须通知目标企业、印度证监会和交
易所；如果持股超过 15%，继续增持股份则需要获得印度证监会和储
备银行的批准，获得批准后必须通过市场邀约收购其他股东所持股份
的 20%。
1.2.6.5 合法纳税防范涉税风险
中国企业在设立注册、日常运营、税务申报、关联交易等过程中，
要高度重视诚信和独立交易原则，坚持依法合规纳税。要树立风险意
识，企业跨国投资前要对面临的潜在政治、法律、营商、宗教、地缘
环境等风险了然于胸，制定并严格实施风险防控措施，通过聘请专业
咨询机构、选择项目投资方式等多种途径规避、应对涉税风险。
1.2.6.6 其他注意事项
在印度投资经营还应注意以下情况：
（1）印度对外国资本实行中性政策。缺少专门针对外资的优惠
政策，对外资在印度设立的企业视同当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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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成本较高。印度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工业配套能力不
足，高技能人才短缺，特别是近年来房地产价格大涨等导致投资商务
成本较高。
（3）企业注册人员签证困难。中国企业在印度注册成立公司，
尤其是办事处和代表处时，面临严格审核，往往需耗时数月，且极难
获得批准；印度政府签发的工作签证、商务签证与申请企业是否在印
度投资无直接关系，工作签证手续繁琐、成功率很低，商务签证一次
停留期一般不超过 3 个月，还需要 30 天出境一次。
（4）法律体系复杂税收监管严格。印度现行法律和税收体系较
为复杂，涉及签署重要合同以及日常财务管理、税收申报等事项应聘
请当地有资质、资信良好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协
助办理。
（5）宗教信仰多影响大。印度是宗教大国，宗教、教派众多，
宗教对印度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影响深刻，在印度投资应适当了解当
地的主要宗教背景、民俗、生活习惯等，尊重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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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印度税收制度简介

2.1 概览
2.1.1 税制综述
印度税制是以印度宪法的规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根据印度宪法
第 265 条规定：“没有议会的授权，行政上不能课税”。印度税收立
法权和征收权主要集中在联邦中央政府和各邦之间，地方市一级政府
负责少量的税种征收。中央和各邦的征税权有明确的划分，中央政府
征收的税种（Central Taxes）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两大类，直接税
主要由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财富税等组成，间接税主要包括货
物与劳务税（2017 年 7 月 1 日开征）、关税等。印度的税收主要由印
度税务局（Indian Revenue Service，缩写为 IRS）管理，其下属的
中央直接税局管理所得税、财富税等直接税相关事宜；印度消费税和
海关中央委员会（Central Board of Excise and Customs，缩写为
CBEC）负责管理印度的海关、中央消费税、服务税等间接税事宜。邦
政府也主要征收新开征的货物与劳务税、印花税、邦消费税、娱乐博
彩税、土地收入税等。在货物与劳务税没有覆盖的领域，如石油产品
和白酒，继续征收增值税（未实施增值税的邦为销售税）等原税种。
地方城市政府征收的税种主要包括财产税、入市税，以及供水、排水
等公用设施的使用税等。
印度联邦、邦及地方政府虽然有各自管理的税种，但税收收入主
要集中在联邦，中央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 65%左右，邦及地方
政府收入占 35%左右。各邦的税收来源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各邦自
主税收收入，另一部分为由中央统一分配的课征税目并有支配权的税
收收入，两者各占 60%和 40%。总体来看，印度税收收入从 2003 年以
来呈递增趋势，占 GDP 比重也逐年递增。
2.1.2 税收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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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税收征收严格遵循税收法定主义。印度 1949 年《宪法》
第 265 条规定了非经法律授权不得征税。印度中央和各邦税种的开征
均需由《宪法》授权。印度《1961 年所得税法》是印度税法体系中
的核心法律，构成直接税成文法的主体。此外，印度关税以及刚刚实
施的货物与劳务税构成了间接税成文法的主体。加上各邦的地方税，
形成了目前的税收体系。
由于印度法律采用的是英美法系，又称为普通法法系或者海洋法
系，因此，虽然印度税法（制定法或成文法）不断增加和完善，但是
仍然受判例法解释的制约。判例法一般是指高级法院的判决中所确立
的法律原则或规则。这种原则或规则对以后的税收案件判决具有约束
力或影响力。
2.1.3 近三年重大税制变化
自上世纪 50 年代印度开征中央消费税以来，印度税制一直以间
接税为主体税种。1951-2014 年，印度间接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
重一直在 60%以上。多年来，由于中央和邦、邦与邦之间在税源上的
无序竞争形成的税制格局，造成了印度现行税收体制税种多、遵从难、
效率低等弊端，极大阻碍了国内市场商品的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流
转环节的重复征税增加了商品成本，降低了国际竞争力。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印度就逐步开始了间接税税制改革。先后引入了“有
限增值税”和服务税，使流转税制得到初步完善。进入本世纪，历届
政府持续致力于间接税改革，拟通过引入货物与劳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GST），统一和简化印度税制。2017 年，印度的税制
经历了重大变革。GST 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将多个间接税纳
入其中。同时，近 17 个间接税税种被废除，使间接税的税收规则更
加简化。在此之前，政府对各种应税服务和商品交易要征收不同种类
的邦税和中央税。复杂的税收制度和相互矛盾的规则使得某些人利用
税收体系的漏洞逃税。GST 引入后，更多的财产被估定者被纳入了征
税范围，这加大了逃税者逃税难度。印度政府在 2019 年 9 月 20 日颁
布了 2019 年税收法律条例（修订案），着力提升印度在制造业领域的
地位，并提升印度对于外资投资和高新技术引进的吸引力。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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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优化税率、简化税法，提高了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减轻了纳税
负担，强化了税收执行。印度的税务管理不断趋于合理。
由于印度新的间接税制刚刚建立，货物与劳务税在实施过程中在
税率、征税对象和征收管理等诸多方面正在进行频繁调整和磨合，新
税还要经历相应的适应期才能步入正轨。因此，本税收指南会及时更
新货物与劳务税的变化情况。由于目前货物与劳务税还未完全覆盖所
有的领域（如酒精、电力、石油和能源产品，以及部分土地和不动产
交易），有些原有的税种还要继续执行，因此，在本税收指南中除了
服务税，原有的间接税税种介绍暂时予以保留。

2.2 企业所得税（Corporate Income Tax）
2.2.1 居民企业
2.2.1.1 判断标准
居民企业是指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在印度注册成立的企业或以
往任意一个年度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位于印度的企业。实际管理机构
所在地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总机构所在地。印度中央直接税局
（Central Board for Direct Taxes，CBDT）发布的 2007 年 6 号公
告对实际管理地在股东股份控制、管理控制和经营控制等方面做了明
确界定。
2.2.1.2 征收范围
居民企业应就其全球收入在印度缴纳企业所得税（除非有特定豁
免）
。如果外国公司实际管理机构地点位于印度，则应就其全球收入
在印度缴纳企业所得税。
（1） 应税所得
所得税的应税所得分为 4 类：
① 经营利润或收益；
② 财产收入，包括自用、出租居住房、商业用房。如果该财产
用于公司的业务运营，则不属于这个范畴；
③ 资本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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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赴印度投资税收指南

④ 来自其他来源的收入，包括彩票奖金，比赛和证券利息。
（2） 免税所得
① 合伙企业的股份收益；
② 长期资本利得；
③ 境外劳务所得；
④ 政府债券收入；
⑤ 救济基金收入。
2.2.1.3 税率
境内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为 30%。此外，企业还应根据企
业所得税额缴纳相应的附加税和附加教育税。一些企业执行特定的优
惠税率：
（1）2017-18 财年总营业额或总收入未超过 40 亿卢比的中小企
业在不享受税收豁免或激励的情况下适用 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2）2016 年 3 月 1 日或之后完成注册登记的生产、制造、研发
企业以及配套企业在不享受税收豁免或激励的情况下适用 15%的企业
所得税税率，并缴纳 10%的附加税。
（3）在境内研发（根据 1970 年专利法，至少 75%的研发费用发
生在印度）和注册的专利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适用 10%的企业所得税
税率。
（4）2017 年金融法案规定，碳信用额转让的总收入适用 10%的
企业所得税税率。
（5）以有限责任合伙形式存在的境内企业实体同非法人合伙企
业适用 30%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6）在印度境外成立的外国企业和有限责任合伙企业适用 40%
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2019 年 9 月 20 日颁布的 2019 年税收法律条例（修订案）对企
业所得税税率进行了一些调整：
（1）自 2019-20 财年开始，境内企业在不享受税收豁免或激励
的情况下可选择按 22%的税率缴纳所得税，加 10%的附加税和地方税
后，实际税率为 25.17%。行使此选择权的企业无需缴纳最低替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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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2.2.3.4）。此选择权一旦行使即不可撤销。享受税收豁免或
激励的境内企业可在税收优惠期结束后行使此选择权。
（2）自 2019-20 财年开始，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或之后注册成
立且在 2023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开始生产并首次投资制造业的新设境
内制造业企业在不享受税收豁免或激励的情况下可选择 15%的企业所
得税税率，加 10%的附加税和地方税后，实际税率为 17.16%。行使此
选择权的企业无需缴纳最低替代税。
（3）选择享受税收豁免或激励的企业按照修订前的税率缴纳企
业所得税，税收豁免或激励到期后企业可以选择 22%的税率缴纳企业
所得税，并且之后不能更改。对于继续申请税收豁免或激励的企业，
最低替代税率由 18.5%下降至 15%，有效最低替代税率为 17.47%。
2.2.1.4 应纳税额
公司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成本费用和各项
扣除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应税所得乘以
适用税率后为所得税的应纳税额，在此基础上，再计算出附加税、地
方税、附加教育税，为所得税的应纳税总额。
2.2.1.5 居民企业预提所得税
预提所得税是指居民企业支付给非居民，包括雇员、商业伙伴及
海外代理商时所应缴纳的税。居民企业应缴纳以下预提所得税：
表 1 居民公司缴纳预提税税率
收入类型

预提税税率（%）

利息
股息：

10
- 认定的股息

10

- 其他股息，超过 5000 卢比

10

特许权使用费和专业费用

10

电影销售、发行、展览的技术服务（非专业服务）或版权费

2

从事呼叫中心业务取得的技术服务和专业费用

2

个人或家庭支付给承包商的服务费

5

博彩和赛马收入

30

合同款项：

- 支付给个人或家庭

1

- 支付给其他人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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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佣金（2016 年 6 月 1 日生效）

5

代理费或经纪人佣金（2016 年 6 月 1 日生效）

5

租金：

- 工厂、机械或设备

2

- 土地、建筑或家具

10

强制征用某些不动产取得的补偿

10

个人租赁用于非营业性质的租金每月超过 5000 卢比

5

2019 年 9 月 1 日起未豁免的人寿保险费用

5

2019 年 9 月 1 日起，除政府、上市银行、ATM 运营商等，自取现金

2

累计超过 1000 万卢比
过去 3 年未申报且申报期已过，自取现金累计超过 200 万卢比且不

2

超过 1000 万卢比
过去 3 年未申报且申报期已过，自取现金累计超过 1000 万卢比

5

转让不动产支付的对价（农业用地除外）

1

短期资本利得：

- 2008 年 3 月 31 日以前

10

- 2008 年 3 月 31 日以后

15

长期资本利得

20

2.2.1.6 境外税收抵免
为避免双重征税，印度已与多个国家（地区）签订了税收协定（安
排）
。若未签订税收协定，居民企业可就境外已缴纳的税款申请境内
税收抵免。抵免金额为该征税收入应缴印度企业所得税款和境外已缴
税款的二者孰低值。
2.2.2 非居民企业
2.2.2.1 判断标准
印度所得税法第 6 条规定，达不到居民企业标准的公司属于非居
民企业。从税收角度考虑，外国公司在印度的分公司（Branch Office）
会被视作为外国公司的延伸，因此在征税时也会被认定为非居民企
业。
2.2.2.2 征收范围
非居民企业仅就来源于印度的所得以及在印度取得的所得在印
度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具体情况，某些所得可能被视为来源于印度
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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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税率
非居民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通常适用 40%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加收
2%（如果净收入超过 1000 万卢比但不超过 1 亿卢比）或 5%（如果净
收入超过 1 亿卢比）的附加税以及 4%的附加教育税。
在印度无常设机构的非居民企业获得的特许权使用费适用 10%的
企业所得税税率。
居民企业或商业信托向非居民企业支付的外币贷款利息适用 20%
的预提所得税税率。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满足下列任意条件时，
居民企业或商业信托向非居民企业支付外币贷款利息适用 5%的预提
所得税税率以及相应的附加税和地方税：一是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1 日间签订的贷款协议；二是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10
月 1 日间发行的长期基础设施债券；三是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1 日间发行的长期债权（包括长期基础设施债券）
。2017 年 7
月 1 日以后，新增的外币贷款利息不再享受上述 5%的预提所得税税
率。此外，对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前，境内企业向境外企业借入以卢
比计价的债券所支付的利息将继续适用 5%的预提所得税税率。向非
居民企业支付外币可兑换债券的利息适用 10%的预提所得税税率。
从事航运、空运、整套承包工程和设备租赁业务的非居民企业适
用特殊的假定税收，即将总收入的 5%至 10%视为应税利润来征收企业
所得税。
非居民企业从事勘探、油矿开采、厂房设备建设取得的收入按
10%计征。
如果中央政府同意外国企业将在印度储存有原油的设施出售给
印度居民，该收入将被豁免。
股东拥有的股息应按 20%的税率缴税。公司分配股息需要按 20%
预提所得税。
对于支付给外国公司的特许权使用费和技术服务费，如果该特许
权使用费和技术服务费的协议经中央政府批准或符合行业政策，则按
1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并加收 2%或 5%的附加税以及 3%的附加
教育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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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印度构成常设机构或在印度拥有固定营业场所的非居民
企业，如果在 2003 年 3 月 31 日后达成特许权使用费或技术服务费协
议，且根据协议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或技术服务费与该常设机构或固
定营业场所有实际联系，则支付的款项将以净收入为基础按 40%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并加收 2%或 5%的附加税以及 3%的附加教育税）
。
表 2 非居民企业税率
类型

税率（%）

注释

企业所得税税率：

40

1

资本利得税税率：

20

1、2

预提所得税税率：
股息

20

利息

- 支付给境内企业的利息

10

3、4

- 支付给外国企业的利息

20

1、3、4、5、6

专利、专门技术等的特许权使用费

10

1、3、6、7

技术服务费

10

1、3、6、7

净营业亏损（年）:

- 向以前年度结转年限

不适用

- 向以后年度结转年限

8年

8

（1）对于净收入超过一定标准的，还需要加收附加税和附加教育税。即：以所得税为
税基，按下列税率加收附加税。另外，以企业所得税和附加税为税基，还需按 3%税率加收
附加教育税。由于附加税和附加教育税的加收，所以会导致综合的实际税率上涨。
① 对于净收入超过 1 亿卢比的境内公司：附加税的税率为 12%；
② 对于净收入超过 1 亿卢比的外国公司：附加税的税率为 5%；
③ 对于净收入超过 1000 万卢比的境内公司：附加税的税率为 7%；
④ 对于净收入超过 1000 万卢比的外国公司：附加税的税率为 2%。
因此，如果净收入不超过 1000 万卢比，无需缴纳附加税。如果净收入超过 1000 万卢
比，则会由于加收附加税和附加教育税，导致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有所提高。
（2）见 2.2.3.7 节“资本利得”。
（3）永久账号（Permanent Account Number，PAN）是纳税人在印度税务机关登记时分
配到的唯一识别号。如果收入取得方未能提供永久账号，须按印度所得税法相关条款规定的
税率和 20%的二者孰高值扣缴税款。
（4）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商业信托支付给居民和非居民（包括外国公司）的利息
应缴纳预提所得税，税率分别为 10%和 5%，并加收适用的附加税和附加教育税。
（5）该税率适用于外币借款或债务产生的利息。就支付给非居民企业（包括外国公司）
以下款项的利息按 5%的税率缴纳预提所得税（视情况加收 2%或 5%的附加税，以及 3%的附加
教育税）
：
① 基础设施债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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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1 日期间境内公司以贷款方式所借外币、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1 日期间发行的长期基础设施债券或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1 日期间发行的长期债券，适用税率取决于某些条件的规定（对
于长期债券，如果收入取得方未提供永久账号，则不能使用预提所得税优惠税
率）
；
③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1 日期间境内公司以卢比计价的债券的应付利
息，或向外国机构投资者或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发行的政府有价证券的应付利
息。其他利息按 40%的税率缴纳税款（视情况加收 2%或 5%的附加税，以及 3%的
教育税）
。
另外，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商业信托支付给居民和非居民（包括外国公司）
的利息应缴纳预提所得税，税率分别为 10%和 5%，并加收适用的附加税和附加教
育税。
（6）如果收入取得方位于特定管辖地域（Notified Jurisdictional Area，NJA），须
按印度所得税法相关条款规定的税率与 30%的二者孰高值扣缴税款。塞浦路斯已被宣布为属
于特定管辖地域（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生效）
。
（7）境内公司支付给外国公司的特许权使用费和技术服务费适用 10%的税率（视情况
加收 2%或 5%的附加税，以及 3%的附加教育税）
。然而，如果根据协议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
或技术服务费与取得收入的非居民企业在印度的常设机构或固定经营场所有实际联系，则支
付的款项应以净收入为基础按 40%的税率缴税（视情况加收 2%或 5%的附加税，以及 3%的教
育税）
。
（8）剩余折旧可无限期往后结转，以抵减以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2.2.2.4 非居民企业预提所得税
非居民企业应缴纳以下预提所得税：
表 3 非居民企业预提税税率
支付类型

税率（%） 注释 1、2、3

股息

20

外币贷款利息

20

注释 4

特许权使用费和技术服务费

10

注释 5

租金

40

博彩和赛马收入

30

免税收益之外的长期资本利得

20

其他所得

10

（1）对于支付给外国公司的款项超过一定标准的，还需要加收附加税和附加教育税。
即：以所得税为税基，按下列税率加收附加税。另外，以企业所得税和附加税为税基，还需
按 3%税率加收附加教育税。因为附加税和附加教育税的加收，所以会导致综合的实际税率
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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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支付给外国企业的款项超过 1 亿卢比的：附加税的税率为 5%；
② 对于支付给外国企业的款项超过 1000 万卢比的：附加税的税率为 2%。
（2）如果收入取得方未能向付款方提供永久账号（PAN），须按以下税率的孰高值扣缴
税款：
① 印度所得税法相关条款规定的税率；
② 税收协定规定的税率；
（3）见 2.2.2.3 节注释（6）
。
（4）见 2.2.2.3 节注释（5）
。
（5）见 2.2.2.4 节注释（7）
。

2.2.2.5 境外税收抵免
非居民企业纳税人需要取得所在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证明其属
于印度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居民，方可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和减
免。该证明须由该非居民企业所在地的政府部门签发。除了取得该证
明外，非居民企业纳税人还须保存其他的规定文件和信息。
2.2.3 其他
2.2.3.1 股息
自 2003 年 4 月 1 日起，境内公司在宣告、分配或支付股息时，
对应付股息总额需缴纳股息分配税（Dividend Distribution Tax，
DDT），综合税率为 17.304%（基础税率为 15%，再加上 12%的附加税
和 3%的附加教育税）
。所缴股息分配税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此
外，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在计算股息分配税时，需要将股息分配
额换算成含税金额再计算税额。因此，股息分配税的实际税率变为
20.37%。
如满足规定的条件，境内公司支付的（应对其征收股息分配税的）
股息金额可减去其从附属公司获得的已缴纳股息分配税的股息金额。
国内公司从其拥有 26%或以上股份的指定外国公司获得的股息总
额，应按 15%的优惠税率缴税并加收适用的附加税和附加教育税。
如满足特定的条件，境内公司从其拥有 50%以上股份的外国公司
获得的股息，可抵减该境内公司支付给其股东的应缴纳股息分配税的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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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 年 6 月 1 日起，由在经济特区的企业或开发商宣告派发、
分配或支付的股息也应缴纳股息分配税。
2.2.3.2 最低替代税10（Alternate Minimum Tax，AMT）
根据所得税法，若在所有符合条件的扣除扣减后，公司的应纳税
额低于其账面利润的 15%，则应缴纳最低替代税。最低替代税税率为
15%，另外加收适用的附加税和附加教育税（境内公司视情况按 7%或
12%的税率缴纳附加税，国外公司视情况按 2%或 5%的税率缴纳附加
税；附加教育税税率为 4%）
。最低替代税仅对公司征收；事务所或其
他个人等非公司组织不适用此税，但另需按 15%的税率单独缴纳最低
替代税，最低替代税有法定扣除，并需征收适用的附加税和附加教育
税。计算最低替代税时，须对账目中体现的净利润进行纳税调整。
（1）调增利润表净利润的关键项如下：
① 已缴或应缴企业所得税金额（包括股息分配税、根据所得税
法征收的滞纳金利息、附加税和附加教育税）以及该税项的
预提金额；
② 计入储备金的金额；
③ 分配给预计负债（非实际发生的负债）的金额；
④ 分配给下属公司预计损失的金额；
⑤ 实际派发或拟派发股息金额；
⑥ 与免税收入相关的支出金额；
⑦ 与个人从所属协会或团体取得应纳税收入所对应的相关支
出；
⑧ 与外国公司从资本利得、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技术服务费
获取的收入有关的支出金额；
⑨ 资本资产转让的名义亏损额（资本资产，属于商业信托特殊
目的工具的股票，以换取该信托分配的资产），或上述资产账
面金额的任何变动产生的名义亏损额，或资产转让的亏损额；
⑩ 折旧金额；
10

印度所得税法第 115JB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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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 计入利润表借方的递延税款金额及该税项的预提金额；
⑫ 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
⑬ 因资产报废重估的与该资产有关而产生的重估储备金金额；
⑭ 资产转让的收益额，其计算需考虑与上述条款中提及的资产
交换的股票成本，或交换时股票的账面金额，前提是该类股
票在利润表中以公允价值而非成本的形式被持有。
（2）调减利润表净利润的关键项如下：
① 从任何储备金或准备金中提取的计入利润表贷方的金额；
② 免税收入金额；
③ 计入利润表借方的折旧额（因资产重估产生的折旧除外）
；
④ 从重估储备金中提取且计入利润贷方的金额，前提是该笔金
额不超出因资产重估产生的折旧额；
⑤ 个人从所属协会或团体取得免税收入且计入利润表贷方的金
额；
⑥ 外国公司从资本利得、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技术服务费中
获取的收入金额；
⑦ 资本资产转让的名义收益额（资本资产，属于商业信托特殊
目的工具的股票，以换取该信托分配的资产），或上述资产账
面金额变动的名义收益额，或根据特定条件转让资产的名义
收益额；
⑧ 资产转让的亏损额，其计算需考虑与上述条款中提及的资产
交换的股票成本，或交换时股票的账面金额，前提是该类股
票在利润表中以公允价值而非成本的形式持有；
⑨ 账目中结转的亏损额（折旧除外）或未提折旧的二者孰低者；
⑩ “经营困难”的工业企业的利润，该类公司在财年末累积的
亏损等于或多于其资产净值，并且被工业与金融重建委员会
（Board for Industrial and Financial Reconstruction）
宣布为经营困难的公司；
⑪ 递延税款金额。

33

中国居民赴印度投资税收指南

根据所得税法的一般规定，公司已缴的最低替代税可以向后结转
15 年并抵减之后年度的应纳所得税。可抵减的企业所得税的最高额
度等于根据所得税法计算的总收入对应的应缴税款与当年度根据最
低替代税条款应缴纳的税款之间的差额。
最低替代税条款于 2012 年 4 月 1 日生效，也适用于在经济特区
内的企业或开发商开展业务或提供服务所获得的收入。最低替代税不
适用于从寿险业务中获得的收入。
公司必须取得一份由注册会计师按统一格式出具的鉴证报告，以
证明账面利润额。
2.2.3.3 回购税11（Buyback Tax）
境内公司回购其非上市股票应按 20%的税率缴纳回购税，另外加
收 12%的附加税和 3%的附加教育税，从而实际税率为 23.072%。回购
税按股票回购价格和公司发行股票取得的对价之间的差额进行计算。
原股东取得回购价款无需缴税。
2.2.3.4 资本利得
总体而言，所得税法就资本利得适用的特别税率做出了规定。源
自“资本资产”的“转让”产生收益应作为资本利得缴纳税款，并应
归属于转让年度的收入。
“转让”12和“资本资产”13在所得税法中的定义范围很广。此外，
外国实体的股份或权益，若价值大多直接或间接源自位于印度的资本
资产，则被视作位于印度的资本资产。从该类视同资本资产的转让中
获取的收益应视为转让年度的收入。
资本利得在印度适用的税率，取决于转让的资本资产是短期资本
资产还是长期资本资产。短期资本资产的定义14是，持有时间少于 36
个月的资本资产。然而，若资本资产是印度公认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

11

印度所得税法第 115QA 节

12

印度所得税法第 2（47）节

13

印度所得税法第 2（14）节

14

印度所得税法第 2（42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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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股票型共同基金或特定零利息债券，则持有时间可少于 12 个月
（而非 36 个月）
。非短期资本资产的资本资产即为长期资本资产15。
（1）已缴纳证券交易税的特定交易的资本利得
证券交易税（Security Transaction Tax，STT）是指投资者对
股票交易中支付或获得的对价总额支付的税收。若已就交易缴纳了证
券交易税，则转让印度公认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股票型基金或商
业信托股票所产生的长期资本利得可免予缴纳资本利得税16。
若已就交易缴纳了证券交易税，则转让印度公认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公司的股票、股票型共同基金或商业信托股票所产生的短期资本利
得，应按 15%的优惠税率缴税，并视情况加收附加税和附加教育税17。
上述税制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纳税人，包括外国机构投资者。
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包含在首次公开募股中的非上市股票的
销售也应缴纳证券交易税，并且可就长期或短期资本利得享受上述优
惠税率。
（2）未就交易缴纳证券交易税的资本利得
尚未缴纳证券交易税的股票，和股票型共同基金的销售以及转让
非特定证券的资本资产产生的资本利得，适用下列资本利得税税率
（不含适用附加税和教育税）：
表 4 资本利得税率
纳税人类型

短期资本利得税税率
（%）

境内公司

注释 1
30
19

外国机构投资者

30

非外国机构投资者的非居民

40

长期资本利得税税
率（%）

注释 1

18

注释 2

20

10
20

注释 2、3

（1）除该税率外，还应缴纳附加税和附加教育税。若公司净收入超过 1000 万卢比，则
境内公司按 7%缴纳附加税，国外公司按 2%缴纳附加税。若净收入超过 1 亿卢比，则境内公

15

印度所得税法第 2（29A）节

16

印度所得税法第 10（38）节

17

印度所得税法第 10（38）节

18

印度所得税法第 112 节

19

印度所得税法第 115AD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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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缴纳的附加税税率增至 12%，国外公司缴纳的附加税税率增至 5%。附加教育税的税率为
3%。
20
（2）在特定情况下 ，也可适用 10%的优惠税率（另外加收附加税和附加教育税），例
如根据特定条件转让上市公司证券或零利息债券。
（3）自 2012-13 财年起，转让非上市公司证券产生的收益应按 10%的税率缴税，且收
益计算不享受外币汇率波动和通胀指数调整的税收利益。

①计算原则
对于 1981 年 4 月 1 日或之前购置的资产，在计算收益时，可用
实际成本替换购置当天的市值。购置成本因通胀进行指数化调整。然
而，对债券和信用债券不允许进行通胀调整。为计算资本利得，红利
股的购置成本被视作为零。非居民企业用购置该类资产时使用的货币
计算股票和信用债券的资本利得，无需因卢比的价值波动缴税。因此，
非居民企业在计算股票的资本利得时，不能进行指数化调整。自
2012-13 财年起，如果转让的对价无法查明或确定，则已转让资产的
公允市价被视作转让对价21。
②打包转让、分立和合并
“打包转让”
、“分立”和“合并”适用特殊规则。
“打包转让”是指未就单独资产和负债定价，而是按一个总对价
进行资产转让。若已持有被转让资产超过 36 个月，则此类销售产生
的利润将作为长期资本利得缴纳资本利得税。
打包转让的资本利得等于支付总价与资产净值之间的差额22。为
计算资本利得，资产的净值等于总资产的价值（从所得税角度，应计
提折旧的资产的税收折余价值与其他资产的账面价值之和）与总负债
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就公司而言，“分立”是依照印度公司法的协议安排，在满足特
定条件的前提下，由一家公司（被分立公司）向另一家公司（新设公
司）转让资产。根据特定条件，若新设公司是印度公司，则分立中资
本资产的转让不被视作应缴纳资本利得税的转让。
20

印度所得税法第 112 节

21

印度所得税法第 50D 节

22

印度所得税法第 50B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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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立中，根据被分立公司的股东在公司中的现有持股比例，按
照预先确定的股票发行比率，向其发行新设公司的股票。新设公司向
被分立公司的股东发行的股票免缴资本利得税。
若合并公司是印度公司，则与分立类似，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
下，合并中资本资产的转让不被视作应缴纳资本利得税的转让。
在合并中，通常按照预先确定的股票发行比率，向合并公司的股
东发行被合并公司的股票，置换其在合并公司中的现有持股。
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则该类股票置换无需缴纳资本利得税：
A. 根据被合并公司中的股票份额进行转让（除非股东本人是被合
并公司）；
B. 被合并公司是印度公司。
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则在两家外国公司的合并中转让印度公司
的股票无需缴纳资本利得税：
A. 合并外国公司至少有 25%的股东仍是被合并外国公司的股东；
B. 该转让在合并外国公司的注册成立所在地无需缴纳资本利得
税。
③应计提折旧的资产
对于出售应计提折旧的资产，为计算其资本利得，出售资产的销
售收入可从该类资产（包括年内新增的资产）的余额中进行抵扣。若
销售收入超过余额，则超出部分被视作短期资本利得。否则，即使特
定资产的销售收入大于资产成本，也不会产生资本利得。
④未计提折旧资产
对于未计提折旧资产，例如土地，按如下规则计算利得：
若资产持有时间达到 36 个月或以上，则资本利得被视作长期资
本利得，等于净销售收入减去经指数化调整的购置成本。持有时间少
于 36 个月的资产的销售收入被视作短期资本利得，等于销售收入减
去购置成本。对于上市股票、上市证券、股票型共同基金和零利息债
券，采用 12 个月的周期而非 36 个月的周期。
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母公司向其全资印度子公司转让资本
资产或全资子公司向其印度母公司转让资本资产可免缴资本利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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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5 税收优惠
印度提供诸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提供全部或部分免税，
降低税率，退税，加速折旧或特殊扣除。
税收优惠适用于广泛的行业，包括出口导向型企业、自由贸易区
和科技园区的工业经营、基础设施建设、酒店、旅游业，开发区的企
业、研究公司、矿物油生产、冷链设施、航运和航空运输、茶/咖啡/
橡胶工业、新闻机构和废物处理业务。
例如，在经济特区制造产品或提供服务的新成立企业有资格获得
多项税收优惠，包括前 5 年的利润和收益 100%免税，在接下来的 5
年内的利润和收益免税 50%；如满足某些条件，未来 5 年还可免税 50%；
经批准的开发商可获得较长时间的免税。
在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1 日期间注册成立的合格新办
公司可以在成立后的 7 年中连续 3 年获得 100%的免税。
对于农业推广项目的支出和印度直接税局规定的任何技能开发
项目的支出，以及建立或运营冷链设施、储存农产品的仓储设施、建
设和运营至少有 100 张床位的医院以及经济适用房计划下住房建筑
等支出，可享受 150%的加计扣除。从 2020 年 4 月 1 日开始，农业推
广项目和技能开发项目的加计扣除额将从 150%降至 100%。此外，对
其他产业的税收优惠，如基础设施经营，经济特区开发和石油及天然
气生产也将逐步淘汰。只有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之前从事上述经营的
企业才能享受这些税收优惠，因此，4 月 1 日之后开始经营的不再享
受上述税收优惠。

2.3 个人所得税（Personal Income Tax）
2.3.1 居民纳税人
2.3.1.1 判断标准及征收范围
印度的居民应就其全球收入在印度缴纳个人所得税。属于居民但
不属于常驻居民者，仅需就其来源于印度的收入、被视作在印度获得
或产生的收入、在印度境内获得的收入、或虽从境外取得但源于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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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管控的公司或从事的职业所获得的收入，在印度缴税。个人若满足
下列任一标准即被视为印度的居民：
（1）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印度停留时间达到或者超过 182 天的
个人（印度的纳税年度为 4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
。
（2）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印度停留 60 天及以上，且在之前的四
个纳税年度停留时间合计达到 365 天或以上的个人（对于
印度船只所属船员或在境外就职从而在任一纳税年度离开
印度的印度公民，或对于印度公民或印度裔个人在某一纳
税年度到访印度的情况，由 60 天提高至 182 天，
《2020 年
金融法案》将到访印度时间缩短至 120 天，以防止此类人
员在财政年度内来自印度的总收入超过 150 万卢比）。
个人若既能满足上述任一标准，也能满足下列任一条件，即将被
视为非常住居民：
（1） 在之前 10 个纳税年度中的 9 年为印度非居民。
（2） 在之前 7 个纳税年度中，
在印度总共停留时间小于等于 729
天。
所有印度企业的雇员均需缴税，除非根据 1961 年所得税法或适
用的税收协定可免予缴税。
2.3.1.2 税率

表 5 个人所得税税率（2020-2021 计税年度）
净收入范围

净收入范围

净收入范围

所得税

（年龄＜60 岁）

（60 岁≤年龄＜80 岁）

（年龄≥80 岁）

税率

25 万卢比以下

30 万卢比以下

50 万卢比以下

0

25 万卢比-50 万卢比

30 万卢比-50 万卢比

-

5%

50 万卢比-100 万卢比

50 万卢比-100 万卢比

50 万卢比-100 万卢比

20%

100 万卢比以上

100 万卢比以上

100 万卢比以上

30%

个人年应纳税收入总额超过 500 万卢比应缴纳附加税。如果应纳
税收入总额超过 500 万卢比但小于等于 1000 万卢比应缴纳 10%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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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税；应纳税收入总额超过 1000 万卢比等于 2000 万卢比应缴纳 15%
的附加税；应纳税收入总额超过 2000 万卢比等于 5000 万卢比应缴纳
25%的附加税；应纳税收入总额超过 5000 万卢比应缴纳 37%的附加税。
2.3.2 非居民纳税人
2.3.2.1 判断标准和征收范围
不符合居民个人判断标准（见 2.3.1.1）的纳税人被视作非居民
纳税人。
非居民仅需就来源于印度的收入和在印度获得、累积或产生的收
入在印度缴税。非居民通过业务联系、源于印度的任何资产或所得、
转让位于印度的资本资产（包括在印度注册成立的公司的股票）方式
所获得的所得，可被视为在印度累积或产生的收入而缴税。
2.3.2.2 税率
非居民适用特殊税率。非居民纳税人须按居民纳税人相同的税率
缴纳预提所得税，如果年净收入超过 1000 万卢比还需缴纳 15%的附
加税和 4%的健康教育税。来自外汇资产的投资收入和长期资本利得
分别按 20%和 10%征税，且不能有任何扣除。非居民纳税人出售未上
市证券取得的长期资本利得，如果已申领指数化权益按 20%的税率缴
税，未申领则按 10%的税率缴税。特许权使用费和技术服务费的收入
对应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为 10%。
2.3.3 其他
2.3.3.1 应纳税所得额
通常，在印度取得或累积的所有收入均需缴税。各类收入的纳税
具体规定如下：
（1）雇佣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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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印度提供的服务有关的所有工资收入，均被视作在印度累积
或产生的雇佣收入，无论该笔收入在何处取得或取得者的居民身份如
何。但是，若满足下列所有条件，外国公司的外籍员工则无需缴税23：
① 该外国公司未在印度从事贸易或商业活动；
② 纳税年度中该员工在印度停留不超过 90 天；
③ 雇主未就所支付的报酬申请从印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中进行抵
扣。
（2）自雇收入和经营收入
在印度从事个体经营或业务的所有个人均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个
人经营收入的计算与公司收入的计算类似。然而，如果总收入超过规
定限额，个人可以以收付实现制或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纳税人通
常可从经营总收入中扣除所有与经营相关的费用。科研支出以外的个
人费用及资本支出不可扣除。准予扣除的折旧须在规定的限额内进行
申报扣除。当年发生的经营亏损可由薪金以外的其他任何来源的收入
进行弥补。如果当年的经营亏损不足以弥补，在按时提交亏损年度所
得税纳税申报表的情况下，可向未来八个年度进行结转。然而，结转
的亏损额仅可通过经营收入弥补。投机交易的未弥补亏损仅可向未来
四个年度进行结转，并且仅可由投机业务获得的利润进行弥补。剩余
折旧可无限期结转。
（3）投资收入
股息应按以下方式缴税：
从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股息收入由股东纳税，适用税率为 10%，
附加税按 15%的最高税率纳税。居民纳税人股东取得股息收入超过
5000 卢比，应按 10%的预提税率纳税。同样的，当共有基金或商业信
托向居民纳税人股东分配股息收入超过 5000 卢比，应按 10%的预提
税率纳税。如果共有基金或商业信托等特殊机构分配给不动产投资信
托公司或者基础设施投资信托公司的股息未选择 22%的企业所得税税
率，则股东从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或者基础设施投资信托公司获得的
股息将得到税务豁免。以下利息免税：
23

印度所得税法第 10（6）
（vi）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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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拥有境外居住资格的个人（需符合外汇管理法规的相关规定）
从其非居民外部账户（Non-resident External，NRE）取得
的利息；或个人从印度储备银行（中央银行）许可保留的非
居民外部账户取得的利息。
② 计划内银行（就批准的外币存款）应支付给非居民或非常驻
居民的利息。
（4）董事费
董事费按照累进式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支付给居民的董事费需
按 10%的税率缴纳税款。专门为取得董事费而发生的费用可列为税前
扣除项目。
（5）5 万卢比以上的交易24
在某些情况下，5 万卢比以上的交易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在
未支付相应对价的情况下，其获得的任何超过 5 万卢比的款项均应缴
税。但以下情况例外：
① 个人从亲属获得的款项（需参考所得税法的界定）
；
② 个人结婚时获得的款项；
③ 根据已故人遗嘱继承的款项，或根据赠与人临终前遗嘱获得
的款项；
④ 从地方政府获得的款项（需参考所得税法的界定）
；
⑤ 从基金、基金会、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医院或其他医疗机
构获得的款项（需参考所得税法的界定）；
⑥ 从某类信托或机构获得的款项（需参考所得税法的界定）
。
如果从非亲属方获得的动产或不动产的公允价值（或印花税计税
价值）超过 5 万卢比，则该公允价值（或印花税计税价值）应作为其
他来源收入缴税。如果为获得动产或不动产而支付了对价，而对价低
于该财产的公允价值（或印花税计税价值）超过 5 万卢比，则该公允
价值（或印花税计税价值）与对价之间的差额应作为其他来源收入缴
税。
（6）租金收入
24

印度所得税法第 56（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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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从房产（包括建筑物或土地附属物）租赁获得的租金收入，
应按照规定确定应税收入，从而缴纳个人所得税。以下为可税前扣除
项目：
① 房产年租金的 30%；
② 为购买、建造、维修、翻新或重建房产所借资金应付的利息。
当年发生的房产亏损可由其他任何来源的收入进行弥补。如果当
年的房产亏损不能全额弥补，可向未来八个年度进行结转。然而，结
转的损失仅可由源于房产的收入弥补。
2.3.3.2 税前扣除项目
个人可申请从总收入中扣除不超过 15 万卢比的人寿保险、储蓄
工具及养老基金，如印度新退休金计划（New Pension Scheme，NPS）。
向印度人寿保险公司缴纳的个人和家庭养老金每年扣除最高限额为 1
万卢比。医疗保险费最高扣除限额为 2.5 万卢比。健康检查的最高扣
除限额为 0.5 万卢比（如被保险人为 60 岁或 60 岁以上的印度居民，
则最高可扣除 5 万卢比）
。个人为父母缴纳的医疗保险费最高扣除限
额为 2.5 万卢比（如被保险人为 60 岁或 60 岁以上的印度居民，则最
高可扣除 5 万卢比）
。未纳入保险范围的医疗费最高扣除限额为 4 万
卢比（如被医疗人为 60 岁或 60 岁以上的印度居民，则最高可扣除
10 万卢比）。为接受高等教育而获得的贷款，所支付的利息可全额扣
除。患有残疾或家属患有残疾的纳税人缴税最高扣除限额不超过 12.5
万卢比。储蓄存款获得的利息每人最高扣除限额为 1 万卢比（60 岁
或 60 岁以上的印度居民最高可扣除 5 万卢比）。
2.3.3.3 税收优惠
通常，大多数薪酬收入均需在印度缴税。然而，根据特定要求，
下列福利可享受税收优惠待遇25：
（1） 公司提供的住房——若住房（包括房屋、公寓、农舍或在
宾馆、汽车旅馆、酒店式公寓、招待所、房车、活动房屋、
轮船或其他悬浮式建筑的住宿）为雇主所有，则公司提供
25

印度所得税条例第 3 章第 1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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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房福利需要缴税（但仅限于等同工资一定比例的部
分）。对于人口超过 250 万的城市，该比例为 15%；对于人
口超过 100 万但少于 250 万的城市，该比例为 10%；其他
地区该比例为 7.5%。上述计税福利金额需要减去从员工处
收回的款项。若住房由雇主租赁，则计税福利金额等于支
付的实际租金或工资的 15%的二者孰低者，另外还需减去
从员工处收回的款项。对于雇主在住房内提供的家具和家
电，计税福利金额等于雇主拥有设施成本的 10%或实际租
金（若设施由雇主租赁）的 10%，另外还需减去从员工处
收回的款项。为在矿区或陆上石油勘探区、项目施工工地、
坝址、发电厂或海上工作的员工提供的住宿，若满足下列
任一条件，不适用上述规定（即：住房福利不计税）：
（2） 住宿为临时性质，拥有的基座面积不超过 800 平方英尺，
且距市区范围或宿营地不少于 8 千米。
（3） 住宿位于边远地区（即：根据最新发布的全印度人口普查，
该地区距离人口不超过 2 万人的城镇至少 40 千米）。
（4） 酒店住宿——若为员工提供酒店住宿（包括汽车旅馆、酒
店式公寓或招待所性质的有营业执照的居所），则需以雇主
支付的费用或工资的 24%的二者孰低者减去从员工处收回
的款项为基础缴税（除非是为员工搬迁提供住宿且不超过
15 天）。为搬迁提供的该类住宿无需缴税。
雇主缴纳的以下项目，如不超过规定限额，则不必计入雇员的应
税薪酬：
（1） 报销的医疗费用；
（2） 印度退休福利基金缴款，包括公积金、抚恤及养老基金。
部分津贴（包括租房津贴和度假旅行津贴）可免税，或以一个较
低值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但需符合特定条件。雇佣开始或结束时支付
的额外津贴需计入应税薪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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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停留时间少于 182 天，则根据税收协定可享受相似的免税优
惠，但是适用条件有所不同。在外国轮船上工作且在纳税年度中在印
度停留不超过 90 天的非居民外籍员工也无需就其收入缴纳税款。
2.3.3.4 其他
（1） 除股票和证券以外的资产的资本利得
源于短期资产转让的资本利得按照标准税率缴税。应计提折旧资
产的销售收入须用于抵减该资产的余额价值（包括本年度增加额）。
如果销售收入超过相关资产的余额价值，则超额部分被视为短期资本
利得，并按照标准税率缴税。长期资本利得是指持有期限超过三年的
资产获得的收益。如果长期资本利得在六个月内进行再投资，可在某
些情况下免税。如果新资产在购买后三年内出售或在某些情况下用作
贷款或预付款担保，则出售原始资产的资本利得应在新资产出售或用
作担保的年度缴税。如果纳税人或纳税人的父母在转让日期前的至少
两年内将土地用于农业，且纳税人在转让日期后两年内将收益用于购
买其他土地用于农业，则土地转让产生的资本利得免税。如果销售农
业用地获得的收益未进行再投资，则持有农业用地的时间若不超过三
年就按短期收益缴税，若超过三年就按长期收益缴税。
（2） 在印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及证券的资本利得
转让在印度公认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或股票型基金所获得的
长期资本利得（源于持有期限超过一年的上市证券的收益）免税，前
提是此交易已缴纳证券交易税。在印度公认证券交易所转让股票或股
票型基金获得的短期资本利得按 15%的优惠税率缴税（加收附加教育
税）
，前提是该交易应缴纳证券交易税。首次公开募股中按公开要约
出售的未上市股票也应缴纳证券交易税，如果股票持有期限超过一年
（长期资本利得）
，则由此产生的收益可免税。如果股票持有期限不
超过一年（短期资本利得）
，则应按 15%的优惠税率缴税（加收附加
教育税）。
（3） 通货膨胀调整（Inflation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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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长期资本利得时，资产成本可因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对于
1981 年 4 月 1 日或之前持有的资产，可使用 1981 年 4 月 1 日的市价
代替成本计算收益。然而，这一调整在以下情况均不适用：
① 非居民转让以外币收购的印度公司股份；
② 居民或非居民转让债券或信用债券。
（无论以何种货币进行收
购的）
（4） 印度未上市股票及证券的资本利得
长期资本利得（未在印度任何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包括在印
度境外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股票，以及持有期超过三年的其他
特定证券产生的收益）应在经通货膨胀调整后，按 20%的税率缴税（加
收附加教育税）
。对于非居民，该收益应按 10%的优惠税率缴税（加
收附加教育税），无需进行通货膨胀调整。
源于转让上述股票及证券的短期资本利得按照标准税率缴税。
（5） 资本亏损的抵减
短期及长期资本亏损不可冲抵其他收入。纳税年度期间产生的短
期资本亏损可与短期资本利得或长期资本利得相抵减。短期亏损余额
可向未来八个税务年度结转，并与该八个年度产生的短期或长期资本
利得相抵减。税务年度期间产生的长期资本亏损仅可与长期资本利得
相抵减，不可与任何其他收入相抵减。长期亏损余额可向未来八个税
务年度结转，并与该八个年度产生的长期资本利得相抵减。为申报亏
损结转及抵减，纳税申报表须在规定时限内提交。
（6） 外汇资产的资本利得
非居民或需按照 10%的税率就特定外汇资产的长期资本利得缴纳
预提税。由于资本利得以收购印度公司股票或信用债券所使用的货币
计算，因此非居民可以免受以卢比计价的印度公司股票或信用债券销
售价值的波动影响。在计算资本利得后，将资本利得换算为卢比。该
计算过程中不可进行通货膨胀调整。
（7） 雇主提供的股票期权
雇员因员工持股计划（Employee Stock Option Plans，ESOP）
产生的收入应作为薪金收入缴税。从税收角度，员工持股计划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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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是指雇员行权日的公允市价（Fair Market Value，FMV）减去雇
员支付的行权价格。因此，公允市价是指按照 1961 年所得税法规定
的方法确定的价值。在按上述方法计算股份出售时产生的资本利得
时，收购成本为股份分配时确定应纳税所得额所考虑的截至行权日的
公允市价。

2.4 货物与劳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
2.4.1 概述
货物与劳务税分为四个子税，即中央货物与劳务税（CGST）
、邦
货物与劳务税（SGST）
、综合货物与劳务税（IGST）和中央直辖区货
物与劳务税（UTGST）。其中，中央直辖区货物与劳务税相当于邦货物
与劳务税，属于地方政府一级税收。邦货物与劳务税须经过各邦的立
法机构批准，目前印度自称的（部分领土与中国存在争议）29 个邦
以及德里和普杜里26中央直辖区已批准并执行了邦货物与劳务税。此
外，没有立法机构的其余 5 个中央直辖区执行了中央直辖区货物与劳
务税法。另外，按照货物与劳务税补偿税法，中央将向部分邦因税改
造成的财政损失进行补偿。
2.4.1.1 征税人
印度货物与劳务税改革后将实行“双轨制”
，中央和邦政府作为
征税人同时征收各自的 GST。所谓“双轨 GST”，是指对邦内提供的
货物和劳务，由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分别征收中央货物与劳务税（CGST）
和邦货物与劳务税（SGST），“中央直辖区”
（UnionTerritory）征收
“中央直辖区 GST”
（UTGST，相当于 SGST）。对于邦际交易，则由中
央征收综合货物与劳务税（IGST），其税为 CGST 和 SGST 之和。
开征双轨 GST 后，原由中央和邦政府征收的其他相关流转税原则
上取消。如中央货物与劳务税取代现行的中央消费税、附加消费税、
特别附加关税、服务税及其他附加税捐；邦货物与劳务税取代邦增值

26

德里和普杜里虽为中央直辖区，但由于已有独立立法机构，故执行邦货物与劳务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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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邦销售税、购置税、娱乐税、奢侈税、入市税、彩票税、博彩税
及其他附加税捐。
2.4.1.2 抵扣原则
在进项抵扣方面，新税实行分级征收分类抵扣。缴纳中央货物与
劳务税时可抵扣上一环节的中央货物与劳务税。同样，邦货物与劳务
税抵扣规定也是如此。具体的抵扣原则是：
（1）中央货物与劳务税（CGST）和邦货物与劳务税（SGST）不
允许交叉抵扣；
（2）综合货物与劳务税 IGST 可以和 CGST 及 SGST 交叉抵扣；
（3）同一种税优先抵扣。具体顺序是：CGST 首先用 CGST 抵扣，
然后用 IGST 抵扣，不能用 SGST 抵扣；SGST 首先用 SGST 抵扣，然后
用 IGST 抵扣，不能用 CGST 抵扣；IGST 首先用 IGST 抵扣，然后用 CGST
抵扣，最后用 SGST 抵扣。
2.4.1.3 征税对象和范围
GST 改革以后，原则上将所有货物和劳务都纳入 GST 征收范围，
目前，征税货物有一千余项，免税货物有一百余项，征税劳务和免税
劳务各数十项，但目前有两项例外：一是饮用白酒。新修正的宪法和
各 GST 法都明确规定，饮用白酒不纳入 GST 征收范围。换言之，GST
改革后饮用白酒仍按原制度征税，即征收邦增值税（或邦销售税）和
酒消费税。二是原油、高速柴油、汽油、航空燃油和天然气这 5 种石
油产品以及电力、能源产品（暂时不纳入 GST，仍按原制度征税，何
时纳入 GST 由 GST 委员会决定）
。
2.4.1.4 税率
目前，货物与劳务税的基本税率有 4 档，即 5%，12%，18%和 28%，
每档税率为 CGST 和 SGST 的合计税率，即两者各征 50%。此外，还设
有 0.25%和 3%两档适用钻石、未经加工的宝石以及金、银等少量货物
的税率。因此，如果不包括对出口实行的零税率，印度 GST 实际上有
6 档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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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商品的税率都在 18%以下，特定奢侈品和有害商品在适
用 28%税率的同时，还需征收附加税。货物与劳务税的具体税目和税
率包括：
对货物而言，对煤炭、糖、茶和咖啡、药品与药物、食用油、印
度甜食、1000 卢比以下的服装、500 卢比以下的鞋类等适用 5%的税
率；对水果汁、蔬菜汁、含牛奶的饮料、生物燃料、肥料、黄油、手
机、1000 卢比以上的服装等适用 12%的税率；对资本商品、发油、肥
皂、牙膏、饼干、冰淇淋、矿泉水、500 卢比以上的鞋类等适用 18%
的税率；对大型家用电器适用 28%的税率；对机动车辆适用 28%税率，
但需缴纳附加补偿税，中排量轿车补偿税 45%；大排量轿车补偿税税
率为 48%；运动型多用途车（SUV）补偿税税率为 50%；豪华汽车补偿
税税率为 5%。对食粮、谷物、牛奶、粗糖、鸡蛋、新鲜水果和蔬菜
和食盐等实行免税。
对劳务而言，对货物运输、铁路票（不包括卧铺）
、经济舱机票、
出租车服务、在印刷媒体上销售广告、小型餐馆等适用 5%的税率；
对工程合同、商务舱航空旅行、电信服务、IT 服务、金融服务、餐
厅服务、1000 至 5000 卢比之间的旅馆酒店服务、品牌服装加工适用
12-18%的税率；对电影票、博彩、赌博、高于 5000 卢比的旅馆酒店
服务适用 28%的税率；对教育、保健、住宿、低于 1000 卢比的旅馆
酒店服务免税。
对复合交易而言，复合交易是指应税人员向购买方提供两种或两
种以上的应税货物和/或服务，或其任何组合，在日常业务过程中相
互联系并自然捆绑供应，则其中一种为主要商品或服务，按照主要的
商品或服务的税率征收。
对混合交易而言，混合交易是指两个或多个单独的货物或服务供
应不是自然绑定，可以分开操作，按照税率最高的商品或服务征收。
2.4.2 税收优惠
虽然 GST 委员会明确提出要尽可能减少 GST 免税项目，但实际免
税项目广泛。服务免税项目实际是原“服务税”免税项目保留。需要
说明的是，这里的免税项目，即销项适用零税率、进项税不允许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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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税项目，在公布的税率表或税率手册中，表示为“税率为零（Nil）”
的项目，与出口适用的“零税率”不同。
此外，对年度营业额未超过 200 万卢比（约 21 万人民币）
（特定
邦是超过 100 万卢比（约 10.5 万人民币））的企业免征 GST。
由政府批准和认可的（初创）在孵企业在批准之日起三年内，一
个纳税年度内的总营业额不超过 500 万卢比的服务免征 GST。
2.4.3 其他
2.4.3.1 简易征收
对上一年年营业额不超过 500 万卢比（6 月 11 日 GST 委员会决
定提高至 750 万卢比，6 月 18 日又明确特定邦为 500 万卢比）的小
企业实行简易征收，征收率因行业而异：制造业 2%；餐饮服务业 5%；
其他行业 1%（即 CGST、SGST 的征收率分别减半，为 1%、2.5%和 0.5%）
。
该简易征收方式不适用于跨邦交易的商品和服务提供商（饭店服务除
外）以及特殊类别的生产制造商。
2.4.3.2 补偿附加税
为保障邦政府收入，减少 GST 改革阻力，印度在 GST 改革方案的
设计过程中，通过《第 101 次宪法修正法》和《货物与劳务税（对各
邦补偿）法》
，建立了 GST 改革利益补偿机制，即因 GST 改革造成的
邦政府收入损失 5 年内由中央政府补偿。为此，设立“GST 补偿基金”
（Goods and Services Tax Compensation Fund），并由中央政府临
时开征“补偿附加税”（Compensation Cess）作为基金的资金来源。
对适用 28%高税率的一些特殊应税项目，主要包括烟草产品、奢
侈品和对社会有害的“不健康”产品，除征收 GST 以外，还征收“补
偿附加税”
，税率 1%～204%不等，烟草产品实行“比例税率+定额税
率”的复合税率。

2.5 销售税和增值税（Sales Tax/Value Added Tax）
2.5.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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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是由各邦进行管理的同一邦内产品销售实行的税种，是就
商品销售的各个销售环节征收的税种。目前，印度各邦均已施行增值
税制度，取代了以往的销售税制度。
增值税的基本税率规定如下：
（1） 天然及未加工的产品以及其他必需品无需缴纳增值税；
（2） 金、银等特殊商品按照 1%或 2%的税率缴纳增值税；
（3） 农业及工业投入品、信息技术产品、资本资产及无形资产
（即：专利等）以及基本必需品按照 4%至 5%的税率缴纳增
值税；
（4） 不属于上述类别的其他所有商品按 12.5%至 15%的税率缴
纳增值税。
各邦之间的销售继续按原规定缴纳中央销售税（Central Sales
Tax，CST），中央销售税由印度政府征收，并由各邦政府管理。中央
销售税的税率为 2%，取决于买方是否按规定提交申报单。如未提交
规定的申报单，按销售货物所在邦适用的增值税率征收增值税（即从
4%-5%至 12.5%-15%不等）。申报单仅在购买商品用于以下情况时方可
开具:（1）零售；
（2）用于制造或加工商品以供销售；
（3）通讯网络；
（4）用于采矿或者；（5）用于电力或任何其他能源的生产或输送。
2.5.2 税收优惠
从印度境外进口商品的销售，如符合规定条件，则无需缴纳增值
税或中央销售税。此外，涉及从印度出口商品的销售（包括批发环节）
也无需缴纳增值税或中央销售税。在引入货物与劳务税后，印度将逐
步取消中央销售税。
2.5.3 其他
就当地采购的商品（包括资本资产，但各邦增值税法规定的“例
外清单”所列的商品除外）缴纳的增值税可作进项税抵扣。进项税额
可与销项税额（包括中央销售税销项税额）相抵。然而，就购买商品
缴纳的中央销售税不可作进项税抵扣，因此这部分中央销售税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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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的成本。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实行货物与劳务税（GST）后，销
售税和增值税便被废除。

2.6 其他税（费）
2.6.1 印花税（Stamp Duty）
印花税是指根据 1899 年印度印花税法以及其他印花税法对订立
文书征收的税种，征收印花税的权力在联邦和国家之间划分。印花税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大纲、财产转让书据、汇票、提货单以及财
产分割凭证等的数量征收。缴纳相应的印花税是必要的，因为印花税
的缴纳可以使文书具有合法性。未足额缴纳印花税的文书不可以作为
有效证据。所有应缴印花税并由印度境内人员签署的文书均须在签署
前或签署时贴花。
如果文书未按时贴花，则可能由税局授权人员进行追征，并且在
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导致罚款或监禁。印花税可使用纸质印花税票、
粘性印花税票或通过加盖印花税章的方式缴纳，且必须由文书的签署
方缴纳（即：由在文书上签名方缴纳）
。各邦适用的印花税税率各有
不同。
2.6.2 关税（Customs Duty）
关税是由印度政府对进口至印度的商品征收的一种税，通常应由
进口商缴纳。同时，对于某些特定商品的出口，也会征收关税。关税
税率取决于关税税则所规定的商品类别，该类别与国际统一分类制度
（International Harmonized System of Nomenclature）中的类别
一致，一般关税税率为 28.85%。对进口关税而言，尽管基本税率通
常是 0％，2％，2.5％，5％，15％和 30％，但不同商品的税率有所
不同。政府希望将关税税率降低至东盟水平，并且根据该政策出台
《2007 年金融法》
，将最高税率从 12.5％降低至 10％。对进口关税
而言，根据商品价格定税率、具体税率计税，或是两者的结合。目前，
具体税率从 10％到 50％不等。关税通常由以下组成部分构成：
①

基本关税（Basic Customs Duty，BC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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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附加关税（Counter Value Duty，CVD）——代替消费税；

③

附加教育税/中等及高等教育税；

④

特别附加关税（Special Additional Customs Duty，SAD）
。

就商品进口缴纳的附加关税可抵扣销售环节的消费税和服务税，
但需符合特定的条件。然而，就商品进口缴纳的特别附加关税仅适用
于生产者抵扣销售环节的消费税（不可抵扣后续环节的服务税）
，但
也需符合特定条件。
如果进口商从关联方进口产品或劳务，则海关通常先将该事宜提
交给海关的特别评估机构，以初步确定应评税价值和交易价值是否基
于独立交易原则。因此，进口商需履行海关的相关程序。
2.6.3 消费税（Excise Duty）
消费税是对在印度境内生产制造产品所征收的一种税，由产品生
产者缴纳。大多数产品适用统一税率 12%，并按消费税的 3%加收附加
教育税，因此，实际税率为 12.36%。消费税通常从价征收，以交易
价格或最高零售价格（针对某些特定商品）的一定比例为税基。对于
出口在印度制造的商品，如满足特定条件，则无需缴纳消费税即可出
口。用于制造待出口商品的采购，如符合一定条件，也无需缴纳消费
税即可采购。
2004 年中央增值税抵免条例（Cenvat Credit Rules）允许生产
者就特定税收（包括就进口商品和资本资产环节缴纳的消费税、附加
关税和特别附加关税，以及就用于制造应缴消费税商品在采购服务环
节缴纳的服务税）进行税收抵免。生产者可利用此类抵免额抵减因生
产完工产品应缴纳的消费税。此外，就资本资产缴纳的关税可在获得
抵免的第一个财务年度抵免 50%，并在后续期间抵免剩余部分。
印度规定，对 131 种指定商品（不适用中央增值税抵免条例）按
2%的优惠税率征收消费税，在此之前，这些商品全额免税或按照零消
费税率缴税。与之相应，也可选择就 68 种指定项目缴纳 6%的关税，
以适用中央增值税抵免条例规定的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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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生产或制造的所有商品征收的消费税为中央增值税，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实行货物与劳务税（GST）后，中央增值税便被废
除。
2.6.4 职业税（Professional Tax）
职业税是针对各邦的职业、商业、劳务或雇佣关系征收的邦级税
种。因此，参与上述任意活动者均需缴纳职业税。目前，并非所有的
邦政府都征收职业税。
在征收此税的各邦，每一家公司以及取得薪酬的每名员工均需登
记并缴纳职业税。对于取得薪酬的员工，雇主应从支付给员工的薪酬
中按指定税率扣除职业税，并将税款缴纳给印度政府国库。雇主有责
任就此类薪酬缴纳必要的职业税，无论其支付的薪酬是含职业税金额
还是不含税金额。此外，雇主、商业人士、专业人员等还需就各自的
身份按规定税率缴纳职业税。
职业税是由州政府征收的，不同的州征收的职业税是不同的。每
个州都有自己的法律法规来管理该州的职业税。但是，所有的州都是
按照收入来征收职业税。此外，授权州政府征收职业税的《宪法》第
276 条也规定了职业税的最高限额为 2500 卢比。
2.6.5 财产税（Property Tax）
财产税属于一种地方税，征收对象通常为财产所有者（通常针对
房地产）含房屋、办公室、对外出租的物业。该税种主要用于维护城
市内基础设施支出。财产税根据应税财产的价值从价征收，并按适用
税率计算。
2.6.6 研发税（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ss）
研发税是由印度中央政府按 5%的税率对工业企业通过与外国合
作或其他形式进口的技术征收的一种税。该税种根据为技术进口所支
付的费用，由技术进口方缴纳。“技术”被定义为工业企业在与外国
合作中所需的专业或技术知识，或专业服务，包括设计、图纸、出版
物和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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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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税务局（Indian Revenue Service，缩写为 IRS），是印度
政府管理税务的中央公共服务行政机构。该机构在联邦政府财政部税
务部门的管理下履行职能，主要负责联邦政府应计收的各项直接税和
间接税征管事宜。
印度税务局由以下两个分支机构构成：印度税务局（所得税）由
印度中央直接税局管理；印度税务局（关税及中央消费税）由印度消
费税和海关中央委员会管理。
3.1.2 税务管理机构职责
印度中央直接税局：
印度中央直接税局为直接税部门的政策及规划提供基本框架。印
度中央直接税局是根据《1963 年中央税收委员会法案》履行职能的
法定机构，在印度处理直接税收相关事宜。
印度消费税和海关中央委员会：
印度消费税和海关中央委员会为国家核心机构，负责管理印度的
海关、中央消费税、服务税和缉毒事务。印度消费税和海关中央委员
会处理印度的间接税收事宜（即：服务税、消费税和关税）。

3.2 居民纳税人税收征收管理
3.2.1 税务登记
印度没有税收征管法（程序法），税务登记的有关规定分散在相
关实体法中。
3.2.1.1 所得税税务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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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税收法规规定，每个纳税人必须是印度所得税局官网的注册
用户。成为注册用户后，纳税人可以查阅以前年度的税务申报表，电
子审核所得税申报表，确认退税状态等。
纳税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印度所得税局官网的
e-Filing 系统进行所得税的网上税务登记。登记注册对象的种类通
过下拉菜单可选择：
（1） 个人；
（2） 印度教大家庭；
（3） 非个人或印度教大家庭；
（4） 外部代理；
（5） 注册会计师；
（6） 源泉扣缴税（TDS）27和源泉代征税（TCS）28义务人；
（7） 第三方软件工具开发者。
所得税个人纳税人在注册之前，须提前准备好永久账户号码
（PAN），移动手机号码，现住址和邮箱地址等资料。
3.2.1.2 流转税税务登记
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纳税人，如果其总营业额在一个财政年度超过
200 万卢比的（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外的东北部国家的 100 万卢比），
则需进行货物与劳务税的税务登记。总营业额包括所有应税商品和劳
务（不包括个人以反向征税方式支付税款的进口商品）
、免税商品、
出口和跨邦商品和劳务。
对反向征税交易、非居民或临时应税人员、代理商、电子商务运
营商和向印度未进行税务登记的公司和个人提供在线信息和数据库

27

源泉扣缴税（Tax deducted at source，TDS）是最初由所得税部门引入的一种征税模

式，在该制度下，收款人在向供应商付款时按规定的比例扣除供应商应负担的税金。由于它
类似于许多国家的“付工资时扣缴所得税”计划，故也称为预扣税。
28

源泉代征税（Tax collected at source，TCS）是指供应商通过电子商务运营商（以

下简称运营商）的网站平台提供商品或服务时，由运营商对支付给供应商的前述款项代征代
扣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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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或检索服务的非居民，无论经营收入数额多少，都必须进行强制
税务登记。
任何人都可以进行自愿税务登记，可以在税务登记生效一年后取
消自愿税务登记。从事免税或不征税的商品与劳务提供者以及农业专
家，可免除商品与劳务税的税务登记。
3.2.2 账簿凭证管理制度
凭证、收据等会计账簿应根据《所得税法》《货物与劳务税法》
《2013 年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保存。上述 3 部法律对会
计账簿的保管范围、保存年限和强制保管要求各有不同。
（1）《所得税法》对会计账簿的规定
若年度经营收入（营业额/总收入）或职业收入超过 25 万卢比，
或者前 3 年中任意一年的收入超过 25 万卢比，则必须保管会计账簿。
下列职业适用本规定：律师、医师、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技术
顾问、室内装修、授权代表（向被代理人收取一定费用，代表被代理
人出庭或出席其他当局）、电影艺术家（制片人、剪辑师、演员、导
演、音乐导演、艺术导演、舞蹈导演、摄影师、歌手、作词人、故事
作家、剧本或对白编剧、服装设计师）
、公司秘书。因此，如果上述
从业者前 3 年中任意一年的收入超过 25 万卢比，则必须保管账簿。
对于新兴职业，若预计年收入超过 25 万卢比，则该职业的从业者也
必须保管账簿。
（2）《所得税法》条例 6F 款对会计账簿的规定
会计账簿包括：现金账簿，日记账，总账，发票或收据的复印件，
载有病人详情、服务项目、收取的费用及收讫日期的收款机日记账（医
疗从业者）
，药品、药物及其他消耗品的库存详情（药品从业者）。对
于新兴职业，若前 3 年中任意一年的年收入未超过 25 万卢比，或预
计年收入不超过 25 万卢比，也必须保管会计账簿，然而，这种情况
并未指明账簿的种类。因此，可以保管任一类账簿，但该类账簿应有
助于税务部门计算收入。
（3）会计账簿的保管期限
会计账簿应自有关年度终了后保管 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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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法对会计账簿的规定
会计账簿的保管地点为公司注册地或董事会决定的任何办事处。
若企业将会计账簿保管在办事处而不是注册地，则必须向公司注册处
（印度公司法的执法机关）提供相同内容的会计账簿。企业还可以通
过电子方式保管账簿。根据公司法，会计账簿应自有关公司财年终了
后保管 8 年。应当保管的会计账簿包括现金流量表，销售和采购记录，
资产负债表，成本项目，电子或实物形式的契约、凭证、文书、文件、
会议记录和登记册。
（5）货物与劳务税（GST）法对会计账簿的规定
所有纳税人都必须在主要营业地点保管货物与劳务税（GST）的
税收档案。账簿和档案应自 GST 年度报表截止日期（12 月 31 日）起，
保管 6 年。应当保管的税收档案包括：产品生产或制造情况，货物和
/或劳务的销售和采购情况，进项税额抵扣情况，销项税额应交和已
交情况，按规定应当保管的其他档案。
3.2.3 纳税申报
3.2.3.1 企业所得税
（1）申报要求
公司无论是盈利还是亏损，均需提交企业所得税申报表（Return
of Income，ROI）。提交企业所得税申报表的截止日期为：
①未被要求提供转让定价证书的公司纳税人、受限于审计要求的
纳税人、事务所合伙人—10 月 31 日；
②要求提供转让定价证书的公司纳税人、受限于审计要求的纳税
人、事务所合伙人—11 月 30 日。
（2）自行评估
纳税人自行评估税款然后向政府缴纳。该笔税款应于提交企业所
得税申报表之前缴纳。纳税人可在任一授权银行缴纳，或通过网络在
线缴纳。
（3）预先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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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得税法第 208 节，如果纳税人年度预计应纳税额可能达到
或超过 1 万卢比，则应在前一年度预先缴纳税款（预付税）。预付税
按纳税人在评估年度中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各项所得，包括资本
利得、偶然所得等，均需缴纳预付税。预付税的纳税人为在印度获得
收入的所有人员，无论其是否具有印度居民身份。
选择适用第 44AD 节中“假定税收方案”的纳税人，无需就假定
税收方案规定的业务收入缴纳预付税。没有业务收入或职业收入的老
年居民（即在相应财务年度年龄达 60 岁或以上的个人）无需缴纳预
付税。
预付税缴纳的截止日期取决于纳税人的性质。预付税应在如下日
期分期缴纳：
针对企业纳税人
6 月 15 日或之前：缴纳不少于该年应付税款的 15%；
9 月 15 日或之前：缴纳不少于该年应付税款的 45%；
12 月 15 日或之前：缴纳不少于该年应付税款的 75%；
次年 3 月 15 日或之前：缴纳不少于该年应付税款的 100%；
此外，3 月 31 日之前缴纳的任何税款将被视作为预付税。
3.2.3.2 预提税
（1）申报要求
提交预提税申报表的截止日期如下：
表 6 预提税申报期限
季度

截止日期

4 月至 6 月

7 月 15 日

7 月至 9 月

10 月 15 日

10 月至 12 月

次年 1 月 15 日

次年 1 月至 3 月

次年 5 月 15 日

（2）税款缴纳
政府类纳税人缴纳预提税的截止日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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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政府类纳税人缴纳预提税期限
具体事项

截止日期

没有取得凭证的预提税

当日

已取得凭证的预提税

次月 7 日

选择由雇主缴纳的津贴税款

次月 7 日

非政府类纳税人缴纳预提税的截止日期如下：
表 8 非政府类纳税人缴纳预提税期限
具体事项

截止日期

需要在三月份抵扣的税金

次年 4 月 30 日

其他月份抵扣的税金及选择由雇主缴纳的税款

次月 7 日

3.2.3.3 个人所得税
（1）申报要求
印度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期（评估年度）是从 4 月 1 日开始。税收
按前一年计算，即评估年度的纳税义务是根据上一财政年度的收入计
算的。如果纳税人被查账或评估，则必须在 10 月 30 日之前提交申报
表。如果纳税人进行国际交易，则提交的截止日期为评估年度的 11
月 30 日。
非企业纳税人的所得税申报表提交截止日期为 7 月 31 日。
（2）雇主的代扣代缴责任
所得税法赋予了雇主在向薪资超过最低免税限额的员工支付薪
酬时代扣代缴税款的责任。雇主应按照所得税平均税率从薪酬中代扣
税款，并将等额税款在规定时间内交予政府。雇主还应向税务机关提
交代扣代缴所得税申报表，并向员工发放代扣代缴所得税完税证明。
（3）薪酬税（隶属个人所得税）
①申报要求
所有收入均按照 4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年度作为税款
所属期进行纳税申报。所有纳税人，包括非居民纳税人，如应税收入
超过了免税额度，则必须提交纳税申报表。在印度境外拥有资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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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在实体中的经济利益）或拥有印度境外账户签字权的居民和常驻居
民个人，即使没有应税收入，也均须提交纳税申报表。
薪酬税申报表必须在 7 月 31 日之前申报；自雇收入或经营收入
的纳税申报表也须在 7 月 31 日之前申报（若在账户须经过税务审计
的情况下，须在 9 月 30 日之前申报）
。个人财富税申报表必须在个人
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截止日期之前提交。
应税收入超过 50 万卢比的纳税人，或以印度所得税申报单申请
境外税收抵免的纳税人，须以电子方式提交纳税申报表。此外，在印
度为常驻居民且对其持有的投资性目的的境外资产具有额外信息披
露义务的纳税人，也应以电子方式提交纳税申报表。
印度没有家庭合并申报纳税的概念。因此，已婚人士应单独缴税。
若个人直接或间接将其资产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转移给其配偶，则受让
人接受资产所产生的收入视同出让人的收入。若个人在一家公司中具
有实质利益，则该公司支付给该个人配偶的薪酬应作为该个人收入从
而征税，但如果该薪酬的支付仅归属于使用了该配偶的技术或专业知
识与经验的情况除外。未成年子女的消极所得将并入其父母中收入较
高的一方的收入中，合并计算纳税。
②税款缴纳
有雇佣收入的纳税人通过雇主从定期支付的薪酬中代扣代缴税
款的方式缴税。应缴税款逾 1 万卢比的纳税人，在扣除代扣代缴的税
款后应预缴税款，缴纳方式为在 9 月 15 日、12 月 15 日以及 3 月 15
日分三次预缴。
纳税人应上报其永久账号（PAN），该账号是纳税人在印度税务局
处理所有涉税事项所使用的税务身份号码。目前，永久账号的申请和
使用对于纳税人来说，是强制性的。应提交所得税申报表的所有个人
均应获得一个永久账号。法律规定，若纳税人未使用永久账号，则须
按照规定税率与 20%的二者孰高值扣缴税款。
3.2.3.4 增值税和销售税的申报与缴纳
（1）申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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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从事商品制造和销售，应进行增值税登记。该登记会赋予
纳 税 人 一 个 专 有 的 识 别 号 ， 即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TIN）
。在印度，增值税取代了销售税，因
此，增值税登记等同于中央销售税（CST）登记与纳税人识别号登记。
增值税为流转税，适用链条抵扣方式，即如果在前一环节取得进项税，
可抵扣之后环节产生的销项税。因此，增值税最终是由消费者承担。
增值税由各邦政府征收和监管，印度各邦政府针对商品的生产或销售
均制定了适用于各邦的特殊规定。多数邦强制要求年营业额超过 50
万卢比（部分邦为 100 万卢比）的商贸企业或生产制造企业进行增值
税登记。由于增值税由各邦政府征收，因此，增值税的申报截止日期
和缴纳截止日期在各邦之间或有所不同。增值税申报周期多为按月、
按季或者按年。
（2）税款缴纳
税款缴纳的截止日期在各邦之间亦有所不同。按月缴纳增值税的
纳税人应在次月的 21 日前缴纳增值税。
3.2.3.5 货物与劳务税
为了顺利推进 GST 改革，实现对 GST 的有效征管，印度政府主导
开发了 GST 管理信息系统——GSTN，一个联结纳税人、联邦和邦税务
机关、中介机构、银行和国库等的信息平台。在 GST 征收管理中，纳
税 人 通 过 登 录 全 国 统 一 界 面 、 单 一 接 口 的 GST 门 户 网 站
（www.gst.gov.in)，接入 GSTN 系统进行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发票
比对、缴纳税款；联邦和邦税务部门则通过该信息系统采集纳税人的
各种信息数据，在后台进行税务审批、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等税收管
理。
（1）申报要求
GST 的申报期一般是次月的 20 日之前，按季申报的是季末次月
的 18 日之前。GST 规定一般纳税人每月要填报 3 份纳税申报表，分
别是 GSTR-1（销项）、GSTR-2（进项）和 GSTR-3（总表）
。由于新税
实施后，纳税人是首次填报，再加上 GST 多档税率，导致了中小企业
对适用税率、如何申报无从下手。为了化解这一矛盾，GST 委员会出
62

中国居民赴印度投资税收指南

台过渡时期申报政策，将 2017 年 7 月、8 月的正式申报期限推迟至
2017 年 9 月。为了帮助纳税人逐渐适应复杂的 GSTR-1、2、3 表，GST
委员会推出了简化版的 GSTR-3B 表，允许纳税人在过渡期内自我评估
7、8 月份的应纳税额，后来又将 GSTR-3B 表的适用时间延长至 2017
年 12 月。提交申报表的截止日期如下：
表 9 货物与劳务税 GSTR 1、2、3 申报截止日期
所属期

GSTR 1

GSTR 2

GSTR 3

2017 年 10 月 10 日
（原规定为 2017 年 9
2017 年 7 月

月 5 日）

2017 年 10 月 31 日

2017 年 11 月 10 日

年营业额超过 10 亿卢

（原规定为 2017 年 9

（原规定为 2017 年 9

比
（约为 1.0 亿人民币） 月 10 日）

月 15 日）

的已登记纳税人，申报
限期为 10 月 3 日
2017 年 8 月

2017 年 9 月 20 日

2017 年 9 月 25 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

表 10 货物与劳务税 GSTR 3B 申报截止日期
所属期
2017 年 7 月
2017 年 7 月
2017 年 8 月

截止日期
2017 年 8 月 25 日
（原规定为 2017 年 8 月 20 日）
2017 年 8 月 28 日
（原规定为 2017 年 8 月 20 日）

备注
不抵扣税改前的进项税额
要抵扣税改前的进项税额

2017 年 9 月 20 日

此类申报截止日期通常会根据主管税务机关的通知而有所变动。
（2）税款缴纳
GST 规定纳税人须按月缴纳税款，即在次月的 20 日之前申报缴
纳上月的税款。选择简易征收程序的小规模纳税人可以按季报税，在
季度结束后次月的 18 日前缴纳税款。
3.2.3.6 关税的申报与缴纳
（1）申报要求

63

中国居民赴印度投资税收指南

每个进口商均需从提交报关单开始完成一系列的关税申报与缴
纳程序。报关单对进入国内的商品情况和价值进行证实。提交的报关
单包含：
① 供海关用的正本与副本；
② 供进口商使用的副本；
③ 供银行使用的副本；
④ 汇款结算使用的副本。
报关单可使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或其他方式提交。之后，海关工
作人员进行税金计算（计算应缴的关税）及开展评估程序（以确定进
口商品适用的关税政策等）。
（2）税款缴纳
根据海关法，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人应在收到关税缴款书之日起
15 天内缴纳关税。
3.2.3.7 印花税的申报与缴纳
当产生印花税纳税义务时，纳税人须通过电子印花税系统向税务
局在线提交电子印花税申报表，并须在首次使用应税文书后 30 天内
全额缴纳印花税。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逾期提交的印花税申报表需要受到下列处
罚：
表 11 逾期申报印花税的处罚
逾期时长

罚款金额

12 个月以内

印花税的 10%

12-24 个月

印花税的 20%

24 个月以上

印花税的 30%

3.2.4 税务检查
税务机关每年会选择一定比例的纳税申报表进行详细稽核。税务
机关发现问题后，需要向纳税人发出审查通知，并依法递送给纳税人。
通知应说明纳税人应向税务人员提交的记录、文件和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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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纳税人报送的文件和信息，税务人员需评估和计算纳税人的
收入和税负，并由此确定纳税人应缴或应退的税金。
长期以来，详细评估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一直是治理偷税漏税的常
规措施。在详细评估过程中，税务机关提出质疑并收集信息的过程，
与评估程序本身一样重要。以在评估程序的不同阶段提出质疑为目
的，1961 年的印度所得税法对税务机关直接从纳税人处（或从他人
处）收集信息的方式，做出了不同规定。税务人员调查发现的结果将
被用于特定纳税人的评估程序。
一般而言，所得税评估是指税务机关判定纳税人相关纳税评估年
度收入及应缴税款的流程。
3.2.4.1 评估前的询问29
为进行评估，税务局评估人员可要求任何纳税人：
（1） 提供其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2） 出示账簿；
（3） 提供评估人员要求提供的信息。
3.2.4.2 简易评估30
在“简易评估”过程中，税务机关会向纳税人下达通知，以确定
纳税人提交的纳税申报表中申报的收入总额、初步调整事项（主要为
计算调整）以及应缴纳或退还的税额。纳税人应缴或应退税款的确定，
应以纳税申报表和发出的通知为依据。
提交纳税申报表的财年结束一年之后，不可再向纳税人发出通
知。纳税人如果无应退和应缴税款，且未做出调整，则纳税申报表的
回执应被视为通知。
应对下列各项进行调整之后计算出收入或亏损的总额：
（1） 纳税申报表中的计算错误；
（2） 明显的错误申报；
（3） 税款及利息。
29

印度所得税法第 142（1）节

30

印度所得税法第 14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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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3 评估通知31
评估人员应在开始详细评估之前向纳税人发出通知。通知会要求
纳税人本人或授权代表前往评估人员的办公室，并提交通知中要求提
供的相关详细资料和信息。
3.2.4.4 常规评估和详细评估32
在“详细评估”过程中，税务局评估人员进行详细询问，并最终
下发评估裁决。与“简易评估”不同（简易评估无任何询问），详细
评估程序始于一份通知，并需在提供纳税申报表的财年结束后 6 个月
内将通知送达纳税人。如未送达通知，则拟进行的评估无效。
如果评估人员需要确保对下述各项进行必要的审核，即使经简易
评估后申报不存在以下问题，评估人员也依然可对该案进行常规评
估：
（1） 未少报收入；
（2） 计算了过多的亏损；
（3） 未以任何方式少缴税款。
评估人员执行详细评估时的权力比执行简易评估时的权力更加
广泛。
评估人员应根据其自身收集的（或从纳税人处收集的）资料和证
据，确定纳税人的收入或亏损，以及纳税人应缴或应退的税款。评估
人员应将评估阶段纳税人提供的所有信息（依据通知提供的，或依据
税务局在裁决单中提出的询问所提供的）纳入考虑范围。税务人员应
下发一份陈述理由通知（Show Cause Notice，SCN）给纳税人，将税
务人员在案件中所补充的事项告知纳税人。纳税人应对该陈述理由通
知做出回复。税务局评估人员在做出进一步补充之前，应将该回复纳
入考虑范围。评估人员必须确保在整个评估程序中未违反自然公正原
则（Principles of Natural Justice）
。最后，税务局应下达评估裁
决，且该裁决必须是“具有说服力的裁决”。
31

印度所得税法第 143（2）节

32

印度所得税法第 14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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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5 最佳判断评估33
最佳判断评估，是指评估人员根据有案可查的信息进行的评估。
它是在纳税人一方完全不配合的情况下进行的。开展此单方面34评估
的前提是：
①

纳税人未能提交所得税纳税申报表35，且尚未提交延期的纳
税申报表；

②

纳税人未能遵守常规评估、详细评估通知上的条款；

③

纳税人未能提供账簿和其他相关文件。

因此，评估人员在考虑已有相关资料的情况下，应根据其最佳判
断进行评估，并确定纳税人的应缴税款。
3.2.5 税务代理
根据 1961 年“所得税法”第 288（2）条的规定，有 8 类人员有
资格作为所得税纳税人/代理人的授权代表，如下所示：
（1） 评估者/纳税人的亲属或雇员；
（2） 信息技术评估员设有经常账户的银行的主任；
（3） 在印度任何民事法院执业的法律执业者；
（4） 特许会计师或公司审计师；
（5） 通过会计师协会认可的注册会计师考试的人；
（6） 获得认可大学商业或法律学位的人；
（7） 现行所得税法在某些联邦领地生效之前，代表任何纳税人
与所得税部门办理相关涉税事宜的被授权人；
（8） 在现行所得税法之前，根据所得税法案（1922 年）规定，
实际作为所得税从业者的人。
在上述 8 类授权税务代理中，（1）和（2）属于临时性，因此所
得税法没有规定这两类代理必须进行注册登记。在（3）和（4）中，
因为他们获得了作为法律从业者/执业律师的实践权，这些法律从业

33

印度所得税法第 144 节

34

纳税人未出席

35

印度所得税法第 139（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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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律师已经加入了律师协会或注册会计师协会，所得税法也没有两
个类别的注册规定。
（5）到（6）项须根据所得税法进行注册成为授
权所得税税务代理的从业者。至于（7）和（8），其注册人可能已超
过 70 岁，因此，可能没有任何此类申请人注册成为授权所得税代理
人。
因此，需要注册的税务代理，根据《1961 年所得税法》第 288
条第 2 款的第 v 项和第 vi 项的规定，进行注册登记才能作为授权税
务代理，其税务代理的教育资格为通过了注册会计师考试或者获得了
商业或法律学位。
3.2.6 法律责任
3.2.6.1 企业所得税逾期缴税的罚款和利息
如果纳税人未在截止日期前提交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则可在相应
纳税年度年末之后的一年内提交延期申报表。纳税人需按滞纳月份
（不足一月的，按滞纳天数换算月份比例）按 1%的比率计算从应提
交申报表截止日期至实际提交申报表之日止这一期间的罚息。根据
2017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的所得税法案，若纳税人在截止日期后提交
申报表，将面临最高 10000 卢比的罚款。详细来说，如果在今年（即
2020 年）的 11 月 30 日后但在 12 月底前提交，将被处以 5000 卢比
的罚款；如果在 12 月底后提交申报表，罚款上限将提高到 10000 卢
比。然而，税务机关为了减少纳税人损失，如果该纳人总收入不超过
500000 卢比，最多处以 1000 卢比的罚款。
若纳税人未能及时缴纳预付税，则需就每笔分期预付税的拖欠数
额，按每月（不足一月的，按滞纳天数换算月份比例）1%的比率缴纳
罚息。如未能在 3 月 31 日之前缴纳全部税款，则从 4 月 1 日至实际
缴税日期止，按每月（不足一月的，按滞纳天数换算月份比例）1%
的比率加收罚息。
3.2.6.2 预提税逾期缴税的罚款和利息
（1）逾期提交申报表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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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规定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逾期提交预提税申报表将产
生每日 200 卢比的强制性罚款，罚款总额不得超过该季度应缴的预提
税税金。纳税人应在提交逾期申报表之前缴纳该罚款。
（2）未能提交申报表及提交错误申报表的罚款
未能提交申报表且逾期超过一年，或在提交的报表中出现针对永
久账号、收据及预提税金额等细节方面的错误时，将会产生 1 万卢比
至 10 万卢比不等的罚款。
3.2.6.3 增值税和销售税逾期缴税的罚款和利息
指定税务机关会对未登记、未缴纳或逾期缴纳增值税的行为以及
未能提交纳税申报表的行为处以罚款。违反增值税法律法规的行为也
会被处以罚款。各邦对于罚款规定有所不同。
3.2.6.3 货物与劳务税逾期缴税的罚款和利息
根据 GST 制度规定，如果纳税人逾期提交申报表或逾期缴税，每
天需缴纳 100 卢比的罚金，逾期缴税将被征收 18%的罚息。
3.2.7 其他征管规定
3.2.7.1 税务问题的争议和法律救济
印度税务局每年均会按特定比例抽取纳税申报表以进行详细审
查。这一事项须依法通知纳税人，详细说明应向税务官员出具的记录、
文件与详细信息。
根据提交的文件和信息，税务官员对纳税人的收入及应缴税款进
行评估和计算，并以此确定纳税人应缴的税额或应向纳税人退还的税
额。
如出现税务官员要求提高纳税人的应税收入和应缴税款，以及
（或）向纳税人处以罚款的情况，则纳税人可适用下列法律救济措施：
（1）初级上诉机关
因税务官员下达的指令侵害了纳税人权利，可在下列两个法律救
济措施中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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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向 所 得 税 上 诉 委 员 会 （ Commissioner of Income Tax
（Appeals），CIT（A）
）提出申诉；
② 向争议解决小组（Dispute Resolution Panel，DRP）提出申
诉。
（2）所得税上诉委员会（CIT（A））
因税务官员下达的指令侵害了纳税人权利，纳税人可在收到指令
之日起的 30 天内向所得税上诉委员会（亦称上诉专员）提出申诉。
上诉专员办公室是一个准司法机关，纳税人在此可就其申诉进行支持
性陈述，以反驳税务官员下达的指令。上诉专员的决定将反映在上诉
指令中。
（3）争议解决小组（DRP）
由金融法（Finance Act，2009）制定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
旨在促进与转让定价以及与外国公司涉税事项相关的所有争议的解
决。这一机制引入了纳税评估指令草案的概念，这一指令由税务官员
下达，与转让定价官员（Transfer Pricing Officer，TPO）下达的
对纳税人不利的指令相关。若争议涉及外国公司或涉及对公司不利的
转让定价调整，税务官员需向纳税人转发纳税评估指令草案，该指令
也将包括转让定价官员的指令。
争议解决小组由三名所得税委员会专员组成，纳税人在从税务官
员处收到纳税评估指令草案后可至此寻求帮助。在这一阶段，纳税人
有两种选择，并需在收到纳税评估指令草案之日起 30 天内表明其选
择的决定：
① 接受税务官员出具的纳税评估指令草案；
② 将此事宜移交至争议解决小组。
如纳税人接受指令，则税务官员将此指令草案进行定稿，并送达
给纳税人。如果此事宜移交至争议解决小组，则争议解决小组从接受
移交起将有九个月的时间解决该事务，并考虑税务官员的纳税评估指
令草案、转让定价官员的指令以及纳税人的异议与证据。争议解决小
组指令形成后，将由税务官员就纳税评估指令草案定稿。若纳税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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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0 天内将指令草案移交至争议解决小组，税务官员无需对纳税评
估指令草案进行任何修改即可定稿。
（4）所得税上诉法庭（Income Tax Appellate Tribunal，ITAT）
因上诉专员下达的指令或者争议解决小组指令下达的纳税评估
草案侵害了纳税人的权力，纳税人有权向上诉法庭进行申诉。向所得
税上诉法庭提出申诉须在纳税人收到最终纳税评估指令或上诉专员
指令之日起 60 天内提交。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如纳税人在争议解
决小组处提出异议，则税务机关也有类似上述的申诉权利。
（5）高等法院（High Court，HC）和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纳税人或税务机关双方均可就所得税上诉法庭的判决向高等法
院提出进一步申诉。若高等法院认可存在重大法律问题，则可允许申
诉。
向高等法院提出的申诉可在收到所得税上诉法庭判决之日起 120
天内提出。
如果纳税人或税务机关对高等法院判决不服，则可向印度最高法
院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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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没有税收征管法（程序法），税务登记的有关规定分散在相
关实体法中。非居民登记备案管理相关规定见本章 3.2.1.1（居民纳
税人税收征收管理中所得税税务登记）和 3.2.1.2（流转税税务登记）
中相关内容。非居民个人适用的申报要求与居民相同。然而仅有投资
收入或外汇资产长期资本利得的非居民个人（包括在印度出生的个
人）如在收入来源地被代扣代缴了税款，则无需提交申报表。非居民
与居民适用同样的纳税评估程序。
3.3.2 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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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居民未获得税务登记号码（永久帐号，PAN），则适用的预
扣税税率为国内税率、税收协定或国内立法规定的实际利率、20%三
者中的最高值。

72

中国居民赴印度投资税收指南

第四章

特别纳税调整政策

4.1 关联交易
4.1.1 关联关系判定标准
关联企业关系包括一家企业（直接或间接）参与另一企业的管理、
控制或投资，也包括同一人（直接或间接）参与两家企业的管理、控
制或投资。出于上述定义的考虑，规定了某些特定情形，作为将两家
企业视为关联企业的依据。这些情形包括：
（1） 一家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另一企业 26%或以上表决权，或
同一人同时持有两家企业 26%或以上表决权；
（2） 一家企业提供的贷款构成借款企业资产账面价值总额的
51%或以上；
（3） 一家企业为另一企业总借款的 10%或以上提供担保；
（4） 另一企业 50%以上董事会成员或至少一名执行董事由该企
业任命，或两家企业的特定董事由同一人任命；
（5） 一家企业（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完全依赖另一企业授予
的知识产权许可；
（6） 一家企业按照受另一企业影响的价格和条件从后者大量购
买原材料和（或）向其出售制成品；
（7） 存在其他规定的互惠关系。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企业与第三方之间的交易也可能被视为关
联企业之间的交易，前提是第三方与关联企业之间存在关于此类交易
的事先协议，或此类交易的条款实质上由第三方与关联企业决定。
直至 2014—2015 评估年度（税务年度）
（即对应 2013-14 财年）
，
两个非关联方/非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如果符合下列条件，则被视为
两个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
（1） 纳税人或关联企业一方为非居民企业，或双方均为非居民
企业；
（2） 关联企业以外的个人可以是居民，也可以是非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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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金融法颁布后，关联企业的定义适用范围扩大到两家国
内非关联方/非关联企业之间发生的交易。因此，即使纳税人和非关
联方按照修订后的法案均是居民企业，二者之间的交易如符合下列任
一条件，也将被视为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
（1） 第三方与关联企业之间存在关于此类交易的事先协议；
（2） 此类交易的条款实质上由第三方与关联企业决定。
因此，此项规定旨在应对纳税人通过在集团实体之间引入第三方
来规避转让定价法规的举动。此外，外国企业的常设机构（Permanent
Establishment，PE）也符合关联企业的资格认定。
4.1.2 关联交易基本类型
4.1.2.1 跨境交易是指两个关联企业之间进行的以下性质的交易
（1） 有形或无形资产的出售、购买、转让、租赁或使用；
（2） 提供服务；
（3） 费用分摊安排；
（4） 资本融资，包括借出或借入款项、提供担保、出售或购买
有价证券、延期付款或应收款；
（5） 业务重构或重组交易；
（6） 对此类企业的利润、收入、亏损或资产具有影响的其他交
易。
根据 2012 年金融法增加的解释，上文提及的无形资产一词的解
释包括营销型无形资产、客户相关无形资产、人力资本无形资产、地
域相关无形资产等。
4.1.2.2 特定境内交易
2011-12 财年前，转让定价法规并不适用于境内交易。然而，2012
年金融法将转让定价法规的适用范围扩至“特定境内交易”，即如下
与某些境内关联方进行的交易总价值超过 5000 万卢比的交易：
（1） 支付给特定人员、在计算业务或专业服务的利润和所得时
申请抵扣的任何支出或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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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有资格享受与利润相关的税收激励措施的企业相关的任
何交易，例如基础设施企业36和特别经济区企业37；
（3） 其他规定的交易。
此外，2015 年金融法已将需对特定境内交易运用转让定价法规
的交易金额从 5000 万卢比的最低限额增至 2 亿卢比。修改后的法规
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4.1.3 关联申报管理
根据印度所得税法 92E 条和所得税条例 10E 条，纳税人需将在上
一年度内执行的国际交易或特定境内交易包括关联交易以 3CEB 表格
的形式向税务部门进行申报，报告须由注册会计师签署和验证，截止
日期为每年 11 月 30 日，与提交所得税申报表规定的截止日期相同。
从 2013/2014 纳税年度开始，3CEB 表格须在线提交。
根据印度所得税法 92D 条和所得税条例 10D 条的规定，纳税人需
对其国际交易或特定境内交易保存相关信息和文件等，否则，将处以
相当于纳税人签订的每项国际交易或指定国内交易价值的 2%的罚金。
如果作为国际集团的成员实体未能提供有关国际集团的信息和文件
的，则将会被处以 5 万卢比的罚款。

4.2 同期资料
同期资料是指纳税人制订或实施任何可能引发转让定价问题的
安排时，存在或产生的信息、记录和其他文件。企业赖以确定独立交
易价格的资料应为各方达成交易时可获得的资料，或最迟为进行分析
时可获得的资料，而非之后创建的资料，这一点颇为重要。
印度转让定价规则要求纳税人在申报所得税之前，保存同期的交
易信息和文件。同期资料在有关的评估年度结束后应保存 8 年。在评
估程序期间，转让定价主管官员（TPO）可能要求纳税人在收到评估
通知的 30 天内提供转让定价规则中规定的任何信息和文档，该期限
可能会延长，但延长期不会超过 30 天。
36

印度所得税法第 80-IA 节。

37

印度所得税法第 10AA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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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分类及准备主体
印度采用了 BEPS 行动第 13 项计划中规定的三层文档方法，即本
地文档、主体文档和国别报告（CbC Report），取代了所得税法中的
本地文档要求。印度中央直接税局 2017 年 10 月 31 日的 92 号通知规
定，在 1962 年所得税条例中插入 10DA、10DB 两款规定和 3CEBA 至
3CEBE 表格等修订规定，并在主体文档中规定维护和提供转让定价文
档的准则和国别报告：
（1）10DA 款（主体文档）规定，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国际集团
的每个组成实体必须保留和维护有关国际集团的信息：
① 国际集团的汇总收入超过 50 亿卢比；
② 国际交易总值超过 5 亿卢比，或者在购买，出售，转让，租
赁或使用无形财产方面，在会计年度超过 1 亿。
所需资料以 3CEAA 表格报告，该表格必须在提供收益的截止日或
之前提供，即 11 月 30 日。
（2）10DB 款规定要求居住在印度的母公司，其国际集团公司的
汇总收入为 550 亿卢比或以上的，应适用 3CEAD 表格报送国别报告。
如果母公司不是印度居民，则要求居住在印度的每个集团成员公司通
过 3CEAC 表格向税务局报告详细信息，无论报告者是集团成员还是母
公司本身。报告者必须在以 3CEAD 表格形式提供国别报告的截止日期
前至少 2 个月内，提供上述 3CEAC 表格。
4.2.2 具体要求及内容
4.2.2.1 对同期资料的要求
印度法规规定同期资料最晚必须在提交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截
止日期前准备好。用以计算交易的独立交易价格或确定其可比性的文
档也应在该日期前准备好。
同期资料这一概念在许多国家的转让定价法规中均有使用。印度
规定同期资料中的信息与文件应尽可能为同期的，且最晚在指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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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提交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截止日期）前准备好38。该规定中使用
的“尽可能”一词是指除非存在特殊情况，否则资料不可出于任何验
证目的，在较迟的时间创建。
此外，此类信息与文件必须有数据库的支持，以符合规定要求。
如果某一跨境交易在过去一年以上的期间内持续有效，则无需每
年重新准备同期资料，除非跨境交易条款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动。根据
转让定价一般规定，被核定人必须准备跨境交易的同期资料和记录，
以确定独立交易价格，所以上述规定是一种例外情况。同一交易无需
重新准备同期资料。然而，需进行基准分析的交易应使用当前年度的
数据进行基准测试。39
4.2.2.2 必须提供的关键文档
1962 年的所得税条例规定了纳税人须准备的详细信息与资料40。
此类要求大致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列出纳税人在转让定价同期资料中必须准备的资料和
信息，包括：
（1） 被核定人的股权架构；
（2） 集团介绍；
（3） 纳税人和关联企业的业务概况；
（4） 关于跨境交易或特定境内交易规定的细节信息（如性质、
条款、数量、价值、政策等）；
（5） 纳税人的相关财务预测或估算；
（6） 执行的功能、使用的资产和承担的风险；
（7） 可比性分析；
（8） 关于选择最适当转让定价方法的调整与说明的详细信息。
第二部分规定了企业应准备足够的文档，来支持第一部分列出的
资料和信息。建议的此类实质性文件清单包括政府出版物、知名机构
进行的市场调查研究、以及相关合同与协议。
38

印度所得税条例第 10D 号第（4）条规定。

39

根据印度所得税条例第 10D 号第（4）条规定中的限制条款。

40

印度所得税条例第 10D 号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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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资料要求同样适用于所获收入应缴印度预提所得税的外国
公司。
4.2.2.3 对会计报告的要求
（1）会计师报告（表 3CEB）
① 所有纳税人均必须取得一份关于所有关联企业之间跨境交易
或境内关联方之间特定境内交易的独立会计师报告；
② 报告必须以规定的表 3CEB 的形式提供，且必须在提交纳税申
报表截止日期（即，税务年度的 11 月 30 日）前提供；
③ 报告要求会计师对纳税人是否妥善保存规定的文件及信息发
表意见；
④ 最后，会计师需确认详细清单中的规定项目是否正确。
（2）会计师报告应说明以下关键问题
① 纳税人是否已按照法律规定准备转让定价同期资料；
② 转让定价同期资料中跨境交易或特定境内交易的价格是否符
合独立交易原则；
③ 确认账簿记录及转让定价同期资料中的跨境交易或特定境内
交易的价值是否“真实与正确”。
根据多方裁定的案例41，纳税人无需在印度缴税的收入可不必遵
循转让定价法规。因此，如果确定收入无需缴税，则纳税人可能无需
准备转让定价同期资料或提供会计师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裁定结果
仅对寻求裁定的纳税人具有约束力，而对其他纳税人有一定程度的参
考价值。
4.2.3 其他要求
4.2.3.1 税法的近期修订

41

事先裁定机构（Authority of Advance Rulings，AAR）对德纳公司（Dana Corporation）

和范恩伯格公司（Vanenburg Group B.V.）案例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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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通过中央直接税局，在近期的一个公告42中对 1962 年所
得税条例关于使用多年数据确定非受控跨境交易或特定境内交易可
比性的规定作了部分修订。修订后的税法规定如下：
如果确定跨境交易或特定境内交易的独立交易价格的最适当方
法是再销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或交易净利润法，则应使用以下数据
分析非受控交易与跨境交易或特定境内交易的可比性：
（1） 与当前年度有关的数据；
（2） 如果无法在提供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截止日期前获取当前年
度的数据，则采用与当前年度前两个财务年度有关的数据。
如果在进行转让定价调查或准备转让定价同期资料时，公司在当
前年度未达到可比性标准，无论其在以前年度是否具有可比性，均不
属于可比公司。
4.2.3.2 同期资料的豁免43
如果被核定人记入账簿的交易总值不超过 1000 万卢比（对于跨
境交易），或者 5000 万卢比（对于特定境内交易）44，则免于准备规
定的同期资料。
然而，被核定人必须能根据获取的资料证实跨境交易产生的收入
已按照独立交易价格计算。

4.3 转让定价调查
4.3.1 原则
印度所得税法涵盖了关于转让定价的详细规定。在国内法框架下
可进行转让定价调整。如果对免税期的纳税人进行了调整，则在调整
期内不能享受免税政策。印度转让定价规定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标准为基础。
42

2015 年 10 月 19 日第 83/2015 号公告 [F.No. 142/25/2015-TPL] 。

43

印度所得税条例第 10D（1）号第（2）条规定。

44

根据修订后的《2015 年金融法》
，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5000 万卢比的限额改为 2

亿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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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规定，两家或两家以上关联企业（包括常设机构）之间
跨境交易涉及的收入和费用（包括支付的利息）的确定，必须符合独
立交易原则。转让定价规定也适用于成本分摊安排、特定资本融资交
易、企业重组以及无形资产交易等关联交易。
印度税务部门如果发现关联交易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或者关联
方没有按规定保存规定的文件和信息从而无法正确判断其转让定价
行为的合规性，都需开展转让定价调查，通过纳税调整，使关联方交
易的应纳税额与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非关联方的交易应纳税额保持
一致。
4.3.1.1 印度转让定价法律法规概览
印度的转让定价法规45自 2001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旨在规范集团
内跨境交易。自 2012 年 4 月 1 日起，印度转让定价法规的要求也适
用于特定的境内交易（如关联方的境内支出、特定企业的免税单位与
应税单位之间的货物或者服务的转让等）
。只有当特定的国内交易总
额超过 2 亿卢比时（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即 2016-17 财年）
，才需
要报告。境内转让定价规定的范围限于纳税人要求扣除与利润挂钩或
者与投资挂钩的项目。
印度中央直接税局已发布了采用这些方法确定独立交易价格的
规定。此外，印度中央直接税局还发布了安全港规定，指明了税务专
员将在哪些情况下接受纳税人申报的转让定价。独立交易价格的确定
必须遵守安全港规定。一些国际业务（如软件开发服务、合作研发、
知识流程外包、团体间借贷等）可适用安全港规则。2017 年 6 月 7
日印度中央直接税局修订了安全港规则，引入了低附加值内部服务，
并要求注册会计师对成本集中方法和成本分配方法进行认证。同时也
修订了安全港的保证金比率。修订后的安全港规则适用于 2017-18 财
年至 2019-20 财年。纳税人可在一个 5 年期内选择适用安全港规则约
束的年份。

45

印度所得税法第 92 至 92F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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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定价规定要求，进行跨境交易的各方需要保存与该交易相关
的规定文件和信息。进行跨境交易的各方均须安排会计师编制报告，
并在报送企业纳税申报表的截止日期前提交给税务专员（报送企业纳
税申报表的截止日期为 11 月 30 日）。
税务专员如果认定存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便可就跨境交易价格
做出调整：
（1） 价格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2） 未保存规定的文件和信息；
（3） 确定价格所依据的信息或数据不可靠；
（4） 没有提供税务专员要求的信息或文件。
不符合合规性要求或低报利润将受到严格处罚（高达交易金额的
2%）。
执行预约定价安排的措施自 2012 年 7 月起生效。根据这些措施，
税务机关可与任何进行跨境交易者达成预约定价安排。预约定价安排
对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均有约束力（前提是法律和事实没有发生改变）
，
最长有效期为连续五年。2012 年 8 月 31 日，印度中央直接税局发布
了一份通告，引入了预约定价安排的实施细则。预约定价安排方案规
定了一项“追溯”机制（受限于一定的条件和程序）。根据“追溯”
机制，适用于未来期间的预约定价安排也可适用于纳税人在以前年度
达成的跨境交易（但仅限于预约定价安排开始适用的第一年往前追溯
不超过四年的期间）
。
转让定价措施也已适用于特定境内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和涉及享
有免税期企业的交易。
从引入转让定价法规以来，转让定价已成为影响在印度运营的跨
国企业的最为重要的国际税务问题。印度转让定价法规与经合组织转
让定价指南大体类似，描述了各种转让定价方法，包括年度转让定价
同期资料的众多要求，并包含了未满足合规要求的处罚规定。
4.3.1.2 独立交易区间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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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中央直接税局通过引入可比性分析中的“区间”和“使用
多年数据”修订了46确定独立交易价格的规定。修订后的规定适用于
跨境交易以及特定境内交易（统称“交易”）[7]。
该拟定的机制以四分位区间的概念为基础，并且使用范围仅限于
使用交易净利润法、再销售价格法或成本加成法来确定独立交易价格
的方法。
根据法规草案规定，确定区间的步骤如下：
（1） 应根据与被测试主体功能、资产和风险（Function，Assets
and Risks，FAR）的相似程度，至少选择六家企业作为被
测试主体的可比企业；
（2） 考虑这六家（或更多）企业的三年数据，并使用各公司三
年数据的加权平均数建立数据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使
用其中两年的数据；
（3） 为计算加权平均数，将累计各可比企业所有年度的数据，
确定利润水平指标（Profit Level Indicator，PLI）的分
子和分母，从而计算利润率；
（4） 区间将由位于数据集系列第 35%至第 65%的数据点构成。
如果被测试主体的转让定价在上述所建区间之外，范围的中间值
将作为独立交易价格，并对转让定价进行调整。如果转让定价在范围
之内，则无需进行调整。
4.3.2 转让定价主要方法
（1）法律法规47
印度转让定价法规规定，源于关联企业跨境交易（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 ITN ） 或 特 定 境 内 交 易 （ Specified Domestic
Transaction，SDT）的收入应参照独立交易价格进行计算，并已明确
源于跨境交易或特定境内交易的任何费用津贴、利息或任何成本费用
的分摊也应参照独立交易价格确定。1961 年的印度所得税法给出了

46

参阅 2015 年 10 月 19 日第 83/2015 号公告。

47

关于计算独立交易价格的相关术语定义，请参阅印度所得税法 92 节和 92F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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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交易、特定境内交易、关联企业（Associated Enterprises，AE）
和独立交易价格（Arm's-length Price，ALP）等术语的定义。
（2）印度转让定价法规规定了以下六种计算独立交易价格的方
法
① 可比非受控价格法（Comparable Uncontrolled Price，CUP）；
② 再销售价格法（Resale Price Method，RPM）；
③ 成本加成法（Cost Plus Method，CPM）
；
④ 利润分割法（Profit Split Method，PSM）；
⑤ 交易净利润法（Transactional Net Margin Method，TNMM）
；
⑥ 规定的任何其他方法。
自 2011-12 财年起，规定第六种方法为将类似非受控交易收取或
支付的价格纳入考虑的“任何其他方法”。
上述方法并无优先级的先后顺序。
（3）一项特定的交易需要考虑以下各个方面来确定最适当的方
法
① 交易的性质；
② 交易的类别；
③ 关联方及其执行的职能；
④ 可靠信息的可获得性；
⑤ 受控和非受控交易之间的可比程度；
⑥ 其他相关因素。
4.3.3 转让定价调查
4.3.3.1 税务调查程序
税务局每年会选定一定比例的纳税申报表进行详细调查。发出的
通知须依法递送给纳税人，说明应提交给税务人员的记录、文件及详
细信息。
4.3.3.2 向转让定价官员提交案件48

48

印度所得税法第 92CA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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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旦开始调查，评估人员（Assessing Officer，AO）可将
案 例 提 交 给 负 责 转 让 定 价 的 官 员 （ Transfer Pricing
Officer，TPO），以计算跨境交易或特定境内交易的独立交
易价格；
（2） 仅在获得所得税局局长事先批准的情况下，方可将案例提
交给转让定价官员；
（3） 案件提交给转让定价官员后，转让定价官员将向纳税人发
出通知，要求出具支持跨境交易或特定境内交易计算独立
交易价格的必要证据；
（4） 规定由纳税人准备的资料和信息应在收到评估人员通知后
30 天内提交给税务局；
（5） 在审阅所有信息和资料后，转让定价官员应下发确定跨境
交易或特定境内交易的独立交易价格的通知书；
（6） 向纳税人及评估人员送达通知书后，评估人员应在规定时
限内完成审核，并下发初步调整通知书；
（7） 通常，详细核查需在相关税务年度起 36 个月内完成。包括
转让定价事项的详细核查需在相关税务年度后的 48 个月
内完成。49
根据税务局的现行内部行政指引，与关联企业进行的跨境交易或
特定境内交易总值超过 1.5 亿卢比的纳税人均应向转让定价官员提
交案件，让其对转让价格进行详细调查。税务局内部指示规定，案件
提交给转让定价官员后，将以风险程度为基础选择案件进行详细调
查。

4.4 预约定价安排

50

4.4.1 概述

49

参见印度所得税法第 153 节，该条款规定了详细核查的时限。

50

印度所得税法第 92CC 和 92CD 节。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印度所得税条例第 10G

至第 10T 条规定与第 44GA 条规定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引入，旨在规范预约定价安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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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1 印度预约定价安排介绍
印度预约定价安排最初通过 2012 年金融法引入印度。引入预约
定价安排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转让定价争议。
（1） 中央直接税局颁布的规定提供了申请流程的详细指引。
（2） 规定还包括需提交的信息、数据、费用明细与表格；在何
种情况下中央直接税局可能终止预约定价安排；以及对已
缔结的预约定价安排进行监控的合规程序。
（3） 纳税人在提交正式的预约定价安排申请前，可选择进行事
先咨询（可匿名）。
（4） 在双边或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情况下，纳税人的关联企业
可在他国与主管机关启动预约定价安排程序。
（5） 纳税人应在预约定价安排的所属期间内提交年度合规报告
（Annual Compliance Report，ACR）。
（6） 该年度合规报告可能需要接受印度税务局的审查。
（7） 如果存在预约定价安排，印度税务局将不会对涉及的关联
交易进行常规调查。
（8） 在特定情况下，预约定价安排可由印度税务局或经纳税人
申请而取消或修改。
（9） 预约定价安排期满续签时，需按照新申请预约定价安排的
程序进行。
4.4.1.2 预约定价安排的类型
预约定价安排包括单边、双边或多边等类型，说明如下：
（1） 单边：纳税人与其纳税所在国的税务机关之间订立的预约
定价安排。
（2） 双边：纳税人与其所在国税务机关及境外一国税务机关之
间订立的预约定价安排。
（3） 多边：纳税人与其所在国税务机关及多国税务机关之间订
立的预约定价安排。
印度预约定价规定允许使用全部三种预约定价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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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3 预约定价安排的架构51
印度中央直接税局可与任何从事或计划从事跨境交易的纳税人
订立预约定价安排52。
4.4.1.4 预约定价安排的约束力53
预约定价安排对税务机关和订立预约定价安排者均具有约束力。
一旦在预约定价安排中确定了独立交易价格，该价格将仅适用于这一
特定交易。
如果对已订立预约定价安排造成影响的法律或事实发生变动，则
该预约定价安排将不再具有约束力。如果证实某一预约定价安排协议
是以舞弊或歪曲事实等方式获取的，经中央政府审批，中央直接税局
可宣布该协议自始无效。
4.4.1.5 预约定价安排的效力54
根据规定，预约定价安排的效力为：
（1） 订立预约定价安排的纳税人必须在预约定价安排生效当月
月末起的三个月内提供预约定价安排相关年份修改后的纳
税申报表；
（2） 修改后的申报表应仅包含与预约定价安排相关问题的修
改。
（3） 如果提交修改后的申报表时存在任何未决评估或再评估程
序，则应根据修改后的申报表完成评估程序，相应的时限
可延长一年；
（4） 如果提交修改后的申报表时评估或再评估程序已经完成，
则需根据修改后的纳税申报表，在提交修改后申报表的财
年结束后一年内对总收入进行评估或再评估；

51

印度所得税法第 92CC 节讨论了预约定价安排的架构。

52

跨境交易的含义与印度所得税法第 92B 节中所述一致。

53

以印度所得税法第 92CC（5）节为根据。

54

印度所得税法第 92CD 节讨论了预约定价安排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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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纳税人如对根据修改后的申报表下达的核查结果存有异
议，可向所得税税务专员提出申诉。
4.4.2 适用范围
通常由纳税人自行决定是否为关联交易申请预约定价安排。纳税
人没有法定义务必须将所有关联方或关联交易全部纳入预约定价安
排，但通常建议纳税人向相关税务机关披露所有拟进行的关联交易，
以使各方可以就预约定价安排是否包含这些交易进行讨论并达成共
识。
4.4.3 程序
4.4.3.1 预约定价安排的时限
预约定价安排的最长时限为连续五年。
4.4.3.2 预约定价安排团队
印度预约定价安排团队包括：
（1） 指定的所得税税务官员；
（2） 经济、统计、法律领域的专家；
（3） 所得税税务总干事（Director General of Income Tax，
DGIT）提名的其他领域的专家。
4.4.3.3 预约定价安排撤销流程
在预约定价安排签署之前，纳税人可随时撤回预约定价安排申
请。如果无法接受协商的结果或经营状况发生变化，纳税人可退出预
约定价安排。
4.4.3.4 预约定价安排申请的修改
经所得税税务总干事（DGIT）或主管部门（Competent Authority，
CA）同意，预约定价安排方案未发生重大变动，并且纳税人按要求支
付额外费用的情况下，允许纳税人在协议定稿之前的任意时间对申请
进行修改。下列情况均可作为寻求修改申请的原因：
（1） 关键性假设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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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发生变动（能使安排不具约束力的法律发生变动除
外）；
（3） 应他国主管部门要求。
4.4.3.5 预约定价安排的修订
修订指令必须以书面形式下达，且需要列明要求修订的理由，比
如下列重要的原因：
（1） 该修订可由中央直接税局、所得税税务总干事、主管部门、
纳税人提出；
（2） 纳税人不同意修订或将导致取消预约定价安排；
（3） 转让定价官员在合规审查后得出负面结论；
（4） 未能及时提交年度合规报告或提交的报告中存在重大错
误；
（5） 因舞弊或歪曲事实。
4.4.3.6 预约定价安排的取消与续签55
取消预约定价安排的指令，需要具备下列基本特征：
（1） 以书面形式发出，并列明原因；
（2） 提供听证机会；
（3） 与相关调查人员和转让定价官员正式沟通。
根据预约定价安排的规定，允许续签预约定价安排，但规定除初
始申请要求的事先咨询以外，纳税人需缴纳所有其他列明的费用，以
及完成所有其他申请流程。
4.4.3.7 年度合规报告56
在预约定价安排协议所涵盖的每一年度，纳税人均应向所得税税
务总干事提交一式四份的年度合规报告。所得税税务总干事应在当年
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提交截止日期后的 30 日内，或订立协议的 90 日内

55

印度所得税条例第 10Q 条规定。

56

印度所得税条例第 10O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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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者孰晚为准）
，向印度主管部门、纳税人所属地区的所得税税
务专员以及纳税人所属地区的转让定价官员分别递交一份副本。
4.4.3.8 预约定价安排的合规性审查57
申请者所属辖区的转让定价官员有权对协议所涵盖各年度的预
约定价安排进行合规性审查，且该转让定价官员应在收到年度合规报
告当月月末后的六个月内提交其报告。根据相关规定，转让定价官员
在进行审查时，对于预约定价安排方案中涉及的关联交易，将不会按
常规转让定价调查程序进行审查。
4.4.3.9 预约定价安排追溯条款
追溯期被定义为：主要预约定价安排申请前一年度之前的四年期
间。
4.4.3.10 适用现行追溯条款的条件
（1） 追溯期内的跨境交易与主要预约定价安排中提议的跨境交
易相同；
（2） 所有追溯年度均已按照规定的时间提交所得税申报表；58
（3） 追溯期内拟涵盖的跨境交易已通过表格 3CEB（会计师报
告）进行上报；
（4） 追溯条款适用于上述交易发生的全部追溯期间。
如果针对特定跨境交易的独立交易价格确认尚处于向所得税上
诉法庭（ITAT）上诉阶段，且所得税上诉法庭在签署预约定价安排之
前下达了指令，则不允许在特定年度使用追溯条款。
追溯条款的影响包括：减少应税所得、增加追溯年度所得税申报
表中的亏损。
4.4.3.11 生效程序
（1） 在预约定价安排方法生效并缴纳了额外的税款（如有）之
后，申请者应上报修改后的纳税申报表；
57

印度所得税条例第 10P 条规定。

58

印度所得税法 139 节中规定的时间表
89

中国居民赴印度投资税收指南

（2） 应在预约定价安排签署当月月末后的三个月内，提交追溯
年度修改后的纳税申报表和预约定价安排期间首年修改后
的申报表；
（3） 就某一追溯年度向所得税上诉委员会（CIT（A）
）、所得税
上诉法庭（ITAT）、高等法院提起上诉的申请者，应在报送
修改后的申报表之前撤销未决上诉；
（4） 就某一追溯年度向所得税上诉法庭、高等法院提起上诉的
部门，应在申请者报送修改后的申报表的三个月内撤销未
决上诉；
（5） 任一追溯年度的追溯条款未能生效，将取消预约定价安排。

4.5 受控外国企业
目前印度还没有相关法律规定。

4.6 成本分摊协议管理
目前印度还没有相关法律规定。

4.7 资本弱化
目前，印度未实施强制性的资本弱化规则。然而，银行和金融公
司必须遵守资本充足率规定。此外，外汇管理条例规定，在从特定非
居民贷款方获得的借款超过一定限度的情况下，债资比不得超过 4:1。
另外印度政府规定，印度公司或常设机构支付给关联方非居民企业的
利息超过 100 万卢比，则利息扣除额不得超过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EBITDA）的 30%。
（参见 2.2.3.6）

4.8 法律责任
4.8.1 转让定价举证责任
证明交易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责任主要由纳税人承担。如果
税务机关在根据拥有的材料、信息或文件执行调查程序期间，认为交
易不符合独立交易价格，或者纳税人未准备或编制充分、可靠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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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数据，则在纳税人获得听证机会后，可重新计算纳税人的应纳
税所得总额。
4.8.2 转让定价中印度的处罚制度
对于违反转让定价法规的情形，规定的处罚如下：
表 12 处罚
不合规行为

可能的处罚

未能保存并维护有关某项跨境交易

处以相当于跨境交易或特定境内交易价值 2%的罚

或特定境内交易的文件和信息

款

未能提供所需文件或信息

每次未能提供所需文件或信息，均处以相当于跨境
交易或特定境内交易价值 2%的罚款

应当上报的任何跨境交易或特定境

每次未能上报，均处以相当于跨境交易或特定境内

内交易未能上报

交易价值 2%的罚款

隐瞒收入或提供不准确的收入条目

处以对应纳税调整部分税款的 100%至 300%的罚款

未能提供转让定价法规要求的注册
会计师报告

处以 10 万卢比的罚款

此外，因转让定价调整而提高的应纳税所得额不能享受税法规定
的税收减免或免税期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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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印税收协定及相互协商程序

5.1 中印税收协定
截至 2020 年 10 月，印度与 95 个国家（地区）签订了避免双重
征税协定（安排）
（DTAA）
，也签署了《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签
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是为了避免对两个不同国家的同一所得或财
产进行双重征税。与印度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议的国家（地区）名单
请参见附录一。
5.1.1 中印税收协定
1994 年 7 月 18 日，中国和印度在新德里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
协定》
（文本链接地址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
70/c1153377/part/1153379.pdf）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
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的议定书》
（文本链接地址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70/c1
153377/part/1153381.pdf）。协定于 1994 年 11 月 19 日生效，1995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1994 年 12 月 9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印两国政府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若干条文解释与执
行的通知》国税发（〔1994〕257 号）
，并于 1995 年 1 月 1 日起与中
印税收协定同时开始执行。
5.1.2 适用范围
5.1.2.1 主体范围
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者同时为双方居民的人。“人”一语包
括个人、公司和按照缔约国各自的现行税法视同纳税单位的其他实
体。“缔约国一方”和“缔约国另一方”指的是中国和印度。
“缔约国一方居民”一语是指按照该缔约国法律，由于住所、居
所、总机构所在地，或者其他类似的标准，在该缔约国负有纳税义务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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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个人，其身份应按以下规则确定：
（1） 应认为是其有永久性住所所在缔约国的居民；如果在缔约
国双方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与其个人和经济关系
更密切（重要利益中心）所在缔约国的居民；
（2） 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无法确定，或者在缔约国任何
一方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其有习惯性居处所在缔
约国的居民；
（3） 如果其在缔约国双方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居处，应认
为是其国民所属缔约国的居民。
“国民”一语是指所有具有
缔约国一方国籍的个人和所有按照该缔约国现行法律取得
其法律地位的法人、合伙企业或团体；
（4） 如果其同时是缔约国双方的国民，或者不是缔约国任何一
方的国民，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商解决。
除个人以外，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人，应认为是其总机构所
在缔约国的居民。
5.1.2.2 客体范围
协定适用于由缔约国一方、其行政区或地方当局对所得征收的所
有税收，不论其征收方式如何。根据中印税收协定的议定书，适用于
协定的“税收”不包括因违背与本协定适用税种有关的法律和法规所
处以的罚金。
对全部所得或某项所得征收的税收，包括对来自转让动产或不动
产的收益征收的税收以及对资本增值征收的税收，应视为对所得征收
的税收。
本协定适用的现行税种在中国为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以下
简称“中国税收”
）；在印度为所得税及其附加（以下简称“印度税收”
）。
本协定也适用于本协定签订之日后征收的属于增加或者代替第
三款所列现行税种的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
应将各自税法所作出的实质变动，在其变动后的适当时间内通知对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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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领土范围
中印税收协定适用于的领土范围为“缔约国一方”（中国）和缔
约国另一方（印度）
，“中国”和“印度”在协定中指：
“中国”一语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实施
有关中国税收法律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包括领海，以及根据
国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勘探和开发海底和底土资源以及海底以
上水域资源的主权权利的领海以外的区域。
“印度”一语是指印度共和国领土，包括领海和领空，以及根据
印度法律和国际法，印度拥有主权、其他权利和管辖权的其他海域。
5.1.3 常设机构的认定
中印协定中，“常设机构”一语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
固定营业场所。
5.1.3.1 场所型常设机构的认定
根据协定，场所型常设机构包括：
（1）管理场所；
（2）分支机构；
（3）办事处；
（4）工厂；
（5）作业场所；
（6） 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其他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
（7）与为其他人提供储存设施的人有关的仓库；
（8）从事农业、林业、种植业或者相关活动的农场、种植园或
者其他场所；
（9）用于勘探、开采自然资源的装置或设施，但仅以 183 天以
上的为限。
同时，按照协定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场所型“常设机构”一语应
认为不包括：
（1）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
用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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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
品的库存；
（3）专为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
存；
（4）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者搜集情报的目的所设
的固定营业场所；
（5）专为本企业进行其他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设的固
定营业场所。
协定第五条第六款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控制或被控制于
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或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公司（不论
是否通过常设机构）
，此项事实不能据以使任何一方公司构成另一方
公司的常设机构。
5.1.3.2 工程型常设机构的认定
协定第五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建筑工地，建筑、安装或装配工
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以该工地、工程或活动（连同其
他此类工地、工程或活动）连续 183 天以上的为限。
5.1.3.3 服务型（劳务型）常设机构的认定
协定第五条第二款第十一项规定：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雇员或者
其他人员，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特许权使用费和技术服务费（协定十
二条）所规定的技术服务以外的劳务，但仅以该项活动在该缔约国另
一方连续或累计超过 183 天的为限。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印两国政府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若干条文
解释与执行的通知》
（国税发〔1994〕257 号）第一条进一步明确：
协定第五条第二款第十一项关于提供劳务构成常设机构的法规，其含
义是中、印各方公司、企业通过雇员或其他人员在对方提供劳务，该
项活动连续或累计超过 183 天，即构成常设机构，并应按第七条营业
利润的法规征税。如上述活动连续或累计未超过 183 天，应按第十二
条特许权使用费和技术服务费的条文法规征税。
5.1.3.4 代理型常设机构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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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除独立代理人以外）在缔约国一方代表缔约国另一方
的企业进行活动，有权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并以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
同，这个人为该企业进行的任何活动，应认为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
设有常设机构。但如果这个人通过固定营业场所进行的活动限于协定
第五条第三款规定的准备性和辅助性活动，不应认为该代理人构成了
常设机构。
根据中印协定第五条第五款规定，独立代理人不构成常设机构。
独立代理人是指：缔约国一方企业仅通过按常规经营本身业务的经纪
人、一般佣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独立代理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
业，不应认为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但如果这个代理人的
活动全部或几乎全部代表该企业，不应认为是协定所指的独立代理
人。
5.1.4 不同类型收入的税收管辖权
5.1.4.1 股息与利息
（1）股息
协定中“股息”一语是指从股份或者非债权关系分享利润的权利
取得的所得，以及按照分配利润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法律，视同
股份所得同样征税的其他公司权利取得的所得。
根据协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给缔约国
另一方居民的股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然而，这些股息也
可以在视支付股息的公司为其居民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法律征税。
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股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股息总额
的 10%。本款规定，不应影响对该公司支付股息前的利润所征收的公
司利润税。
第五款规定，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支付股
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
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
人劳务，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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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
用第七条（营业利润）或第十四条（独立个人劳务）的规定。
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利润或所得，该缔约国
另一方不得对该公司支付的股息征收任何税收。但支付给该缔约国另
一方居民的股息或者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
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除外。对于该公司的未分配的利润，
即使支付的股息或未分配的利润全部或部分是发生于该缔约国另一
方的利润或所得，该缔约国另一方也不得征收任何税收。
（2）利息
协定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
“利息”一语是指从各种债权取得的
所得，不论其有无抵押担保或者是否有权分享债务人的利润；特别是
从公债、债券或者信用债券取得的所得，包括其溢价和资金。由于延
期支付的罚款，不应视为本条所规定的利息。
①征税权和协定税率：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
居民的利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
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
是利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 10%。
②免税情形：虽有第二款的规定，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为缔约国
另一方政府、其行政区、地方当局及其中央银行或者完全为其政府所
有的金融机构取得的利息；或者为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取得的利息，
其债权是由该缔约国另一方政府、其行政区、地方当局及其中央银行
或者完全为其政府所有的金融机构间接提供资金的，应在该缔约国一
方免税。
③应适用营业利润或独立劳务所得的情形：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
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利息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
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
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利息的债权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
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
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营业利润（第七条）或独立个人劳务（第十
四条）的规定。如果支付利息的人为缔约国一方政府、其行政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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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利息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
付利息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
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利息的债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
系，并由其负担该利息，上述利息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
地所在缔约国。
第七款还规定，由于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
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债权所支付的利息数额超出支付人与
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
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
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本条中的利息不包括协定第八条（海运和空运）第三款所述的“利
息”
。第八条第三款规定：在本条中，与以船舶或飞机经营国际运输
业务有直接联系的资金的利息，应视为本条所述的利润，并且该利息
不适用第十一条（利息）的规定。
（3）特许权使用费和技术服务费
根据协定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特许权使用费”一语是指使用
或有权使用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包括电影影片、无线电或电视广
播使用的胶片、磁带的版权，专利、商标、设计或模型、图纸、秘密
配方或秘密程序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或者使用或有权使用
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或有关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情报所支付的
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第四款规定：
“技术服务费”一语是指缔约国
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管理、技术或咨询服务而收取的任何报
酬，但不包括服务型常设机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第十项）和非独立
个人劳务（协定第十五条）所提及的活动的报酬。
征税权和协定税率：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
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特许权使用费或技术服务费，可以在该缔约
国另一方征税。第二款规定：这些特许权使用费或技术服务费也可以
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
特许权使用费或技术服务费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特许权
使用费或技术服务费总额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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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如果特许权使用费或技术服务费受益所有人
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特许权使用费或技术服务费发生的缔约国另一
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
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
或技术服务费的权利、财产或合同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
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
适用营业利润（协定第七条）或独立个人劳务（第十四条）的规定。
第六款，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或技术服务费的人是缔约国一方
政府、其行政区、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特许权使用费
或技术服务费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或技术服
务费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
者固定基地，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或技术服务费的义务与该常设机构
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特许权使用费或技术服务费，
上述特许权使用费或技术服务费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
基地所在缔约国。
第七款，由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或技术服务费的人与受益所有人
之间或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使用、权利或情报支付
的特许权使用费或技术服务费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
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
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
但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印两国政府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若干条文
解释与执行的通知》
（国税发〔1994〕257 号）第四条“关于第十二
条特许权使用费和技术服务费”规定：鉴于印方国内法已明确法规对
技术服务费征收预提所得税，并坚持在税收协定中对特许权使用费和
技术服务费采用相同的限制税率征收预提税，双方商定第十二条除明
确对特许权使用费征税法规外，同时明确关于技术服务费征税的法
规。具体执行，按以下原则掌握：①凡按照协定第五条常设机构的条
文法规，提供技术服务已构成常设机构的，相关的技术服务费应按协
定第七条营业利润的法规征税。如各自公司、企业派员到对方提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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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服务未构成常设机构的，则该项技术服务费应按协定第十二条第二
款的法规，征收 10％的预提税；②该条征收预提税的技术服务费，
应按第四款所述范围，不包括适用协定第五条第二款第（十一）项法
规的劳务活动涉及的技术服务费，也不包括适用协定第十五条法规的
非独立个人劳务的报酬。
5.1.4.2 营业利润
征税权：协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
该缔约国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
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除外。如果该企业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
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其利润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
税，但应仅以直接或间接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但是，如果该
企业证明上述活动不是由常设机构进行的，或者与常设机构无关，应
不适用本款的规定。同时，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印两国政府避免双
重征税协定若干条文解释与执行的通知》（国税发〔1994〕257 号）
第二条“关于第七条营业利润”规定：基于印方要求在该条第一款明
确“引力原则”的规定，双方经协商，作为变通处理，规定常设机构
所在国应对“直接或间接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征税；同时明确，如
企业证明有关活动不是由常设机构进行的，或同常设机构无关，经常
设机构所在国税务当局认可，则不应作为常设机构的应税利润。
可归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第七条第二款规定：除适用第三款的
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
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应将该常设机构视同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从事
相同或类似活动的独立分设企业，并同该常设机构所隶属的企业完全
独立处理，该常设机构可能得到的利润在缔约国各方应归属于该常设
机构。第三款：如果缔约国一方的税法规定，对于某具体营业活动在
核定利润的基础上确定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第二款的规定并不妨碍
该缔约国执行其法律的规定，但是所得到的结果应与本条所规定的原
则一致。
确定常设机构利润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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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四款：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当根据该缔约国税
法的规定，允许扣除其进行营业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行
政和一般管理费用，不论其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缔约国
或者其他任何地方。
（2） 第五款：不应仅由于常设机构为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将
利润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3） 第六款：在第一款至第五款，除有适当的和充分的理由需
要变动外，每年应采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属于常设机构的利
润。
（4） 第七款：利润中如果包括有本协定其他各条单独规定的所
得项目时，本条规定不应影响其他各条的规定。
5.1.4.3 不动产使用所得
定义：协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不动产”一语应当具有财产所
在地的缔约国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该用语在任何情况下应包括附属
于不动产的财产，农业和林业所使用的牲畜和设备，有关地产的一般
法律规定所适用的权利，不动产的用益权以及由于开采或有权开采矿
藏、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取得的不固定或固定收入的权利。船舶和飞
机不应视为不动产。
征税权：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从位于缔约国另一
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适用范围：第六条第三款规定：第一款的规定应适用于从直接使
用、出租或者任何其他形式使用不动产取得的所得。第六条第四款第
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也适用于企业的不动产所得和用于进行独立个
人劳务的不动产所得。
5.1.4.4 财产转让所得
协定第十三条“财产收益”包括：
第一款：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六条所述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
动产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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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转让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营业财
产部分的动产，或者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
务的固定基地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包括转让常设机构（单独或者随同
整个企业）或者固定基地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三款：转让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或者转让属于经营上
述船舶、飞机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转让者为其居民的缔约国征
税。
第四款：转让一个公司财产股份的股票取得的收益，该公司的财
产又主要直接或者间接由位于缔约国一方的不动产所组成，可以在该
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五款：转让本条以上各款所述财产以外的其他财产取得的收
益，发生于缔约国一方的，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5.1.4.5 个人劳务所得
（1）独立个人劳务。
协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由于专业性劳务或者
其他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所得，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具有以下情况
之一的，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① 在缔约国另一方为从事上述活动设有经常使用的固定基地。
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属于该固定基地的
所得征税；
② 在有关纳税年度中在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超过一百
八十三天。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在该缔
约国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征税。
协定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专业性劳务”一语特别包括独立的
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
筑师、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动。
（2）非独立个人劳务
协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除适用第十六条（董事费)、第十八
条（退休金）、第十九条（为政府服务的报酬和退休金）、第二十条（教
授、教师和研究学者收到的款项）和第二十一条（学生、实习人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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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收到的款项）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受雇取得的薪金、
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除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以外，应仅
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
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协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
因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条
件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① 收款人在有关纳税年度中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
不超过 183 天；
② 该项报酬由并非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表该雇
主支付；
③ 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
基地所负担。
协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缔约
国一方居民企业经营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上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
的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
5.1.4.6 其他所得
协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各项所得，
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的，应仅在该缔
约国一方征税。
协定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动产所得以外
的其他所得，如果所得收款人为缔约国一方居民，通过设在缔约国另
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
另一方的固定基地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所
得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
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分别适用第七条（营业利润）
或第十四（独立个人劳务）的规定。
协定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缔约国
一方居民取得的发生于缔约国另一方的所得，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
规定的，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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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印度税收抵免政策
5.1.5.1 税收协定中的相关规定
中印税收协定第二十三条“消除双重征税方法”
第一款，在中国，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1） 中国居民从印度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在印度缴纳
的税额，可以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但是，
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中国税法和规章计算的中
国税收数额。
（2） 从印度取得的所得是印度居民公司支付给中国居民公司的
股息，同时该中国居民公司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股份不少于
10%的，该项抵免应考虑支付该股息公司就该项所得缴纳的
印度税收。
第二款，在印度，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印度居民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的规定可以在中国征税的，印
度应允许在对该居民的所得征收的税收中抵扣，抵扣额等于在中国直
接缴纳或扣除的所得税额。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该抵扣额不应超过
抵扣前归属于在中国征税的所得所计算的那部分所得税数额。
第三款，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述在缔约国一方缴纳的税额，应
视为包括假如没有按照该缔约国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定给予减
税、免税或其他税收优惠而本应缴纳的税额。
5.1.5.2 企业境外所得的税收抵免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有关税收抵免
的基本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二条：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乘以适用税率，
减除依照本法关于税收优惠的规定减免和抵免的税额后的余额，为应
纳税额。
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企业取得的下列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
税税额，可以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抵免限额为该项所得依照本
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以在以后五个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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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
（1）居
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得；
（2）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
机构、场所，取得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应
税所得。
所得税法第二十四条：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
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
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可以作为
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在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抵免
限额内抵免。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七条：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所
称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是指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依照
中国境外税收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缴纳并已经实际缴纳的企业所
得税性质的税款。
实施条例第七十八条：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所称抵免限额，
是指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定
计算的应纳税额。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完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
抵免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7〕84 号）规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可以自行选择“分国（地区）不分项”或是“不分国（地
区）不分项”，计算其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和抵免限额59。
分国（地区）不分项计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抵免限额＝中国境内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定
计算的应纳税总额×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境内外应
纳税所得总额。
不分国（地区）不分项计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抵免限额=（中国境内外所得额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
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 x 居住国所得税率）×（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
境内外应税所得总额）
实施条例第七十九条：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所称 5 个年度，
是指从企业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已经在中国境外缴纳的企
59

企业选择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方式后，5 年内不得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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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得税性质的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当年的次年起连续 5 个纳税年
度。
实施条例第八十条：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四条所称直接控制，是
指居民企业直接持有外国企业 20%以上股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四
条所称间接控制，是指居民企业以间接持股方式持有外国企业 20%以
上股份，具体认定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实施条例第八十一条：企业依照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第二
十四条的规定抵免企业所得税税额时，应当提供中国境外税务机关出
具的税款所属年度的有关纳税凭证。
5.1.5.3 个人境外所得的税收抵免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纳税义务人从中
国境外取得的所得，准予其在应纳税额中扣除已在境外缴纳的个人所
得税税额。但扣除额不得超过该纳税义务人境外所得依照本法规定计
算的应纳税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
第三十二条：税法第七条所说的已在境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
额，是指纳税义务人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该所得来源国家或
者地区的法律应当缴纳并且实际已经缴纳的税额。
第三十三条：税法第七条所说的依照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是指纳税义务人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区别不同国家或者地区和不
同所得项目，依照税法规定的费用减除标准和适用税率计算的应纳税
额；同一国家或者地区内不同所得项目的应纳税额之和，为该国家或
者地区的扣除限额。
纳税义务人在中国境外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实际已经缴纳的个人
所得税税额，低于依照前款规定计算出的该国家或者地区扣除限额
的，应当在中国缴纳差额部分的税款；超过该国家或者地区扣除限额
的，其超过部分不得在本纳税年度的应纳税额中扣除，但是可以在以
后纳税年度的该国家或者地区扣除限额的余额中补扣。补扣期限最长
不得超过五年。
106

中国居民赴印度投资税收指南

第三十四条：纳税义务人依照税法第七条的规定申请扣除已在境
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时，应当提供境外税务机关填发的完税凭证
原件。
5.1.5.4 饶让抵免
税收饶让抵免（Tax Sparing Credit），又称税收饶让，是指居
住国政府对本国纳税人来源于国外的所得由收入来源地国减免的那
部分税款，视同已经缴纳，同样给予税收抵免待遇的一种制度。
中印协定中的税收饶让抵免规定：
第二十三条第三款：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述在缔约国一方缴纳
的税额，应视为包括假如没有按照该缔约国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规
定给予减税、免税或其他税收优惠而本应缴纳的税额。
5.1.5.5 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指引
境外所得的税收抵免政策详细规定和具体操作指南，请参阅《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
税〔2009〕125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境外所得税收
抵免操作指南>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1 号）的相关
规定。
5.1.6 无差别待遇原则（非歧视待遇）
税收无差别待遇指缔约国各方相互给予对方国民以等同于本国
国民的待遇。中印税收协定第二十四条“无差别待遇”规定如下：
第一款：缔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
件，不应与该缔约国另一方国民在相同情况下，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
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
第二款：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常设机构的税收负担，
不应高于该缔约国另一方对其本国在相同情况或相同条件下进行同
样活动的企业。
第三款：缔约国一方对缔约国另一方企业设立的常设机构的利润
征收的税率与对其本国类似企业不同时，不应理解为本条所述的差别
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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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本条不应理解为缔约国一方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负担给
予该缔约国居民的任何扣除、优惠和减免也必须给予缔约国另一方居
民。
第五款：除适用协定第九条（联属企业）第一款、第十一条（利
息）第七款或第十二条（特许权使用费和技术服务费）第七款规定外，
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其
他款项，在确定该企业应纳税利润时，根据该缔约国一方国内法律的
规定，应与在同样情况下支付给该缔约国一方居民同样予以扣除。
第六款：缔约国一方企业的资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为缔约
国另一方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居民拥有或控制，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
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缔约国一方其他同类企业在相同
情况和相同条件下的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
其更重。
第七款：在本条中，
“税收”一语是指适用于本协定的各种税收。
5.1.7 在印度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手续
在印度，中国居民要享受税收协定待遇，须向印度税务当局提交
以下文件资料：
（1） 申请享受协定待遇的格式化自我声明或保证承诺（银行网
站上提供了该格式化模板的下载）；
（2） 申请人自我确认的永久纳税账号卡的复印件；
（3） 申请人自我确认的的入境签证和护照复印件；
（4） 印度裔（PIO）证明复印件，以便在本财政年度期间更新护
照；
（5） 税收居民身份证明（Tax Residency Certificate，TRC）。
中国居民要在印度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必须在国内开具中国税收
居民身份证明，因此，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须
在当地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时及时提交。

5.2 中印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
5.2.1 相互协商程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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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确适用税收协定，避免双重征税，解决国际税收争议，维护
中国居民（国民）的合法利益和国家税收权益，规范与外国（地区）
税务主管当局涉及税收协定的相互协商工作，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
《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实施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56 号）（以下称“《实施办法》
”）
，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5.2.2 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的法律依据
中印税收协定第二十五条“协商程序”规定：当一个人认为，缔
约国一方或者双方所采取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不符合本协定规
定的征税时，可以不考虑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补救办法，将案情提交
本人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或者如果其案情属于第二十四条第
一款，可以提交本人为其国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该项案情必须在不
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措施第一次通知之日起，3 年内提出。
5.2.3 相互协商程序的适用
5.2.3.1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包括中国居民和中国国民。中国居民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就来源于中国
境内境外的所得在中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中国
国民，是指具有中国国籍的个人，以及依照中国法律成立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5.2.3.2 相互协商程序适用的范围
相互协商的事项限于税收协定适用范围内的事项，但超出税收协
定适用范围，且会造成双重征税后果或对缔约一方或双方利益产生重
大影响的事项，经中国和印度税务主管当局同意，也可以进行相互协
商。主要有以下六项：
（1）对居民身份的认定存有异议，特别是相关税收协定规定双
重居民身份情况下需要通过相互协商程序进行最终确认的；
（2）对常设机构的判定，或者常设机构的利润归属和费用扣除
存有异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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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各项所得或财产的征免税或适用税率存有异议的；
（4）违反税收协定非歧视待遇（无差别待遇）条款的规定，可
能或已经形成税收歧视的；
（5）对税收协定其他条款的理解和适用出现争议而不能自行解
决的；
（6）其他可能或已经形成不同税收管辖权之间重复征税的。
5.2.3.3 中国关于特别纳税调整相互协商程序的另行规定
《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
》
（国税发〔2009〕2 号）第十
一章规定：关联交易一方被实施转让定价调查调整的，应允许另一方
做相应调整，以消除双重征税。涉及税收协定国家（地区）关联方的
转让定价相应调整，企业应同时向国家税务总局和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书面申请，报送《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申请书》
，并提供企业或其关联
方被转让定价调整的通知书复印件等有关资料。企业应自企业或其关
联方收到转让定价调整通知书之日起三年内提出相应调整的申请，超
过三年的，税务机关不予受理。
5.2.4 启动程序
5.2.4.1 申请时效及条件
中印税收协定第二十五章规定，相互协商申请时效为该项案情必
须在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措施第一次通知之日起，3 年内提出。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条件设定为以
下五项：
（1）申请人为按照本办法第九条或第十条规定可以提起相互协
商请求的中国居民或中国国民；
（2）提出申请的时间没有超过税收协定规定的时限；
（3）申请协商的事项为缔约对方已经或有可能发生的违反税收
协定规定的行为；
（4）申请人提供的事实和证据能够证实或者不能合理排除缔约
对方的行为存在违反税收协定规定的嫌疑；
（5）申请相互协商的事项不存在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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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符合上款规定全部条件的申请，税务机关认为涉及严重双
重征税或损害中国税收权益、有必要进行相互协商的，也可以决定受
理。
5.2.4.2 税务机关对申请的处理
负责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征管的省税务机关为受理申请的
税务机关。申请人就缔约对方征收的非所得税类税收提出相互协商申
请的，负责与该税收相同或相似的国内税收征收的省税务机关为受理
申请的税务机关。国内没有征收相同或相似税收的，省税务局为受理
申请的税务机关。受理申请的省税务机关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将申
请上报税务总局，并将情况告知申请人，同时通知省以下主管税务机
关。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总局可以决定终止相互协商程序，并
以书面形式告知省税务机关，省税务机关应告知申请人：
（1） 申请人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或在提交的资料中弄虚作假的；
（2）申请人拒绝提供税务机关要求的、与案件有关的必要资料
的；
（3）因各种原因，申请人与税务机关均无法取得必要的证据，
导致相关事实或申请人立场无法被证明，相互协商程序无法继续进行
的；
（4）缔约对方主管当局单方拒绝或终止相互协商程序的；
（5）其他导致相互协商程序无法进行、或相互协商程序无法达
到预期目标的。
对于相互协商结果，税务总局应以书面形式告知受理申请的省税
务机关，省税务机关应告知申请人。
5.2.5 相互协商的法律效力
5.2.5.1 相互协商程序结果的法律效力
达成的协议应予执行，而不受中印两国国内法律的时间限制。双
方主管当局经过相互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分别按不同情况处理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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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方就协定的某一条文解释或某一事项的理解达成共识的，
税务总局应将结果以公告形式发布；
（2）双方就具体案件的处理达成共识，需要涉案税务机关执行
的，税务总局应将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相关税务机关。
经双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达成一致的案件，涉及中国税务机关退
税或其他处理的，相关税务机关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执行完
毕，并将情况报告税务总局。
5.2.5.2 相互协商程序与生效的税收和解或司法判决的关系
相互协商程序进行期间，不停止税务机关已生效决定的执行，税
务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除外。
5.2.5.3 保护性措施
在两国主管当局达成一致意见之前，申请人可以以书面方式撤回
相互协商申请。申请人撤回申请或者拒绝接受中印双方主管当局达成
一致的相互协商结果的，税务机关不再受理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的申
请。
在相互协商过程中，如果印度主管当局撤回相互协商请求，或出
现其他情形致使相互协商程序无法进行的，税务总局可以终止相互协
商程序。
5.2.6 印度仲裁条款
仲裁条款是 OECD 为提高相互协商程序的效率，确保税收协定的
实施而制定的条款。其一般形式是：如果两国主管当局在一定时间内
（通常为两年）无法就相互协商的事项达成一致，当事人可以请求将
该事项提交仲裁。但迄今中国对外签署的税收协定中尚未包含有仲裁
条款，故本文在此不做阐述。

5.3 中印税收协定争议的防范
5.3.1 什么是中印税收协定争议

112

中国居民赴印度投资税收指南

中印税收协定争议是指中国与印度因双方之间签订的税收协定
条款的解释和适用而引发的争议，体现在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
面是跨国纳税人与收入来源地国（印度）之间就中印税收协定条款的
解释和适用引发的争议；第二个层面是跨国纳税人与收入来源国（印
度）之间基于中印税收协定条款的解释和适用争议无法达成谅解，并
申请进入相互协商程序后，转化为中国与印度两个主权政府之间的税
务争议。税收协定争议中，跨国纳税人是直接利害关系方，应当着重
防范和避免争议的发生，做好税收策划，证据收集和保管工作，增强
税收协定争议的风险控制与管理能力。
5.3.2 中印税收协定争议产生的主要原因及表现
所称中印税收协定争议是中国投资者与印度税务当局或者中国
税务当局之间的税务争议，两者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此类争议
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中国投资者在赴印度投资的决策阶段没
有全面周详地考察中印税收协定及印度当地税法的具体规定，致使投
资项目在印度落地后一些尚未识别的税务成本增加；其二是中国投资
者在一些具有争议的涉税问题上与印度税务当局以及中国税务当局
没有事先进行有效地沟通，由此引发税务争议。由税收协定引发的争
议主要有：税收管辖权争议、税收歧视和税收协定的乱用或不用；主
要体现在征税范围扩大、税款多征、以国内法代替国际法等，以下是
一些常见的中印税收协定容易产生争议的方面。
5.3.2.1 双重税务国籍
中国居民企业在印度依据印度法律设立了项目投资公司，但公司
的实际管理机构仍然设置在中国境内时，这一项目投资公司根据中国
税法以及印度税法的规定既是中国居民企业又是印度居民企业。如果
项目投资公司没有与中国税务当局以及印度税务当局事先协商确定
其单一税务国籍的，那么将无法享受税收协定优惠，由此可能引发税
务争议。
5.3.2.2 享受税收协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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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者在印度获取股息、利息或者特许权使用费等消极收入
时，应当按照印度所得税法的要求，中国投资者需在印度注册税号，
并申报纳税，通过税号注册证明受益所有人身份，从而适用中印税收
协定规定的优惠税率，降低在收入来源地国的税负。
5.3.2.3 营业利润与特许权使用费区分争议
中国居民企业或个人向位于印度的商业客户提供技术服务并收
取技术服务费，其收入属于税收协定规定的营业利润，中国居民无须
在印度缴纳所得税。但是，如果中国居民的技术服务行为兼具技术授
权使用行为的，容易引发税务争议。这种混合行为极易被印度税务当
局全盘认定为技术授权行为，将中国居民收取的费用视为特许权使用
费，因此要求中国居民在印度缴纳所得税。中国居民应当事先主动做
好区分，明确技术服务与技术授权的两部分收入，避免税收成本的增
加。技术服务费与技术授权费的区分问题是税收协定争议的高发地
带。
5.3.2.4 常设机构的认定争议
中国投资者在印度获得营业收入是否应当在印度履行纳税义务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常设机构的认定。通常，中国投资者在印度的场所、
人员构成常设机构的，其营业利润应当在印度纳税。中国投资者应当
尽量争取避免其在印度设置的场所、人员被印度税务当局认定为常设
机构。因此，常设机构的具体认定问题容易引发税务争议，同时也是
中国投资者应当着重关注的税务风险点。
在场所型常设机构认定方面，协定规定专为准备性、辅助性目的
设立的场所且其全部活动属于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不属于常设机
构。如何认定准备性、辅助性活动和目的，也是中国投资者与印度税
务当局之间的争议高发点。
在工程型常设机构认定方面，如果中国投资者或者经营者为印度
商业客户提供工程服务，应当高度审慎地遵循税收协定关于常设机构
的认定规定，尤其是工程期限的把控，同时准确区分工程地与场所的
区分，以免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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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型常设机构认定方面，要审慎把控雇员的服务时限，避免
超过期限而被认定为常设机构。此外，中国经营者既提供技术转让又
提供技术支持服务的，应当避免超时限而被认定为常设机构。
在代理型常设机构认定方面，中国投资者或者经营者要确保其在
印度的代理人符合独立代理人的条件，否则将会被认定为中国投资者
或者经营者在印度的常设机构。
5.3.2.5 是否归属于营业利润的划分
中印税收协定采用了引力原则，与常设机构类似的经营活动，归
属于营业利润，要求企业应将常设机构和在当地的非常设机构之间的
业务事项进行划分，非常设机构与常设机构之间最好能做到各自独
立，在印度开展活动是通过海外总部（代表处）和常设机构进行的要
进行充分的筹划，避免出现通过海外总部进行的业务与当地的常设机
构混在一起进行。
5.3.3 妥善防范和避免中印税收协定争议
中国投资者与印度税务当局争议主要体现在纳税范围（税收管辖
权）
、纳税额（税收歧视）以及不执行协定争议上，一旦产生税收协
定争议，可以先通过自行与当地税务局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则可以
通过启动相互协商程序加以解决，但这一协商机制的缺点在于缺乏时
限规定，可能使得各个程序阶段久拖不决，导致争议解决效率低下，
对投资者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因此，中国投资者应当注重增强防范
和避免中印税收协定争议的能力，尽力避免在项目投资或者经营过程
中与印度税务当局之间产生税务争议，强化税务风险管理，确保在印
投资或经营能够实现最优化的经济目标。
5.3.3.1 全面了解中印税收协定及印度税法的具体规定
防范中印税收协定争议的核心工作环节在于决策阶段。中国投资
者应当在投资或经营决策阶段对印度税法以及中印税收协定的具体
规定进行充分考察与准确理解，结合自身的投资项目或经营活动识别
税务风险，合理地进行税务规划，严格按照印度税法及中印税收协定
的具体规定安排自身的投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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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2 完善税务风险的内部控制与应对机制
中国企业作为赴印度投资者应当特别注重建立税务风险的控制
与管理机制，制定涉外税务风险识别、评估、应对、控制以及信息沟
通和监督的相关工作机制，尤其要注重准确、全面地识别自身的税务
风险点，并制定税务风险应对预警方案。中国企业应当结合在印投资
或经营的业务特点设立专门的税务管理机构和岗位，配备专业素质人
员，强化税务风险管理职能以及岗位职责。
5.3.3.3 与印度税务当局开展充分的沟通与交流
中国投资者应当在全面了解印度税法、中印税收协议具体规定以
及准确把握自身涉税风险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与印度税务当局进
行沟通与交流的准备工作，备齐相关的证明材料，就一些关键税务风
险点的处理与印度税务当局开展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努力获得印度税
务当局的承认或谅解，必要时可以启动在印的预约定价安排程序以及
事先裁定程序，尽力将税务争议风险进行锁定。
5.3.3.4 寻求中国政府方面的帮助
检索和考察印度税法以及中印税收协定的具体规定是中国投资
者不得不为但又十分困难的一项工作。中国投资者可以在投资和经营
决策初期积极寻求中国政府方面的帮助，获取相关投资政策信息，与
中国政府相关方面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并可以与国家税务总局以及
各省市税务部门国际税收机构之间进行沟通。
5.3.3.5 寻求税收专业人士的帮助
中国投资者应当在决策阶段及时寻求熟悉当地情况、具有经验丰
富的跨国企业的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等税收专业人士的帮助，借助
税收专业人士的专业优势进行周详的税法尽职调查，制定合理的税务
筹划方案，实施符合自身投资或经营特点的税务架构，控制和管理整
个项目各个阶段的税务风险。税收专业人士的服务可以使赴印度投资
经营决策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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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印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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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印度设立公司通常需在印度办理各种登记，其主要登记项目如
下：
（1） 用于申报所得税的永久账号（Permanent Account Number，
PAN）；
（2） 用于申报预提所得税的税款抵扣账号（Tax Deduction
Account Number，TAN）；
（3） 服务税登记；
（4） 增值税、中央销售税登记；
（5） 根据《商店与机构法案》
（Shops and Establishments Act）
要求进行的登记；
（6） 进出口代码等。
在印度完成业务和活动后，在印度设立的机构需注销其在进入阶
段进行的所有登记。
从印度所得税角度而言，纳税人需在业务终止之日起 15 日内向
印度税务机关发出业务终止通知60。从实际操作角度而言，收到业务
终止通知后，印度税务机关可开始对纳税人进行详细检查和审计。
一旦完成检查审计，且纳税人缴纳了由此产生的应缴税金（若
有）
，则印度税务机关将向纳税人开具无异议证明，该证明需提交给
印度监管机关，即公司注册处（Registrar of Companies，ROC）。
6.1.2 信息报告制度
根据印度《1961 年所得税法》第 285BA 条的规定，从 2004 年 4
月 1 日开始，在纳税年度内，“特定人员”必须就其登记或记录的
“指定交易”向税务部门提交“高价值金融交易”年度信息报告
60

印度所得税法第 17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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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Information Return，AIR）。提交申报的截止日期是次年
的 8 月 31 日。
1962 年所得税条列的第 114E 条对“特定人员”和“指
定交易”做了明确定义。需要进行信息申报的情况如下：
表 13 纳税人信息报告
序
号

1

信息报告人

交易性质和金额

中央直接税局的注释（2005
年第 7 号文）

1949 年银行监管法

在该银行开户的任何储蓄

只有一个人的储蓄账户中所

（1949 年第 10 号）适用

账户中，现金存款在一年

有现金存款的总和达到该金

的银行公司（包括该法

内累计达到 100 万卢比或

额才作为一项交易进行报

第 51 条所述的任何银行

以上

告，而交易日期是该财政年

或银行机构）。

度的最后日期，即 2004-05
财年的 2005 年 3 月 31 日。

2

1949 年银行监管法

任何人信用卡持卡人的就

只有一个人向信用卡公司支

（1949 年第 10 号）适用

其信用卡账上支付的款

付的所有款项的总和达到该

的银行公司（包括该法

项，在当年累计至 20 万卢

金额才需要作为一次交易报

第 51 条所述的任何银行

比或以上。

告，而交易日期是该财政年

或银行机构）或任何其

度的最后日期，即 2004-05

他发行信用卡的公司或

财年的 2005 年 3 月 31 日。

机构。

3

共同基金的受托人或管

从任何人那里收到的金额

应报告交易方实际收到的金

理共同基金事务的其他

为 20 万卢比或以上的金

额，而不是与投资有关的金

人，可由受托人为此正

额，用于购买该基金。

额。

发行债券或债券的公司

收取任何人的 50 万卢比

应报告交易方实际收到的金

或机构。

或以上的金额，用于购买

额，而不是与债券发行有关

公司或机构发行的债券或

的金额。

式授权。

4

债券。
5

公司通过公开或供股发

收取任何人的 10 万卢比

应报告交易方实际收到的金

行股票。

或以上的金额，用于购买

额，而不是与发行有关的金

本公司发行的股份。

额。

根据 1908 年“登记法”

任何人购买或出售价值

在某些情况下，价值 300 万

第 6 条任命的注册官或

300 万卢比或以上的不动

卢比的财产交易涉及共同

登记员

产。

方，一方或多方的价值低于

6

300 万卢比。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一个或多方手中的交易
价值低于申报门栏，也要报
告所有此类交易。

7

根据 1934 年“印度储备

任何人每年从印度储备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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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法”第 3 条组成的

行发行的债券中收取一笔

作为一次交易报告，交易日

印度储备银行正式授权

或数笔金额累计达到 50

期应为财政年度的最后日

的官员。

万卢比或以上。

期，即 2004-05 财年的 2005
年 3 月 31 日。

修订后的 1962 年所得税条例第 114E 条规定，年度信息报表应由
上表第 2 栏中提及的每个人就其在相应条目中指定的性质和价值的
所有交易进行报告。印度直接税局已授权电子政务基础设施有限公司
（NSDL）接受 AIR 报告。NSDL 通过其遍布全国的前台办公室和在线
网络终端接受 AIR，并将收到的数据整理后传送给所得税部门。
未能按照所得税法第 285BA 条的规定提供金融交易或可报告账
户的信息，根据第 271FA 条的规定，会将会被处以每天 500 卢比的默
认罚金。但是，第 285BA（5）条授权税务机关向报告人发出申报通
知，如申报人未在 30 日内进行信息报告，则从通知规定的申报最后
期限之日起，每天处以 1000 卢比的罚金。
根据 2019 年“财政法令”对所得税法的修订，信息申报人在提
供报告后发现信息不准确，并未在所得税法第 285BA（6）条所指明
的 10 天内通知税务部门及提供正确资料，则将会被处以 5 万卢比的
罚款。

6.2 纳税申报风险
按照东道国法律规定按时申报缴税是在印投资经营者的法律义
务。公司无论是盈利还是亏损，均需按规定时限提交企业所得税申报
表，如果纳税人未在截止日期前提交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以及延期申报
表的，纳税人将面临 1%滞纳金的处罚。另外，税务机关可就逾期提
交所得税申报表征收 5000 卢比的罚款。
如果是逾期未申报缴纳货物与劳务税的，将会面临被征收每天
100 卢比的滞纳金（滞纳金上限为 5000 卢比）或应缴未缴税款 18%
的罚息。
6.2.1 在印度设立子公司的纳税申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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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公司受 2013 年公司法以及相关规定的监管。印度公司应
按 30%的税率缴税，即低于联络处、分公司、项目办公室适用的税率。
6.2.2 在印度设立分公司的纳税申报风险
分公司是外国公司在印度设立的分支机构，从事允许开展的商业
活动。与联络处不同，分公司可从事的活动范围更为广泛，但仅限于
印度外汇管制规定所允许的活动。
外国公司可在获得印度储备银行的特批后，在印度设立分公司。
通常，分公司应从事母公司所从事的活动。对于中国投资者拟在印度
设立的联络处、分公司、项目办公室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设立前
的合规和（或）审批工作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原因在于中国投
资者提交的审批申请除需由印度监管部门进行正常评估之外，还需由
印度国防部门进行评估。
此外，在印度国内税收的角度下，联络处、分公司、项目办公室
应按 40%的税率缴税。
就纳税申报而言，由于中印税收协定中存在“引力原则”
。因此
存在着在印度境内从事与常设机构相同或类似性质的经营活动，其营
业利润会被税务当局作为常设机构利润而进行归集征税的风险。详情
见 6.5.1。
6.2.3 在印度取得与常设机构无关的所得的纳税申报风险
一般来讲，印度仅对非居民来自于在印度的常设机构或与印度经
营活动有实际联系或来自于印度的所得征税，因此，对非居民取得的
与常设机构无关的非印度所得没有征税权利。

6.3 调查认定风险
为进行收入稽查和评估，印度税务机关每年会选择一定比例的纳
税申报表进行详细审计。由于该选择标准是以计算机辅助应用程序为
基础的，所以公司无法有计划地避免税务机关稽查。
为了降低税务风险，所有应纳税实体均应确保对收入和费用进行
适当且充分的披露，并对所有交易保留可靠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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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印度国内税法还包括于 2017 年 4 月 1 日生效的一般反避
税规则（GAAR）
。一般反避税规则是用于应对激进税务筹划的一般性
规则。如果某一税务安排被视为“不被允许的避税安排”
，则税务机
关拥有较大的自由裁定权，鉴定该安排无效，包括可以否决其适用税
收协定的权利。

6.4 享受税收协定优惠待遇风险
中国投资者在印度获取股息、利息或者特许权使用费等消极收入
时，应当按照印度所得税法的要求，在印度注册税号并申报纳税，其
注册证明的受益所有人身份，适用中印税收协定规定的优惠税率，降
低在收入来源地国的税负。
中国企业在印投资经营，应该在税务登记时向印度税务主管当局
出示由中国税务当局开具的《中国居民税收身份证明》
，以便享受协
定优惠待遇。有些企业在进入阶段和经营阶段都没有开具和出示《中
国居民税收身份证明》
，在后来的税务诉讼时，才亡羊补牢，但为时
已晚，给自身造成重大的税收经济损失。

6.5 其他风险
6.5.1 常设机构风险
6.5.1.1 项目办公室所得税税率风险
一般来讲，在工程总承包（EPC）合同模式下，在印度承包建安工
程，工程承包合同中的在岸部分（印度境内）业务需要由中国公司在
印度设立的项目办公室来完成。由于项目办公室属于非居民公司，在
印度，非居民企业所得基础税率为 40%，远高于居民企业所得税率
30%，更是远远高于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 25%，直接造成海外税收 15%
无法在国内抵扣的情况。
6.5.1.2 离岸收入的税收风险
同样在 EPC 合同情况下，离岸部分（印度境外）业务不是由项目
办公室在印度境内进行，而是由中国公司总部在印度境外进行，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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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高等法院或最高法院的判决案例，一般情况下不对离岸收入征收
所得税。但是在印度税收实践中，大多数低层税务机关以 EPC 合同实
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合同为由，要求 EPC 项目业主在支付承包商离岸
部分合同款项时预扣所得税，除非外国总包商能够提供印度财政部税
务局（Department of Revenue，Ministry of Finance）签发的免税
证明。
6.5.2 合同结构风险
印度一些地方税务机关把外国公司为执行工程承包合同而设立
的项目办公室（常设机构）在不加区别情况下，全盘认定为是与外国
企业母公司完全独立的法律主体，视为是母公司的分包商，认为项目
办公室与母公司属于关联方，二者之间存在国际交易（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换句话说，当地税务机关认为，母公司应将工程承包
合同中的在岸部分完全按照“独立交易价格”的原则分包给自己的项
目办公室，而不管母公司与印度业主方签订的合同价格是多少。举例
说明：在市场竞争激烈下，XXX 中国公司与印度 YYY 业主签订的燃煤
电站总承包合同中在岸部分价格是 1.25 亿美元，
离岸部分价格为 2.2
亿美元。尽管离岸部分价格和在岸部分价格都低于当时的市场正常价
格，但是两部分价格比完全符合两部分的工程造价比。为履行合同义
务，XXX 中国公司将在岸部分以 1.5 亿美元的价格分包给印度第三方
分包商，结果造成在岸部分亏损 0.25 亿美元。由于在岸部分亏损，
当地主管税官认为，亏损是 XXX 中国母公司的事，与项目办公室无关，
项目办公室是与中国母公司完全独立的法律主体，项目办公室为母公
司提供了在岸服务，理应得到母公司的报酬补偿。当地主管税官认为
项目办公室应得到母公司的报酬等于母公司支付给印度第三方分包
商成本（1.5 亿美元）乘以印度本国同行业平均利润率（6%-10%）
，
然后按 42.02%的税率计算征收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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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印度签订税收条约国家（地区）一
览表

亚洲（32 个）：
亚美尼亚
香港（地区）
哈萨克斯坦
蒙古
卡塔尔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欧洲（38 个）：
阿尔巴尼亚
克罗地亚
芬兰
冰岛
卢森堡
挪威
塞尔维亚
瑞士
非洲（14 个）：
博茨瓦纳
摩洛哥
坦桑尼亚
北美洲（4 个）：
加拿大

孟加拉国
印度尼西亚
韩国
缅甸
沙特阿拉伯
泰国
越南

不丹
以色列
科威特
尼泊尔
新加坡
土耳其

中国
日本
吉尔吉斯斯坦
阿曼
斯里兰卡
土库曼斯坦

格鲁吉亚
约旦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叙利亚
阿联酋

奥地利
塞浦路斯
法国
爱尔兰
马耳他
波兰
斯洛伐克
英国

白俄罗斯
捷克
德国
意大利
北马其顿
葡萄牙
斯洛文尼亚
乌克兰

比利时
丹麦
希腊
拉脱维亚
黑山
罗马尼亚
西班牙

保加利亚
爱沙尼亚
匈牙利
立陶宛
荷兰
俄罗斯
瑞典

埃塞俄比亚
莫桑比克
埃及

肯尼亚
纳米比亚
乌干达

利比亚
南非
赞比亚

毛里求斯
苏丹

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

美国

墨西哥

南美洲（3 个）：
巴西
哥伦比亚
大洋洲（4 个）：
澳大利亚
斐济

乌拉圭
马绍尔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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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名

印度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称

网

址

首脑办事机构
总理办公室

http://pmindia.gov.in/

内阁秘书处

http://cabsec.gov.in/

中央信息委员会

http://www.cic.gov.in/

印度选举委员会

http://eci.gov.in/

国家人权委员会

http://nhrc.nic.in/

第十五届财政委员会

http://fincomindia.nic.in/

印度数据目录特立识别委员会

http://uidai.gov.in/

印度发展转型委员会

http://niti.gov.in/

国家落后阶级委员会

http://ncst.nic.in/

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

http://ncm.nic.in/

全国妇女委员会

http://ncw.nic.in/

保险监管发展局

http://www.irdai.gov.in/

电信管理局

https://www.trai.gov.in/
内阁部门

农业部

http://www.agricoop.nic.in/

化学和化学肥料部

http://chemicals.nic.in/
http://www.fert.nic.in/

煤炭部

http://coal.nic.in/

商业和工业部

http://commin.nic.in/

公司事务部

http://www.mca.gov.in/

消费者事务、食品和公共分配部 http://consumeraffairs.nic.in/
http://dfpd.gov.in/
文化部

http://indiaculture.gov.in/

国防部

http://mod.nic.in/

地球科学部

http://moes.gov.in/

环境和森林部

http://envfor.nic.in/

外交部

http://www.meadev.nic.in/

财政部

http://www.finmin.nic.in/

食品加工产业部

http://mofpi.ni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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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和家庭福利部

http://mohfw.nic.in/

重工业和公共企业部

http://dhi.nic.in/

民政部

http://www.mha.gov.in/

人力资源开发部

http://hrm.mhrd.gov.in/

信息产业和广播部

http://mib.nic.in/

劳工和就业部

http://labour.gov.in/

法律和司法部

http://lawmin.nic.in/

矿产部

http://mines.nic.in/

少数民族事务部

http://minorityaffairs.gov.in/

东北地区发展部

https://mdoner.gov.in/

潘查亚特评议委员会

http://panchayat.gov.in/

议会事务部

http://mpa.gov.in/

人事、民众投诉和退休金部

http://persmin.gov.in/

石油和天然气部

http://petroleum.nic.in/

电力部

http://powermin.nic.in/

铁路部

http://www.indianrail.gov.in/

农村发展部

http://www.rural.nic.in/

科学技术部

http://dst.gov.in/

航运、道路运输和公路部

http://shipping.nic.in/

社会公正和赋权部

http://socialjustice.gov.in/

统计和项目实施部

http://mospi.nic.in/

钢铁部

http://www.nic.in/steel/

纺织部

http://texmin.nic.in/

旅游部

http://tourism.gov.in/

部落事务部

http://tribal.nic.in/

城市发展部

http://mohua.gov.in/

水资源部

http://wrmin.ni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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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在印度投资的主要中资企业

序号

名称

网址

1

国家开发银行

www.cdb.com.cn

2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www.dongfang.com

3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www.minmetals.com.cn

4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ssc.sinopec.com

5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www.liugonggroup.com

6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www.qq.com

7

TCL 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www.szcsot.com

8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

www.aliway.com

9

晨兴资本有限公司

www.morningsidevc.com

10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www.huawei.com/cn

11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www.sanyhi.com

12

海尔集团公司

www.haier.com

13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

www.lenovo.com.cn

14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www.mi.com

15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www.oppo.com

16

深圳市锐尔觅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www.realmeservice.com

17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www.zte.com.cn

18

北京字节跳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www.bytedance.com

19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www.haosou360.com

20

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www.viv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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