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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專家投稿

橫琴、前海、平潭 15%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正式

發佈

背景

國務院早前頒布針對珠海橫琴新區(橫琴)、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

作區(前海)以及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平潭)的總體發展規劃後，中國國

家及省級政府機關出台了一系列有關政策以支持這些地區的發展及開

放。特別是設在三地符合條件的企業可減按 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

稅的稅收優惠政策一直吸引著投資者的關注。

繼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 2013 年相繼批准了三地的產業指導目錄

後，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於 2014 年 3 月 27 日發佈了《關於廣東橫

琴新區、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企業

所得稅優惠政策及優惠目錄的通知》(財稅[2014]26 號，以下簡稱「26

號文」)，正式落實三地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並發布了三地各自的

《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茲將 26 號文的主要內容說明如下：

一、享受 15%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的適用條件及範圍

依據 26 號文，可減按 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的企業，應同時

符合以下條件：

 設立於橫琴、前海及平潭三地

企業應設立於橫琴、前海及平潭三地。26 號文所指橫琴新區，

係指國務院 2009 年 8 月批復的《橫琴總體發展規劃》規劃

的橫琴島範圍；所稱平潭綜合實驗區，係指國務院 2011 年 11

月批復的《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發展規劃》規劃的平潭綜合

實驗區範圍；所稱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係指國務院

2010 年 8 月批復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

劃》規劃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範圍。



 以該區域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為主營業務

企業應以該區域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中規定的產業項目為主營業務。若稅務機

關對於企業主營業務是否屬於《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難以界定的，可要求企業提供

省級（含副省級）政府有關行政主管部門或其授權的下一級行政主管部門出具的證明

文件。

 其主營業務收入應占企業收入總額 70%以上

企業符合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之主營業務收入應占企業收入總額 70%以上。若企業在

優惠區域內、外分別設有機構，26 號文明確規定，僅有設在優惠區域內的機構所得可

適用 15%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在確定區域內機構是否符合優惠條件時，不考慮設

在優惠區域外機構的因素，僅根據設在優惠區域內機構條件是否符合相關指標進行判

定。

二、橫琴、前海及平潭三地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概覽

 26 號文公布的《橫琴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共包含五大類產業，《前海深港現代服務

業合作區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共包含四大類產業，《平潭綜合實驗區企業所得稅優惠

目錄》共包含五大類產業，具體類別及包含的條目數量，請參見附表。

 三地《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所涵蓋的產業亦各有其特色，其中:

 三地目錄涵蓋了現代物流業、商貿服務業和文化創意產業。而在橫琴與前海，上述

行業又涵蓋了供應鏈管理或諮詢、物流管理等相關項目。

 橫琴的優惠目錄包含許多高科技研發和製造產業、醫藥產品的開發與生產產業。

 前海受限於地理空間，優惠項目多集中於服務業領域。

 平潭位處於臨近台灣，其優惠目錄中則有較多農業及海洋有關的產業。

 就高新技術產業／科技服務業而言，橫琴、前海、平潭三地之優惠目錄中部分高新科

技行業與《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領域》中之行業重疊。目前 26 號文對於享受 15%

優惠稅率的適用條件，並未提及必需符合高新技術企業的附加條件(例如：知識產權、

研發費用及員工學歷)。因此，相較於區外的高新技術企業，在三地從事高新技術業務

的企業有可能較容易享受 15%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惟實際情形仍應視此三地後續

是否對高新技術產業／科技服務業優惠稅率適用條件的詳細實行細則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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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6 號文與其他所得稅優惠疊加之處理方式

 企業可同時享受26號文規定的 15%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以及企業所得稅法規定的其

他所得稅優惠(如減免稅、加計扣除優惠等)；

 若其他企業所得稅優惠也涉及到稅率優惠，則企業僅可從中選擇最優惠的稅率執行；

 若涉及定期減免稅的減半優惠，則應按照 25%法定稅率計算應納稅額減半計算企業所

得稅，不得按照優惠稅率計算，即減半後之實際稅率應為 12.5%。此種處理方式與大部

分其他地方對定期減半與優惠稅率同時適用的處理原則是一致的。

四、優惠政策的適用期間

橫琴、前海、平潭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適用時期為 7 年，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資誠的觀察

橫琴、前海、平潭三地的優惠目錄已正式出台，對於有意在三地投資的企業無疑是一大利多。

企業應仔細評估 26 號文的獎勵範圍以及適用規定，以進行合適的規劃安排。此外，預期三地政

府後續亦仍將會進一步出台相關規定以細化與落實具體政策，企業可注意其相關發展，適時評

估並對集團投資架構與職能配置進行檢視與修正，以運用相關優惠。

附表：三地《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主要產業概要匯總

地區 橫琴 前海 平潭

概括 五大類，72 條 四大類，21 條 五大類，127 條

具體產業及涵蓋條目

的數量

高新技術類，37 條

商貿服務類，7 條

文化創意類，5 條

科教研發類，10 條

醫藥衛生類，13 條

科技服務業，4 條

現代物流業，4 條

文化創意產業，5 條

信息服務業，8 條

高技術產業，74 條

服務業，18 條

農業及海洋產業，10 條

生態環保業，9 條

公共設施管理業，16 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