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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公司税收制度的很大部分是为方便企业投资、地区发展和国际扩张而

制定。法国发展公平税务制度的努力还体现于其面向企业集团的政策。法

国已和其希望维持贸易关系的大多数国家（100多个国家）签订双边税收协

定，保护外国投资者免于双重征税。

法国经营税收

第四章 在法经商

I. 符合欧盟标准的企业所得税 

I .1. 基于实际收入征税

在法国从事经济活动获得收益的所有外

国企业均应在法国就其收益缴税（属地

原则）。无论企业属何类型，均适用本

规则：

   子公司；

   分公司；

   或永久机构。

若分支机构或永久机构并非独立的法律实

体，其法国经营收益状况将根据母公司账

目重述。各份单独的税收协定均将永久机

构的概念定义为公司的固定地点或一家独

立代理（如OECD税收协定范本第5条所

定义）。这种做法最常见的例子之一是向

法国派遣一名员工调查法国市场的外国公

司不会有被视为法国的永久机构的风险。

但是，一旦该员工代表该外国公司在法国

签订合同，该公司即被视为在法国设立永

久机构，并有义务就其在法国开展该业务

所得利润缴税。

从2005年1月1日开始，一项“预先核定”程

序（“政令”）使已在法国设立或计划在法

国设立的任何公司，申请税务机构核定其

是否在法国拥有永久机构；税务机构将在

三个月内回复。 

I.2. 应税收入计算—将税收降到最低

应税经营收入的计算是收入减去符合标准

的费用。 

收入包括从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所得的全

部收益。

可扣除的费用是与公司业务相关的费用。

包括：

   折旧与摊销（不包括商誉和土地）

   准备金

   建筑与设备租金

   工资

   社会保险金

   采购的货物

   能源消耗

   广告费用

   财务费用等

1.2.1. 抵扣限制

为避免滥用，某些类型支出抵扣受到限制。

这尤其适用于所谓的“奢侈性”开支以及可

扣减折旧备抵和租赁付款有上限的私人乘

用车。根据实际情况，对于2006年1月1日

前购买的最不环保的车辆，上限为18,300欧 

元或9,900欧元。起征点包括所有税费（包括

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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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主要影响无须缴纳企业税的

   公共机构或者无须缴纳法国税收的外

   国公司许可的专利。在法国境内有业

   务的被许可人可以再许可专利（或可

   注册专利的发明（无论发明是否完善）

   或制造工艺）并且也可以享受优惠税

   率。

   出售持有至少两年的股权的资本收益

   全额免费，5%的代表费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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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公司税率

企业所得税（IS）税率如下：

   大型企业：标准税率为33.33%附加，对

于标准税率应税利润超过2,289,000欧元的

公司，另加1.1%1的“社会保险金”，即实际

税率为34.43%。

   中小企业：利润38,120欧元以下部分按

减少后的企业所得税率15%征收，超过该

金额的部分按标准税率33.33%征收。中小

企业免缴额外的“社会保险金”2。

   知识产权总收入的税率降低为15%（如

果已持有专利至少两年，技术使用费和专

利转让资本收益3）。包括专利、可获得专

利的发明和生产工艺，以及专利和可获得

专利的发明截至2011年的改进。

此外，降低的税率福利扩大到再转让的运

营，只要许可人所获得的许可费尚未享受

降低的税率，且再转让公司可出具此类再

转让协议及其盈利性的证明。

(1) 对标准公司税额征收3.3%的社会保险金（即3.3% x 33.33 = 1.1%），

(2) 适用于75%或以上股份由个人直接或间接拥有的中小企业，或

(3) 如果存在正常关系（同一集团内的公司），转让费无资格享

减去763,000欧元的退税。

适用于符合同样条件且营业额不足7,630,000欧元的公司，但这

些公司的股本须已缴足。

受降低税率。

1.2.2. 从母公司转到其法国子公司的资金

可以扣减

如实际支出与所提供服务内容相符且金额

与市场价格一致，则支付相关公司管理费、

贷款利息和技术使用费可抵扣。

这尤其适用于取得专利、可取得专利的发

明，许可或再许可的制造工艺；由此，自

2011年1月1日起，任何已付的技术使用费

可享受无限制的扣减，只要许可实际正在

使用。

1.3. 优惠的折旧规定

固定资产在期预期使用期限内按直线折旧

法折旧。对于新购买的最低折旧年限为三

年的某些生产性资产，可以根据有关资产

的正常使用寿命，按直线折旧法乘以1.25

至2.25的加速倍数计算折旧（余额递减法

折旧）。

2004年1月1日后购买或制造、用于科学和

技术研究生产资料，按加速余额递减折旧

方法计算。加速倍数1.5到2.5不等。

如中小企业在2014年1月1日前建造或聘请

公司建造工业或商业建筑物以用于在农村

再生区（ZRR）或城市再生区（ZRU）经

营其业务，有资格在建设完成后享受相当

于总成本25%的一次性折旧。建设的残值按

正常使用年限（第一年加入一次性折旧）

折旧。

1.4. 允许的折旧准备金

必须在有合理理由，且与明显识别的索赔、

存货、证券或有形和无形资产相关时才可

使用。准备金包括应对突发事件、进程中

的工作、涨价、年假等。

符合欧盟标准的企业所得税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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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回规则允许用前三年的应税收

入抵销当前年度的亏损，从第一

年开始抵销（第N-3年、N-2年最

后N-1年）。这需要向法国财政

局申请对之前已缴纳的税款进行

免税申请。如果该公司未能将该

损失从现有的企业所得税帐单中

扣除，财政局将在五年后对该申

请进行补偿。退税申请还可以由

信贷机构贴现（Dailly Law）.

举例：

2008年：    应税收入      = 

+ 50,000欧元

2009年：    应税收入      = 

+ 10,000欧元

2010年：    应税收入      = 

+ 30,000欧元

2011年：亏损 = - 70,000欧元

2011年亏损中的50,000欧元从2008

年的收入中扣除，10,000欧元从

2009年的收入中扣除，余下的

10,000欧元从2010年的收入中扣

除。

法国税务局的退税金额的计算方

法：

€70,000 x 33.33% = €23,333

申请部分的使用：

如果该公司在 2 0 1 2 年申报了

100,000欧元的收入，则应缴纳

33,333欧元的税款。它可以将申

请部分从2012年的税单中扣除。

如果该公司在2012年、2013年、

2014年、2015年和2016年持续亏

损，它可以在2017年1月1日申

请退税23,331欧元。

I .6. 亏损结转

企业亏损可无限期向后结转（“结转”）。

还可以将本年度亏损从前几年收入中扣除

（“转回”）。

1.7. 企业集团: 法国税务制度具有

灵活的合并税收规则

法国税收制度具有综合税制优势，它允许

集团通过合并其在法国经济活动抵消盈亏，

并消除公司间交易。税收抵免项目可应用

到集团内公司，例如，一间公司可扣除研

发费用，可合并到一家需要交纳企业所得

税的公司，然后从总公司缴纳的企业所得

税给予扣除。 

合并企业中法国总公司直接或间接掌握法

国子公司至少的95%股权时，可使用合并税

收。母公司和子公司财务年度必须吻合。

企业可在5年期内采用本制度。如企业所有

权状况不再吻合，则自动停止使用。

从2009年1月1日开始的财务年度开始，如

果中小企业直接拥有不低于95%股权的分

公司或子公司是在欧盟成员国（或在已与

法国签订税收条约的国家，该条约含有行

政协助条款）中设立，并应缴纳等同于企

业所得税的税款，该中小企业可将该分公

司或子公司的亏损从其收入中扣除。此福

利仍遵守欧盟“最低减让标准”的政策上限。

对于截止日期在2009年12月31日之后的财

务年度，通过一家免缴法国企业所得税的

欧洲公司（位于欧盟、挪威或冰岛范围内）

拥有的法国子公司，现在可被视作一个合

并集团的部分。

自2012年1月1日起，企业集团中的公司可

选择采用可选增值税合并支付方案。仅合

“转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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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建议

税收的确定性，法国吸引投资的一个关键因素

Pierre-Yves Bourtourault, Xavier Berre - 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

税收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是法国政府关注

的重点。为此，法国税务机关（FTA）引

入了各种工具来提高对投资进行税务审计

或任何诉讼过程中的税收处理的能见度和

法律确定性，不仅针对未来的投资，也针

对过去的投资。

大多数法国税收规定的详细行政指导原则

均采取了FTA的意见，使投资可能出现的

主要情况均可预期。另外，为了改善与纳

税人的关系，主要行政指导原则的草案如

今均在FTA的网站上公布，或预先发送给

私营部门的专业人员，以便得到反馈，并

在最终颁布前进行任何可能的调整。

纳税人也可以咨询FTA，以了解某税务法

规对于其事务的适用性的官方立场。而且，

现在有众多预先税务裁定程序（“rescrits”），

让纳税人可以就特定税制的适用性从FTA
获得确认。例如，“特殊折旧”裁定允许纳

税人预先确定特定的加速税务折旧方案是

否适用。同样，“新企业”裁定确定了企业

是否有权获得适用于特定新企业的减税，

而“研发税抵免”裁定确定了与研发有关的

费用是否符合法国的研发税抵免条件。

在跨国交易中，法国的公司还可从稳定的

税收环境中受益，因为法国拥有世界上最

庞大的税收条约网络，并引入了多种程序

来帮助企业确定其纳税身份。由此，外国

公司可以要求对于其活动是否构成法国常

设机构进行裁定。

关于转让定价法，也可与FTA达成双边的以

及在特定情况下多边的预先定价协议

（APA）。希望建立总部或物流中心的跨

国集团也可与FTA达成协议，预先确定在

特定时期内可分配给该类实体的利润。

最后，虽然对于总收入或资产超过4亿欧

元的法国实体的强制性转让定价文件要求

可能的确比较繁琐，但满足这些要求实际

上对于确定与相关实体的转让价格有很大

的帮助。

法国公司在接受有严格法律管辖以保护纳

税人的税务审计时，也可享受许多保护措

施。由此，原则上，FTA在相关财务年度

后有三年的诉讼时效来审计所得税申报单，

但基本上不可能对同一财政年度的同一税

种进行重复的审计。而且，审计程序通常

必须遵循口头和辩论的原则。而且，一般

FTA应负责为重新估税提供证明。与FTA的

这一对话也反映在审计期间或之后出现多

次行政申诉，以及谈判解决的可能性。另

外，有专门的“按需审计”程序，允许企业

确保正确引用有关研发税抵免的税则。最

后，纳税人在审计过程中随时可对其纳税

申报单进行修改，以便减少延期付款利息。

总之，如今的税务规定明确反映了FTA通

过提高可预见性和法律确定性来改进法国

税制的意愿。这种税收确定性原则明显是

一种重要的税收竞争力因素，也有助于法

国保持其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尤其

是与其他执行较低税率的国家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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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低持股规定）红利征收标准税率5%的

代扣代缴税，或对个人红利征收15%。法国

（与日本和美国）签订的新税收条约规定，

在支付红利时无需征收代扣代缴税（受限

于特别持股条件）。如果没有税收条约，

代扣代缴税为25%。

II.2.3 证券与技术使用费收益

对于向外国支付的利息和技术使用费，税

收条约规定的税率为0至15%。

II.2.4 针对“避税天堂”的较高税率

从2010年1月1日开始，对于通过位于避税

天堂，即所谓的非合作国家和地区 (NCST)4 

的金融机构收取的来源于法国的投资收入，

无论受益人的实际所得税属地在何处，均

适用50%的代扣代缴税率。

II .3.控股公司转出红利重要优势

持有法国或外资企业股本权益的法国境内

常设机构仅对这些公司的重新分配红利按

5%的税率征税。如果此类机构在各公司持

股不低于5%，且持有股票至少两年，公司

即可享受降低的税率。

这些规则尤其吸引法国境内的控股公司。

当其业务实际包括持有符合以上所述条件

的投资证券组合时，其子公司所分配红利

的最高有效税率为1.67% (5% x 33.33%)。

此外，当已持有至少两年的证券转让时，

仅按5%对净增值部分征税，或最高有效税

率为1.67%。

并公司需要代表该集团的公司支付增值税

余额。此余额应计算为所欠税款与集团成

员所申报退税的任何税务减免额之间的差

额。母公司必须直接或间接掌握子公司的

50%股本或表决权。由此，增值税合并支

付的范围理论上不会与企业税务制度中税

务合并的范围相配。此选择自2013年1月1

日可用。

II. 收益汇出

收益汇回本国有三种形式：

   转让或分配分支机构或子公司利润；

   来自外国母公司贷款和预付款利息；

   专利费或管理费用。

II .1. 对利息、技术使用费和管理费

发票没有任何税收障碍 

该款项金额应是正当、并符合独立企业之

间的正常交易价格。法国主管部门可要求

提供证明，证明转让价格符合真实市场价

格。

II .2.代扣代缴税减税和免税

II.2.1 向欧盟居民支付的红利

如果一家法国子公司的欧洲母公司总部设

在欧盟范围内，且该母公司持有该法国子

公司至少10%的股份，则向该欧洲母公司

分配的红利免缴代扣代缴税。 

自2011年1月1日起，代扣代缴税的税率为

居住在欧盟成员国、冰岛或挪威的个人所

获得红利的19%。

II.2.2 向非欧盟居民支付的红利

法国与主要工业国家签订的大多数税收条

约规定，向公司（必须符合在法国子公司

(4) 非合作国家和地区的名单列于2010年2月12日颁布的内阁

决议中，并可每年修订：2010年，加勒比地区有7个非合

作国家和地区、中美洲4个（包括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

大洋洲4个、亚洲2个（文莱和菲律宾）及非洲1个（利比

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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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化行政手续和报税程序，提

高法国公司商业竞争能力，法国

已采取以下几项改进措施：

   简化货物接收程序，允许运

营商继续其海关手续

   无纸化记录措施已产生了完

全数字化的海关系统、电子支付

和自动调节。这些措施旨在使各

管理当局简化和方便海关手续，

并提高其安全性

   已开发ICS（进口管制系统）

和ECS（出口管制系统），通过

物流和贸易数据的传输提高货流

的安全性

   全国性的“一站式服务”已建

立，以协调其他政府部门

   公司可以每月一次缴纳进口

商品增值税，定为次月25日

   2007年7月1日起，使用延期

付款机制时另需缴纳1/1000关税

的规定已逐步废除

   使用延期支付机制时，要求

对保税进口商品提供增值税保证

金的规定已逐步废除。

这些措施已消除对进口商品征收

增值税造成的财务费用。 

通过这些减免货物转移的税费的

措施，政府提升了法国港口和机

场的经济吸引力，并已赶上本区

域的荷兰和比利时等其他欧盟国

家。

简化海关手续

公司成立时，法国税务当局为其指定欧盟

增值税号。

企业仅对其销售额代收增值税，并扣除采

购商品和服务时已支付的增值税。增值税

在月、季度或年度的报表中根据销售额或

上一年支付的增值税金额申报。根据公司

的规模，这项申报将在法国税务当局规定

的期限前呈交企业税务办公室（SIE）或

大型商业税务办公室（DGE）。

如购买时所交纳增值税高于销售代收增值

税，企业可要求增值税抵免。

出口至欧盟外的货物完全免征增值税。

法国商品和服务销售的征收标准税率19.6%，

也存在减税。食品，某些农产品税率5.5%。

药品5.5% 或 2.1%。书籍、旅馆、公共交

通、报纸杂志和一些娱乐活动5.5％。

但是，自2011年1月1日起，这项免税不再

适用于非合作国家境内公司的被转让证券，

而多数持有不动产资产的公司仍无资格享

受降低的税率。

如果母公司在控股公司持股至少10%，当

控股公司将其红利分配至欧盟成员国境内

的母公司时，无须纳税。如果母公司位于

欧盟以外，依据有效的税收条约征收代扣

代缴税。

III. 增值税和关税

III .1. 增值税：中性税收

增值税（VAT）对商品和服务消费征税，

消费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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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欧盟国货品清关手续

欧盟成员国和其他国家间商品流通（无论

进口还是出口）需要办理海关申报，填写

统一海关申报单（SAD）。海关申报单主

要内容包括：公司名称、申报类型（根据

货物的来源）、商品类型、原产国和商品

不含税价值。 

申报必须包含发票和申报税收优惠待遇或

一些出口商品（例如，农产品）检查所需

其他任何文件。海关申报单数据用来计算

关税，商品数量和统计目的。

IV. 公司缴纳的地方税

IV.1. 地方经济捐税（CET）

2010年，地方营业税（专业税 - TP）废止，

并由被称为“地方经济捐税”（CET）的较

轻税赋替代 ，该捐税包括企业不动产捐税

（CFE）和企业增值捐税（CVAE）。

这种改革意味着不再对生产类投资征税，

包括机器、工具、动产和设备。

CET的上限为公司增值部分的3%。

与此同时，引入了网络统一税（IFER），

仅涉及某些公用事业公司（使用风力涡轮

机、水力涡轮机或通过光伏或水力来源发

电的设施；发电机；无线电发射机；铁路

车辆；铜制访问网络主机）。IFER在CET

以外支付，根据各部门的具体规模计算。

II .2. 欧盟统一关税规定

欧盟内部，商品自由流通；

从欧盟外国家进口仅征一次关税，包括从

一个成员国进口之后又发往另一个成员国。

商品进入法国后，重新出口到另一个欧盟

成员国，法国不征收增值税（增值税在最

终消费国征收）。

涉及到适用欧盟海关制度和储存在保税仓

库中的商品的交易，增值税延后支付。 

此举旨在使增值税支付递延。

企业在欧盟成员国之间流通大部分商品，

免除一切行政手续。公司仅需向收集用于

统计数据的Intrastat提交“货物贸易申报单”

（DEB)。每年欧盟成员国间进出口总额超

过460,000欧元的公司，每月都需提交

DEB表格。申报内容主要包括产品类型，

原产国和目的地，商品价值和重量。 

海关已设计并采用信息化清关系统加快通

关手续和商品放行。企业可采用电子传送

方式提交DEB表格给海关数据中心（CISD）

并在网上填写表格。2010年7月1日起（六

月份的交易在七月提交 DEB表格），如果

前一公历年的交易或进口额超过2,300,000

欧元（不含税），必须以电子方式提交DEB

表格。

清关手续在相关海关机构办理。

如果在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公司已支付增值

税，向其他欧盟成员国境内企业提供服务

的公司必须向法国海关当局申报欧盟增值

税退税。销售额超过32,600欧元时，此表

必须在线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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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地方经济捐税（CET）

Jean-Fabrice Cauchy , 会计, 审计师 - Isobel审计咨询事务所

2010年1月起，法国原有的地方营业税  
（taxe professionnelle – TP） 被地方经济

捐税（contribution économique territoriale 
– CET）所取代。 

地方经济捐税（CET）包括根据企业房产

价值计算的税额（cotisation foncière des 
entreprises – CFE），以及根据企业增

值计算的税额（cotisation sur la valeur 
ajoutée des entreprises – CVAE）。

1 – CFE 仅基于用于商业用途的所有房产

的租赁价值。税率由市级政府部门或城邦

政府机构（EPCI – Etablissement public de 
coopération intercommunale）确定，计税

基数对于工业企业降低30%。

适用于原地方营业税（TP） 的所有永久性

和临时性免税继续适用于CFE。另外，如

果企业免缴CFE，也将免缴CVAE。

2 – CVAE 由营业额决定，根据企业在税务

年度产生的增值计算，税率按比例增减。 

CVAE仅适用于缴纳CFE且营业额超过152,500
欧元的企业。

但是，营业额低于50万欧元的公司可全额

退税。由此，年营业额低于50万欧元时的

税率实际为0%，年营业额在300万欧元以

下时上升到0.5%，而1千万欧元以上时则

为1.4%，营业额超过5千万欧元时的最高

税率为1.5%。

用于计算CVAE的增值定义为消费来自第三

方的商品和服务所产生的税前营业盈余。

要计算CVAE，增值不得超出中小型企业

（营业额低于760万欧元）营业额的80%，

以及营业额超过760万欧元的大中型企业

营业额的85%。

最后，和原来的地方营业税一样，地方经

济捐税（CFE + CVAE） 封顶为增值的3%，

而原先为3.5%。通常在得知CVAE的最终金

额后向税务办公室申请即可退税。但是，

企业可以扣除纳税的金额来表示退税。

CFE的申报和纳税义务基本与地方营业税

相似。但是，CVAE有专门的条款： 

• CFE纳税人需在税务年度之前的5月填写

年度计税基数申报表。然后由法国税务机

关确定CFE；如果上一年的税额超出3,000
欧元，则必须在6月15日存付50%。余额在

12月结清。

• 对于CVAE，纳税企业必须在其进行网上

支付当年之后一年的5月填写年度申报表。

上一年的税额在3,000欧元以上的企业必须

在税务年度的6月15日前支付相当于CVAE
的50%的首付款，剩余50%的付款应在9月
15日前完成。CVAE的余额应在下一年度进

行年度申报时支付。

最终，投资最多的企业（通常也是受国际

竞争影响最大的企业）成为这一新税种的

主要受益者。

而且，所有主要行业都将从这一改革中获

益，不仅有工业，还有服务、运输、贸易

和建筑业。与原来的地方营业税相比，获

益比例根据行业不同，平均从16%到45% 
不等。只有金融和能源行业保持稳定。

从其对不同规模的企业的影响来看，营业

额低于300万欧元的公司获益可能超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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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计算实例

一家公司进行以下资本投资：

   土地和建筑物（应缴纳不动
产税的固定资产）：3,000万欧元

   生产设施和工具（无需缴纳
不动产税的固定资产）：7,000万
欧元

   预计年增值（应用上限之
后）：5,000万欧元

本地税务机关确定的本地税率为
27.26%。

CFE的计算：
   应缴纳不动产税的固定资产
的租赁价值（RV）：
应缴纳不动产捐税的固定资产为
土地和建筑物（3,000万欧元）。
租赁价值是这些固定资产的8%，
或240万欧元（30 x 8%）
如果它是工业投资，租赁价值可
获30%的扣减，或租赁价值为168
万欧元（生产设备和工具全部免
税）。

   CFE为458,000欧元（四舍五
入）：168万欧元 x 27.26%。

CVAE的计算：
   CVAE:5,000万欧元 x 1.5% = 
750,000欧元（由于年营业额预
计超过5,000万欧元，无减免）。

CET的计算：
   CET相当于CFE和CVAE的总
和：1,208,000欧元。

   CET第一年免征，第二年按
计税基数减半征收。

用于减少水和空气污染的设备以及用于节

能或降噪的设备的租赁价值可享受50%的

减免，经市级政府部门决定最高可达

100%。

用于光伏发电（太阳能电池板）的设施也

享受同样的CFE减免。

企业于第N年设立时，公司截至第N年12

月31日拥有的所有场所、设备和土地的租

赁价值可在第N+1年享受50%的税费减免。

IV.1.2. 企业增值捐税（CVAE）按企业

在前一公历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

实现的增值（VA）部分征收，或如果财

务年度与公历年度不重复，则按前12个

月的财务年度实现的增值部分征收。

只有年度税前营业额超过500,000欧元的

公司才需缴纳CVAE。

年度税前营业额超过5,000万欧元的公司，

IV.1.1. 企业不动产捐税（CFE）由确定

一个区域的企业的税率的市级政府部门征

收，每年征收一次。

征税基数包括公司在财务年度之前倒数

第二年（第N-2年，N为税收年度）结束

时使用的应缴纳企业不动产捐税的固定资

产（经营用建筑物和土地）的租赁价值。

商业场所和办公室的租赁价值由税务机构

根据所谓的“比较”评估法确定，其租赁价

值的评估取决于所附租金金额（自1970年

1月1日起按“标准”定价租赁），或通过比

较类似设施的租赁价值（建筑物在1970年

1月1日后租赁，或在当时以“非标准”定价

租赁）。

工业企业的地政局租赁价值相当于土地、

建筑物和设备成本的8%。

工业企业的租赁价值在计算CFE时可减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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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税计算实例

一家工业企业2009年开始并完
成以下投资：

 土地：100,000欧元

 建筑物：600,000欧元

 设备：1,500,000欧元

计税基数只使用土地和建筑的
租赁价值计算：

 土地：100,000 x 8% = 8,000
欧元

 建筑物：600,000 x 8% = 48,000
欧元

 因此，总租赁价值 = 56,000
欧元

减 免 5 0 %后 的 净 租 赁 价 值 ：
28,000欧元

或由本地政府机构确定的税率
27.41%（假设税率）：

 市镇税收：15%

 省税收：9.76%

 大区税收：2.65%

2010年和2011年的新建筑：

 免除大区和省征收的税收部
分；

 只需缴纳市镇税收部分：
28,000 x 15% = 4,200欧元。

2012年前，应缴纳的不动产税
为：28,000 x 27.41% (如果税率
不变) = 7,675欧元 

如果公司创造至少基本数量的长期工作

岗位，并达到基本投资水平，则不需要

批准；

 以创新集群为基础的企业，达到五年。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开业年度全部CET 

免税，开业第二年减半征收CFE；这些

措施均已延续。

IV.2. 不动产税

企业应根据土地（未建筑土地的不动产

税）和建筑物（已建筑土地的不动产税）

的租赁价值缴纳不动产税。计税基数以

土地登记租赁价值（或登记收入）减去

标准退税率，建筑物退税率为50%，土

地为20%。 

用于确定CFE（见以上）的相同方法还

用于评估建筑物的地政局租赁价值。

不动产税可由该纳税基数乘以地方政府

（大区、省和市政）确定的税率计算。 

CVAE税率为1.5%。不足该金额的公司适

用于较低的CVAE税率（依不同的营业额

而定）。

CVAE根据上限为营业额的80%或85%的

VA计算，取决于公司的营业额是低于或

高于7,600,000欧元。

IV.1.3. CET免除：几乎所有的前营业税

（TP）免税措施继续适用于CET。

因此，以下项目在当地机构自行裁定后

免缴CET：

 根据欧盟对国家援助的上限，在特定

地区运营的新公司以及成立以接收面临

财务困难企业的公司（仅两年或五年）；

 创新型新公司（ J E I），自成立之日

起达到七年，及三年最高200,000欧元；

 新成立或扩张的工业企业或专用于科

技研究活动的企业，位于某些区域达到

两年或五年，以欧盟上限和批准为准。



122  BUSINESS TAXES IN FRANCE 法国经营税收  123

在法经商

第四章

难的公司有资格获得研发税即时退税。

对于2011年产生的研发开支（可有2011

年获得研发税抵免），公司可选择以银

行 信 贷 的 方 式 获 得 研 发 税 现 金 抵 免

（Dailly贴现支付工具法案）。

要获得研发税抵免，研发开支应为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产品、运营或方法的

测试模型）或实验性开发（使用原型或

试验设备）。

对于2011年1月1日后产生的研发开支，

研发税抵免金额为年度研发活动总支出

（最高额度为1亿欧元)的30%，超过该金

额的部分为5%。对于首次申请研发税抵

免的申请人或前五年未享受研发税抵免

的公司，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抵免金额从

30%分别上调至40%和35%。同样，这些

提高的税率仅针对至少25%股份并非由

前五年在公司持股25%，且在相同期间

不再从事研发税抵免的合作伙伴持有的

公司。

符合要求的研发开支包括：

 直接且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员

和研究技术人员人员费用（总工资和社

会保险金）；

 在聘用的前两年向年轻博士毕业生和

博士后研究人员支付的工资的200%；

 申请、维持和保护专利和植物新品种

权（COV）所产生的费用；

 直接用于研究活动的基础设施和设备

的折旧费；

 运营费用：

 • 符合要求人员费用的50%；

 • 分配用于研发的建筑物和设备折的75%；

不动产税由业主于每年1月1日缴纳。

不动产税有多种减免情况，包括：

 新建筑头两年免缴已施工土地的不动

产税（免缴应缴大区和省的部分，但市

镇部分不免）；

 工具和其它设备及工业单位的运营材

料资源（不包括不动产设施）；

 计划用于光伏发电（太阳能电池板）

的设施。这些设施也免缴不动产税（见

上文）；

 在特定地区运作、设立新企业、扩大

业务或收购面临财务困难企业的公司可

按本地政府机构的决定享受临时免税待

遇（二至五年）；

 由符合创新型新公司（ J E I）纳税身

份的公司拥有的建筑，可根据本地政府

机构的决定享受七年免税待遇；

 对于个人，2009年1月1日前竣工、

整体能效水平超过现行法律要求水平的

新住房（最少免税五年）。

V. 广泛的投资者税收鼓励措施

V. 1. 税收抵免

V.1.1. 法国研发税收抵免是全世界最优

惠的措施之一

生产、贸易和农业企业投入研发资金可

获税收抵免，抵扣其企业所得税。如由

于未赢利而未缴纳任何税收，他们将在

三年后获得以现金退税形式支付的研发

税收抵免（CIR）。中小型企业、创新型

新公司（ JE I）、创业公司和面临财务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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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研发税抵免是一项激励企业研发活动的政

府政策，采用退税或从企业的税负中抵扣的形式。

由此它能显著减少企业的税负，它有助于提高法

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根据经合组织的一

项研究，法国的研发税抵免是全世界最具吸引力

的税收激励措施之一 (《经合组织国家及一些新

兴经济体的研发税处理的最新研究情况》，2009
年)。

基于创新的抵免条件

任何类型的公司均可抵免，不管其法律形式或行

业，包括根据特殊免税条款免征企业税的公司

（新公司、青年创新公司）。

获得研发税抵免资格的基础是创新，创新在法国

的税收规定中定义为消除科学或技术的不确定性，

或与原有的技术发展水平相比产生新颖的元素。

因此，法国的研发税抵免政策主要是为了通过研

发、公私部门合作以及协作网络（转包）提升企

业的竞争力。

符合抵免标准的费用数量众多 
研发税抵免是根据公司在不同研发领域产生的费

用计算。

税收抵免基数包括企业用于研发、转包研发中与

人力和物质资源有关的成本，以及技术监测或专

利申请和保护的成本。

与博士毕业生和博士后研发人员有关的员工费用

在其招聘后的24个月时间内加倍计算。

国外产生的研发费用也符合条件

法国公司在国外（尤其在欧盟或欧洲经济区成员

国）产生的开支，或外国公司通过其常住机构在

法国产生的开支可计入研发税抵免基数。此外，

专利保护和技术监测的费用不论在何处产生，均

符合研发税抵免的条件，包括在欧盟或欧洲经济

区以外。

税收的高抵免率显著减少企业的税负

研发税抵免相当于研发费用的30%，最高1亿欧元，

比该阈值高5%。

但是，研发税抵免的首次申请人对第一年和第二

年产生的费用可分别享受40%和35%的减税。法

国2011年的预算法将经常费用的上限定为符合条

件的人力成本的50%，以及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

折旧补贴的75%。分包给私营研究机构的研发费

用上限为其他研发费用总额的三倍。

有利于企业现金流

研发税抵免可以在费用产生的年度中与该公司的

公司税负（所得税或公司税）抵免。如果公司没

有任何未缴纳的税额，将在三年后以现金退款的

形式获得研发税抵免。

想要在三年期结束前获得研发税抵免的公司可从

银行兑现税收抵免额。

中小型企业、新公司、青年创新公司和面临财政

压力的公司可立即获得所产生费用的研发税抵免。

确定项目是否符合条件

公司可要求税务机关、研发部、法国创新机构

OSEO或法国国家研发机构（ANR）进行事先的

裁决或审计，以确定其项目是否符合研发税抵免

的条件。

更为简洁的行政手续

企业必须填写特殊报税单（表格编号2069 A），最

迟应与公司报税单一起提交。在特定的情况下，

必须随报税单附上所产生费用的描述。 

研发税抵免，在法国开展研发的一项关键激励政策

Yves-Charles ZIMMERMANN, Philippe GAMBINI, 
税务合伙人 - Marccus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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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作退税

为提高法国作为外国电影和影

音制作地的吸引力，这项税收

抵免措施已经扩大到法国境外

公司制作的电影和影音节目。

这项新措施（ “TRIP”）适用于

2009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

日产生的开支。税收抵免金额

为法国产生的开支的20%，上限

为电影制作预算的80%。该项税

收抵免金额的上限为每部电影

（而不是每家公司）400万欧元。

要获得税收抵免待遇，电影必

须经过法国国家电影与动画中

心（CNC）的批准，确保该电

影含有法国文化、国家遗产或

风景元素。

详细内容

V.1.2. 家庭税收抵免计划帮助有子女的员

工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

对于公司员工为不足三岁的子女支付的

保育费，公司可获得50%的税收抵免，

或对于更为便利地使用个人服务（在家照

顾子女、家政服务等）而签发的通用就业

服务支票（chèques emplois universels），

可获得其金额25%税收抵免。 

每 家 公 司 每 年 的 税 收 抵 免 金 额 封 顶

500,000欧元。该抵免可用于抵销公司发

生该费用当年的企业所得税。如果抵免

金额超过当年企业所得税额，差额将以

退税方式返还。

V.1.3. 鼓励创新的电影或影音节目税收抵

免

担任联合制片人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电

 • 在聘用的前两年向年轻毕业博士生

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支付的工资的200%。

 专利保险合同相关的奖金和报酬（封

顶每年60,000欧元）

 为研究目的购买的专利的折旧

 标准化支出50%*

 技术观察经费（封顶每年60,000欧元）

 外包给公营领域研究机构、提供硕士

学位项目的高等教育机构、技术中心、

研究领域的认证公益基金会、科学合作

基金会及公营领域科学合作机构的研究

项目经费（以实际费用的两倍计算）*

 外包给经认证的私营研究机构或获认

证专家的研究项目经费，最高为可研发

税减免的其他研发经费总额的三倍。

如研发税抵免申请程序针对税后超过

15,000欧元，或在减去任何已收到用于

研发运营的政府扶持资金后超过研发税

抵免基数5%，有关的咨询费从研发税抵

免基数中扣减。当按所获得抵免的比例计

算时，此类费用全部从研发税抵免基数

中扣减。

* 如果发包公司与承包公司之间为正常关系，承包费用封顶

1,000万欧元。但是，如果无正常关系（即公司集团），承

包费用封顶200万欧元。当此类费用外包给经认证的私营研

究机构或获认证专家以外的提供商时，1,000万欧元的封顶

提高200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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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或影视制作公司，可就法律规定的制

片开支申请税收抵免（电影或影音，视

情况而定）。该税收抵免适用于在法国

进行的、制作经批准的电影正片长片的

项目。 

税收抵免率（电影或影音节目，视情况

而定）按财务年度计划，金额为符合要

求技术费用的20%。符合要求的开支项

目包括：为技术人员和人工支付的工资

和社会保险金、技术材料费用、拍摄场

地租金及电影剪辑费用。相关的节目必

须主要在法国制作。

 无论是何种制作类型，电影税收抵免

的上限为100万欧元。

 影音节目税收抵免（记录片、科幻片、

动画片）的上限为制作并发行的节目每

分钟1,150欧元或1,200欧元，取决于制

作类型。

该抵免（电影或影音节目，视情况而定）

可用于抵销公司发生该费用当年的企业

所得税。如果抵免金额超过当年企业所

得税额，差额将以退税方式返还。

V.1.4. 视频游戏业的税收抵免

需缴纳企业所得税的视频游戏开发公司

可获得视频游戏开发费用税收抵免，条

件是该视频游戏必须符合特定标准且经

法国国家电影与动画中心（CNC）批准。

要获得税收抵免待遇，该游戏的开发成

本不得低于150,000欧元，且在游戏场景

方面对法国或者欧洲文化创新有一定贡

献，具有多样性、高质量特点。

税收抵免金额为符合要求的开支总额之

20%，主要包括：新资产的折旧费、直

接从事游戏设计的受薪员工的开支、技

术使用费、其它费用、管理费和外包费

用，最高100万欧元。每家公司每个财务

年度税收抵免3,000,000欧元封顶。

V. 2. 针对经济困难地区的临时免征

地方经济捐税（CET）措施

在法国地方援助区（ZAFR地区）、城市

企业区（ZFU）、就业优先区（BER）及

军事重组影响区（ZRD）等的某些指定

区域，地方政府（市、省、大区和城际

政府）有权临时完全或部分免除对设立

公司、扩大企业或收购财政压力企业征

收的地方经济捐税（CET）。免税期最

长五年。 

V. 3. 新设立企业临时免征企业所得

税（IS）

V.3.1. 在某些情况下，在某些地区于2013

年12月31日前设立的公司，可临时免征

公司所得税，免征税额逐年减少。

头24个月全部免征，随后在第三年，征

收收益的25%，第四年50%，第5年75%。

该措施公适用于从事新业务的公司，且

其他公司不得持有超过该企业50%股份。

当地政府部门酌情决定，受益于这些措

施的公司还可免缴地方经济捐税和 /或不

动产税，免税期为二至五年。

此外，在某些条件下，2013年12月31日

前成立，旨在收购经济困难工业企业，

应缴纳企业所得税（ I S）的公司，在收

购后24个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IS），并

由地方政府部门酌情决定免征地方经济

捐税（CET）和 /或不动产税，免税期为

二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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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向属于“防务现代化计划”分类为军

事重组影响区（ZRD）的区域内的企业

提供一项七年期免税，预计 2009年至

2016年间关闭83处军事设施或单位。搬

迁至香槟 -阿登地区和南部 -比利牛斯地

区就业优先区（BER）的公司也可全额

免征七年企业所得税。

 

V.3.2. 创新型新公司（JEI）可享受税收

优惠

法国已推出特别措施，帮助研发支出占

可减税开支至少15%的新企业。 

“创新型新公司”的税收身份向受益人提

供以下免税待遇：

 免征企业所得税（ IS）五年（三免两

减半）

 由地方政府机构酌情决定，对2013

年12月31日前成立的创新型新公司免征

地方经济捐税和 /或不动产税，免税期七

年。

三年内的最高免税额封顶20万欧元。

此外，向这些公司的研发人员支付的工

资全额免征四年员工社会保险金，并在

随后四年逐步缩小免征额。这些税务减

免在2011年封顶为每名员工6,142欧元的

税前月工资。同年，员工社会保险金的

减免总额限于每公司每年106,056欧元。

这项措施适用于过去八年内成立的、主

要由个人所有或满足同等条件的公司所

有的中小企业（雇员少于250人、营业额

低于5,000万欧元或多数资产不足4,300

万欧元）。 

出售这些公司的股份时，如果出售方持

有股份3年或3年以上，免征资本利得税。 

这些税务和社会保险金减免措施已延伸

到大学生新建公司 (JEU)。大学生新建公

司是成立时间不足八年的中小企业，由

个人或者合伙成立，毕业五年以内硕士

研究生或博士生、或从事教学或科研活

动人员至少占10%股份，且科研经费至

少占总经费15%。

VI. 针对某些公司总部的特别
税收制度

这些中心必须是为提供专业服务而设立。

总部可以提供管理、行政、协调和审计

服务，物流中心仅处理打包、贴标签和

配送。

要享受特别税收待遇，这些服务只能提

供给同一集团内的公司，且这些公司的

大多数必须位于海外。税收规则基于与

税收部门订立的协议中商定的固定成本

加成公式。该协议避免了税务审计期间

公司应用的成本加成率变化的风险。在

公司总部、物流中心或研发中心支出基

础上，用固定成本加成公式计算公司收

入，税金在公司收入基础上按标准税率

计算。通常成本加成率在6%和10%之间，

协定签订期限为3-5年。

作为旨在避免驻外外派成本的税收规定

的一部分，公司总部与物流中心可向其

驻外外派员工支付可以完全或部分免缴

个人所得税的补充报酬。企业需向税务

部部门提出申请享受优惠。优惠不能与

驻外外派员工新制度同时使用：潜在的

受益人必须选择两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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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各种体系的适用税收激励措施，用于鼓励收

购面临财务压力的法国公司。这些税收激励措施

主要适用于工业领域，不包括任何其它活动（金

融、销售等）。

I. 如何从这些免税措施获益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可享受这些免税措施：

(i) 面临财务压力的公司的收购方必须负责支付公

司税，并且必须在法国成立专用于收购该公司的

机构。

收购方必须与出售方有正常交易关系，而面临财

务压力的公司的股东不得持有出售方50%以上的

股份。 
被收购公司的法律形式无关紧要。

 
(ii) 被收购公司必须因为破产诉讼（破产保护、清

算、保护）而处于面临财务压力的境地。面临财

务压力的公司的完全或部分出售应由相关法院根

据法国商法决定。

如收购方可以证明被收购公司所面临的困难，还

可在破产诉讼范围之外享受免税措施。

(iii) 收购将采取买断面临财务压力公司的公司资产

或location-gérance（租赁管理协议）的形式，

后者的条件是新公司承诺在两年内收购该公司，

并且location-gérance 与整个业务范围（“branche 
complète d'activité”）有关。

II. 有哪些免税措施？

(i) 到2013年12月31日为止，收购面临财务压力的

实体或企业可对其前24个月业务活动产生的利润免

缴公司税，最高可达欧盟设定的上限，该上限根据

公司的规模和情况而变化。

可对其前24个月业务活动产生的利润免缴公司税，

最高可达欧盟设定的上限，该上限根据公司的规

模和情况而变化。

通常，两年免税期内的最高免税额定为20万欧元

。但是，对于中小型企业（即员工不到250人，

销售额不超过5000万欧元或资产负债表总额不超

过4300万欧元的企业）以及位于特定地理区域的

公司，如经事先批准，可增加到工资或投资成本

的30%到200%。

如新公司在经营的前三年中放弃被收购公司，将

无法免除公司税，并应追溯支付，逾期缴纳的利

息按每月0.40%（每年4.80%）计提。

(ii) 免缴公司税的新成立公司在办理特定的手续后

也可暂时免缴已建成房产的不动产税和/或商会税

（cotisation foncière des entreprises和/或

taxe foncière）。此类临时免税应由当地税务机

关决定。 

这些免税措施可持续两年到五年，以适用于公司

税的相同规定为上限。

如果新公司在免税期结束后不到五年内重新售出

其业务，该公司可被要求补交原来免缴的地方税。 

(iii) 与接收面临财务压力的公司资产有关的注册

税应缴纳。例如，该税的金额最高为被售企业出

售价的5%。

收购方可要求在五年时间内分五次等额分期支付

此类注册税。此类缴税安排仅适用于破产程序中

法院要求出售公司的情况。不管涉及的活动类型

如何，均适用于收购，无需成立新公司。

希望享受分期支付注册税的收购方必须向税务机

关申请并提供充分的担保，例如金额相当于应缴

税总额的个人担保。

对于在法国收购面临财务压力企业的公司所给予

的免税措施可能很有吸引力。但是，实际上取决

于被收购公司的规模、位置和业务活动。

对收购面临财务压力的法国公司给予的免税 

Jacques Messeca, Eversheds LLP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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