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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加泰罗尼亚地区现行的税收制度，以便中国投
资人能了解现有的主要税种。

西班牙的税收制度为公司和员工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条
件。同时，也为某些特殊经营活动提供可观的税收减
免。

税负分类有不同的方式。最常用的是分为直接税(向财
富、财产或收入来源直接征收)和间接税（向消费行为
进行征税）。
在此分类基础上，加泰罗尼亚地区目前现行税负主要有
以下几种：

直接税

个人所得税 (IRPF)：征税对象为所有西班牙居民所取
得的收入，不考虑其取得收入的地点或付款人的住地所
在。

非居民所得税（IRNR）： 征税对象为非我国居民在西班
牙所获取的收入。

公司所得税（IS）： 征税对象为公司生产经营所得。具
体而言，是针对企业净利润，即收入总额扣除所必需的
经营成本之后的所得。

继承及赠与税：纳税人以免费形式取得货币或其他财产
时缴纳的税种。其中既包括自去世人处所取得的继承或
遗产（继承获得），也包括他人生前所给与的赠与（赠
与获得）。

财产税：课税对象为纳税人所有的财产及权利的总和，
其中需扣除纳税人必需负担的费用、债务及义务。

营业税（IAE）： 课税对象为境内的经济活动。交易额少
于100万欧元的个人（个体）及公司或企业予以免征。
此外，经营活动的前两期纳税期内免征此税。

房产税 (IBI): 课税对象为市镇辖区内农村或城镇的不动
产。

车辆使用税：课税对象为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车辆的所
有权。

城市土地增值税：在城市土地所有权（出售）或使用权
转让过程中对其价值的增值部分进行征收。

5.1. 税赋

增值税（IVA）：课税对象为消费品，具体而言，即由
企业或专业个人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以及对欧共体境
内外的进口。一般增值税税率为21%，而针对某些特
定的具备通用性质或者被视为必需品的产品或服务，比
如食品、酒店、书籍及报纸杂志等，则实行10%及4%
的优惠利率。

该税种的付税人为终端消费者，在其购买的产品或服务
价格中即包含了增值税。对于企业而言，增值税是可转
嫁的，企业及专业人员事实上仅仅作为税务机关的“征
收人”。

增值税示意图

财产转让税和印花税（ITPAJD）：课税对象为各种产
品及权利（例如：不动产或二手车）的转让，某些特定
的企业经营活动（其中包括减资及解散），以及那些需
要正式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行为（比如形成公证书副
本，公证记录等）。

关税 ：课税对象为进出口产品。

特别税：课税对象为某些特定产品的购买或消费，比如
烟、酒、特定运输工具及燃料等。

工程施工税：课税对象为辖区内的建筑、安装及工程的
实施行为。

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进行经济活动意味着要承担一系列
的税收义务，而根据不同的实体性质，税收义务也各
有不同。

是否征收直接税取决于经济活动主体为自然人（个体
户）还是法人（企业实体）。根据不同情况可征收个人
所得税，非居民所得税或公司所得税。接下来为您详细
解释上述三个税种。

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间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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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销售中反映增值税

向他人购买产品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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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服务

最终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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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个人所得税（IRPF）

5.1.2. 非居民所得税（IRNR） 5.1.3.公司所得税（IS）

个人所得税为个人性质的直接税，根据自然人的性质及
其个人和家庭情况对其所得进行征收。为便于计算，根
据来源将所得分类为一般所得（工资，经营所得，一年
以内的资本收益及亏损，奖金等）或资本利得（银行存
款利息，一年以上的资本收益及亏损等）。

2013年度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税率为应
税总额的24.75%到56%，应税储蓄的21%到27%。
根据各自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纳税人可根据如下方式计
算其所得：

· 直接估算：有正常和简化两种方式。
· 客观估算

这两种方法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直接估算方式下，所得
为收入扣除支出的差额；而客观估算方式下，根据经
营活动及一系列变量（受薪雇员，非受薪雇员，电力配
置，耗能，等）事先确定某些所得。后一种估算方式只
能用于某些特定的经营活动，受限于雇员人数及综合利
润规模。

在此，特别要提及的是如下两项税种：“外籍员工制
度”和“弹性薪资计划”，可充分利用公司法所规定的
优惠政策，激励员工的同时又不会增加公司负担。

外籍员工制度适用于迁来西班牙境内的高端人才（需满
足一系列条件）。该项优惠税收制度旨在吸引更多的高
端专业人才前来西班牙境内的公司就业。在此条件下，
可在到达西班牙的第一年及其后的五年内选择缴纳非居
民个人所得税（IRNR）。 以这种方式，劳务所得征收税
率为24.75%，如若按照上述个人所得税IRPF缴纳，则
税率最高可达到56%。

弹性薪资计划可使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更具竞争优势，既
可以增加每个员工的可支配收入，又不会增加企业的劳
务负担。其具体方式为：用企业提供的一系列产品或服
务来代替货币工资，在个人所得税IRPF上可获取极大的
优惠。最常用的产品包括：医疗保险（每个家庭成员豁
免前500欧元），餐费补贴（每天最高可豁免9欧元）
，托儿费补贴，培训（只有该培训与员工的职务或者职
业规划有关的时候才可豁免）， 交通卡（IRPF中每月最

（*）举例金额

  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不实行弹性薪资

税前工资                                                

货币 工资                                              
 

（-） 个税 IRPF扣减（*）16% 

（-）员工社保（*）                      

净收入                                                  

（-）托儿费                                       

可支配收入                  

实行弹性薪资：如托儿费，价值400欧元/每月

税前工资  

类别：400*12 月（豁免）

货币工资：30000-4800 
               
（-） 个税 IRPF扣减（*）14% 

（-）员工社保（*）                      

净收入  
                                               
（-）托儿费  

可支配收入                                       

货币工资：30000欧元

30,000

30,000

(4,800)

(1,905)

23,295

(4,800)

18,495

公司所得税(IS)是一项直接税，针对在西班牙境内从事
经济活动的公司经营所得净利润每年进行征收。

由于在会计准则和税务准则间存在差异，需通过帐外调
整方式对账面利润进行调整，将调整后的账面利润作为
计算净利润的依据。

同时，公司所得税还包含了一系列的税收扣除和抵免，
在以下章节中将对此展开论述。

加泰罗尼亚现行征税税率为25%（针对营业额低于
1000万欧元的公司）和30%（针对营业额高于1000
万欧元的公司）。

此外，针对某些从事特殊经营活动的公司，比如非营利
性机构、可变资本投资公司或房地产投资公司，适用较
低的征收税率。

西班牙境内个人或实体所得税纳税形式取决于其是否在
本国居住。居民需缴纳IRPF或者公司所得税；而非居
民—不论是个人还是实体—则缴纳非居民所得税。

在双重征税协定中对税务意义上的居住概念进行了规
定，通常而言，一年内在西班牙逗留时间超过183天或
者其经济活动或利益中心的辐射核心或基础在西班牙的
情况，均被视为在西班牙居住。

非居民个人或者实体均需根据其在西班牙境内的所得规
模缴纳IRNR。

若纳税义务来源于经济活动收益，则根据其经济活动是
否通过常驻机构进行—即是否在西班牙拥有一个持续的
工作场所，IRNR的缴纳有所不同。

如果其经济活动是通过常驻机构进行，则不论其在何处
取得收益，均应在西班牙对该机构的全部收益进行纳
税， 适用公司所得税一般制度的规定来计算税基。通
常征收税率为30%。
如果其经济活动非通过常驻机构进行，通常情况下，应
纳税所得额为总收入扣除如下开支的差额：员工成本，
工程或工作原材料采购及耗材。

高可豁免136.36欧元，最高限额1500欧元），等等。
接下来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弹性薪资计划如何增加
员工的净收入：

加泰罗尼亚的外籍员工制度提供一项优惠税收政策，
即在到达加泰罗尼亚的第一年及其后的五年内可按照
24.75%的税率进行纳税。

25,200

4,800

  25,200

(3,538)

(1,905)

19,767

0

19,767



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公司所得税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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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利润
（+/-）账面利润更正（正负）

预估税基
（-）往年税基亏损补偿

税基
（x）征收税率（30%）

全额税款
（-）国内或国际双重征税扣除
（-）投资扣除（其中包括技术创新的研发活动扣除）
（-）超额利润再投资扣除

净税款
（-）代扣代缴，账户收入和分期付款

差别税款
（+）往年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损失的增量
（+）滞纳金利息

支出或返还净额

加泰罗尼亚在地理位置、基础设施、针对科研及创新
（I+D+i）提供的低成本及税收优惠上所占据的优势，
使其成为一个理想的投资地区。当前经济政策旨在进
一步提高竞争力，其中，出口促进部门的支持及日益
下调的劳动力成本，使得西班牙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日
益增强，尤其是相比其他欧盟国家而言。工业发展历
史悠久，工业体系庞大，拥有诸多专有技术，成本优
势明显，工业生产力高，这些都是加泰罗尼亚的巨大
经济优势。

对于刚至此地的外国人而言，加泰罗尼亚的税收制度是
世界上最优惠的税收制度之一（在我国居留期间前六年
实行24.75%的固定税率）。同时，对于控股机构及决
策中心提供欧洲最优惠的税收政策，比如对研发、创新
及环保实行的税收减免政策。

旨在鼓励经济活动的公司所得税法所规定的各项税收优
惠中，尤其值得一提是如下几项：

5.2. 税收优惠
和援助计划

5.2.1. 外国控股公司的特殊税收
制度(ETVE)

对于控股公司而言，加泰罗尼亚拥有整个欧洲最优惠的
税收制度。该制度主要针对国际集团所设立的集中管理
中心机构。

设立针对外国控股公司的特殊制度，最初是为了避免在
国外经营的西班牙公司因境外所得被双重征税。然而，
对于在加泰罗尼亚或者西班牙其他地区所设立的子公司
分布在西班牙境外的该类型外国公司而言，这是一项十
分有利的税种。设在西班牙的公司应在其经营范围内包
含通过经济活动对境外子公司进行经营和管理（该管理
职能需由该公司自行行使，不得转让给第三方）。与此
税种相关的优惠在于：不论是构成ETVE的注册地不在
西班牙的子公司所派发的股息，还是在股份转让中所取
得的收益，均可以免税。

为享受该项制度，需满足如下法律规定的条件：ETVE
股权为实名制；ETVE为公司注册地址为西班牙；在特
定情况下，在注册地不在西班牙的公司中的股权比例不
小于5%，等等。同时，应向财政部进行通报。

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注：x/v 视情况    v 是    x 否

西班牙 荷兰 卢森堡
针对外国控股公司所实行的税收制度对比

1. 股息和资本利得免税

2. 亏损抵税

3. 投资组合贬值抵税

4. 财务费用抵税

5. 税收合并

6. 股权转让不征税

7. 股权派发股息不征税

8. 多个国际协定，
避免双重征税

9. 避免双重征税
的国际协定网络广泛
应用于拉丁美洲

10. 企业经营无费用

11. 稳定可靠的制度

荷兰 卢森堡 西班牙



5.2.2. 扣除制度

根据企业及经营活动的类型，公司所得税的一般税率为
公司利润的30%。但是，对于特定经营活动—比如研发
活动、科技创新及与环保有关的技术投资—可进行一系
列的扣除，税率会显著降低，实际税率可低至18.8%。

下面是现行主要扣除项目的汇总图例：

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5.2.3. 对于科技及专利技术的保
护和商业化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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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开发、实用新型、图纸或配方及其他此类型权利转
让所取得收益，可减少缴纳相应所得税款额50%。取
得许可的无形资产需在欲将其商业化的公司进行开发，
但无需申请专利。

要补充说明的是：该数字可与I+D和创新活动的公司所
得税扣除项并行。

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类型

科研 (I+D)

高端研发人员

IT

环境设施

额外利润再投资

签约30岁以下的初次就业人员，
创造就业机会

小于50名员工的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

2013年度扣除比例

25-42%

17%

12%

8%

12%

固定金额：3000欧元

在工人待领取的失业救济金金额和工
人已经批准的12个月份的失业救济金
金额之中较小值的50%

2013年度系数限值

全部扣除的项目不得超过已减
少的综合纳税额的25%。
若I+D和IT成本的扣除金额超
过净纳税额的10%，则该限额
可提高至50%。

专利转让扣除（专利表）

内容

通过转让专利开发权、设计或实用新型、图
纸、配方或进程、与工业、商业或科学经验
有关的知情权所取得收益，扣减50%。

若每项有扣减权的资产出售所得收益超过资
产成本的六倍，则不再进行扣减。

条件

出让人已就出让目标创立了资产。

受让人在开展某项经济活动过程中应
用使用权或开发权。

受让人住所地不在避税地区。

若转让合同中包括配套服务，
则应在该合同中对配套服务项目区别
设立相应对价。

 企业具备会计统计记录。



巴塞罗那

圣保罗

 波哥大

布宜诺斯艾利斯

4小时

7小时
3小时

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5.3. 避免国际
双重征税协议

西班牙已与众多国家签署了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协议。通
过这些协议，使在加泰罗尼亚所取得的收益不会因在原
产国所同时担负的纳税义务而导致双重征税。

西班牙和中国在1992年签署了相关协议，以避免双重
征税，及预防所得和财产税的偷漏税行为。目前，西班
牙和中国正在协商签署一项新的协议，以避免社会保险
的双重征收。

作为补充，西班牙和中国还签署了一项已于2008年7
月1日生效的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议（APPRI）及其
他相关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同时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和拉丁美洲
有投资意向的中国企业，还可以从西班牙语拉丁美洲之
间众多现行税收协定中受益。在拉丁美洲，西班牙企业
拥有相当的经验和重要战略地位。事实上，拥有相同的
语言和相似的文化背景，毫无疑问会成为有利于加泰罗
尼亚对拉丁美洲投资和定位的积极因素。

在拉丁美洲方面，西班牙也已与大多数国家签署了一系
列的双边协议。其中既有避免双重征税的各项协议，也
有各种促进和保护投资协议（APPRIS）。

巴塞罗那可作为中国企业开展拉丁美洲业务的良好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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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加泰罗尼亚地区企业投资
项目的直接援助

中国企业准备在欧洲投资时，所能获得的主要援助项目
之一是在投资过程中的全程陪同服务。这意味着，从加
泰罗尼亚政府机构“加泰罗尼亚招商引资署”到巴塞罗
那市政府，均会在金融领域和对有加泰罗尼亚投资项目
的公司提供援助给予大力支持。这点对于初次进入欧洲
的公司尤为重要。

这两个部门配备有金融领域和优惠政策方面的专业人
才。通过这些部门，可与各个公共或私人金融及援助项
目负责人直接进行持续联系。

据此，中国公司可以享受如下服务：
            
· 对可获取金融支持及援助的项目分析定位
· 上述项目的详细资料
· 申请过程及后续跟进中的陪同服务
· 协助解决程序过程中的任何疑问

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地区所提供的主要激励项目为各
种不同类型的投资和经营提供援助和资金支持：I+D，
创新，固定资产投资，人员配备和培训，及其他。

总结

控股公司

雇佣员工
优惠政策

固定资产投资

I+D和创新

培训

能源和环保

非居民优惠

税收优惠制度：
主要优惠是其注册地不在西班牙的
子公司股息在西班牙无需纳税

每年10-25%的劳动力成本补助
雇佣特定失业群体的社保补贴
永久性雇佣失业人员的税收优惠及社保补贴。
对在西班牙的前49名雇员适用优惠。
以带联动培训的兼职合同，或临时合同，
或培训合同，雇佣30岁以下人员的社保补贴。

柔性融资。最长可摊销10年，
其中包括3年宽限期。
大规模投资无偿性补贴。

高达50%的预算补贴
高达项目预算75%的柔性融资， 
至10%的贷款可不偿还
I+D高达成本的59%的公司所得税税收减免
专利表：对在加泰罗尼亚开发的特定无形资
产开发权利转让的公司所得税实行税收减免
I+D从业人员的社保补贴
针对雇佣从事I+D博士的劳务成本，
有高达50%的补贴

100%失业人员培训费用。
公司需承诺至少雇佣60%的接受培训人员。
培训活动的社保补贴

对环境投资活动有高达8%的公司所得税
税收减免
对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示范项目和创新项
目有高达50%的补贴

外籍劳工可以选择按照标准个人所得税
（税率为24.75-56%）纳税，也可以在改
变居住地的第一年和其后五年内选择按照
非居民所得税（IRNR）（外派雇员）纳税。

巴塞罗那与拉美每周直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