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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编印的申请投资优惠权益手册一书，目的是给申
请者在投资方面一些初步的知识。手册中包含了申请环节、申请投资优惠
权益的主要规定及准则、业务类别及各有关公告。

 由于给予投资优惠权益的政策及准则和业务类别会随实际情况而进行调
整，故可浏览网站www.boi.go.th，或通过电子邮 head@boi.go.th 查询，或
与投资服务中心联系，电话 +66 (0) 2553 8111 和 +66 (0) 2553 8216，以
了解更详细的内容。 

  投资促进委员会办公厅
  二〇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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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投资促进委员会办公厅

投资促进委员会办公厅组织架构图

工业部

投资促进委员会

投资促进委员会属下
的各小组委员会

投资委管理中心 第一投资
管理处

投资战略
与政策处

第一部经济投资中心：
清迈府

驻广州投资
促进办事处

驻悉尼投资
促进办事处

驻上海投资
促进办事处

驻汉城投资
促进办事处

驻东京投资
促进办事处

驻台北投资
促进办事处

驻纽约投资
促进办事处

驻巴黎投资
促进办事处

驻北京投资
促进办事处

驻法兰克福
投资促进办

驻洛杉矶投
资促进办事

驻斯德哥尔
摩投资促进

驻大阪投资
促进办事处

第二部经济投资中心：
呵叻府

第三部经济投资中心：
坤敬府

第四部经济投资中心：
春武里府

第五部经济投资中心：
宋卡府

第六部经济投资中心：
素叻府

第七部经济投资中心：
彭世洛府

国际投资
合作事务处

投资信息
技术处

投资服务
中心

投资
协调处

投资
市场处

第二投资
管理处

第三投资
管理处

第四投资
管理处

投资促进委员会办公厅

投资促进委员会办公厅、移民入境
办公厅及职业交流厅属下的签证及
工作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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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促进委员会办公厅（以下简称“投资办”）隶属工业部的国
家厅级机关单位，投资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投资委”）则负责根据 
1977 年签署的投资促进谕令及 1991 年第二次修正及 2001 年第三次修
正的版本制定投资政策。

工业部

投资促进委员会

投资促进委员会属下
的各小组委员会

投资委管理中心 第一投资
管理处

投资战略
与政策处

第一部经济投资中心：
清迈府

驻广州投资
促进办事处

驻悉尼投资
促进办事处

驻上海投资
促进办事处

驻汉城投资
促进办事处

驻东京投资
促进办事处

驻台北投资
促进办事处

驻纽约投资
促进办事处

驻巴黎投资
促进办事处

驻北京投资
促进办事处

驻法兰克福
投资促进办

驻洛杉矶投
资促进办事

驻斯德哥尔
摩投资促进

驻大阪投资
促进办事处

第二部经济投资中心：
呵叻府

第三部经济投资中心：
坤敬府

第四部经济投资中心：
春武里府

第五部经济投资中心：
宋卡府

第六部经济投资中心：
素叻府

第七部经济投资中心：
彭世洛府

国际投资
合作事务处

投资信息
技术处

投资服务
中心

投资
协调处

投资
市场处

第二投资
管理处

第三投资
管理处

第四投资
管理处

投资促进委员会办公厅

投资促进委员会办公厅、移民入境
办公厅及职业交流厅属下的签证及
工作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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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投资谕令
 申请投资优惠权益者，获得审批通过后，必须按照委员会在优惠权益
投资证上规定的条件执行。所获得的优惠保障及保护大致如下：

优惠权益

税务上的优惠权益
□  免缴或减免机器进口税      （第28、29 条）
□  减免必需的原材料的进口税     （第30 条）
□  免缴法人所得税及红利税      （第31、34 条）
□  减免法人所得税 50%      （第35[1]条）
□  运输费、电费和水费可在成本中以双倍计算   （第35[2]条）
□  方便设施的建设费的25%可作为成本在利润中扣除  （第35[3]条）
□  获免缴出口产品所需要的原材料的进口税   （第36 条） 

非税务上的优惠权益
□  允许外籍人员来泰国进行投资考察    （第24 条）
□  允许引进专家技术人员为已获审批的项目工作  （第25、26 条）
□  允许拥有土地所有权      （第27 条）
□  允许汇进或汇出外币      （第3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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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保障

□  政府保证不把获得审批的项目据为国有   （第43 条）
□  政府保证不建立新的项目进行竞争    （第44 条）
□  政府不垄断销售与获投资优惠权益项目的同一产品  （第45 条）
□  政府不控制获投资优惠权益项目的产品销售价格  （第46 条）
□  政府允许随时出口       （第47 条）
□  政府不允许公务机构或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免税进
 口与获投资优惠权益项目的同一产品    （第48 条） 

保护措施（视具体情况而合理审议）

□  对进口与国产同样的产品征收进口特别手续费，
 但不超过含保险费、运输费在内的价格的50%
 每次强制执行不超过一年。     （第49 条）
□  若第 49 条所提供的保障不够，还可以采取进一步
 措施，即：禁止进口与国产同样的产品。   （第50 条）
□  若获审批投资的企业在经营中遇到问题或障碍，
 投资委主席有权指示对上述企业提供协助。   （第51 条）
□  若获审批投资的企业在税率或税收服务或手续费等
 的收缴方式上遇到问题或障碍，投资委主席有权对
 上述各项工作进行调整。      （第5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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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投资优惠权益政策与原则

鼓励投资的政策

 为减轻政府的财政和金融负担，适应目前的经济形势及未来的经济方
向，投资促进委员会制订了以下的投资政策：
(1) 更有效地利用免税优惠，对真正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项目，并且具备优

良的机构管理原则的项目，给予税务方面的优惠。而通过审批获得优
惠投资的企业必须向投资促进委员会报告其业绩，以便投资促进委员
会审核允许享受该年度的免税优惠。

(2) 支持各工业企业提高生产标准及质量体系，以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
争力。凡通过审批获优惠待遇的企业，投资额在一千万泰铢以上不含
土地费和流动资金必须要取得 ISO9000 国际质量标准或其它同等的国
际标准认证。

(3) 调整泰国投资措施使之和国际贸易与投资协议相一致，取消出口条件
及国产件的使用规定。

(4) 给予边远地区或低收入地区和设施未完备的地区提供特别优惠待遇，
使之获得最高的税务优惠权益。

(5) 重视中、小型企业的投资，投资委第 6/2546 号公告中所规定的投资行业，
申请优惠投资的最低投资额为五十万泰铢（不含土地费和流动资金）；
此外行业最低投资额为一百万泰铢（不含土地费和流动资金）。

(6) 重视以下行业的投资：农产品加工业、人才及科技发展企业、公共事
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和目标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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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审批准则

 在审批申请优惠权益投资项目的合理性方面，投资促进委员会采取了
以下的审批方面。
1. 审批申请优惠权益投资项目的原则如下：

1.1 产品的附加值不低于总销售额的 20％。但电子产品及其配件、农
产品加工业和特别允许的项目除外。

1.2 新的投资项目，负债额与注册资金的比例不超过三比一。扩建的
项目，则视其实际状况而定。

1.3 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全新的机器设备，若使用旧机器，必须获
得可信赖的机构对其使用效率进行验证，投资委将作为特例审
核。

1.4 必须有完善的环境保护系统。对环境可能有不良影响的项目，投
资委将着重审核其工厂所在地及污染处理的方法。

1.5 投资额在五亿泰铢以上者（不含土地费和流动资金）按投资委的
规定附上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2. 独立承包政府的项目和国营企业体改项目，投资委则使用 1998 年 5 
月 25 日及 2004 年 11 月 30 日国务院的公布，核审如下：
2.1 1999 年国营企业资本谕令下的国营企业的投资项目，不在享受优

惠投资的范围内。独立承包政府项目幷获投资优惠权益的企业，
必须把所有权归还国家 (Build Transfer Operate 或 Build 
Operate Transfer)。该项目所属的国家的有关机构若想让承包者
获得优惠投资的权益，必须在宣布投标前向

2.2 让私人投资幷拥有所有权的国家项目 (Build Own Operate)，包
括让私人租赁或政府支付管理费由私人进行管理，投资委将按常
规审批给予优惠投资待遇。

2.3 国营企业体改的项目，必须按 1999 年国营企业资本谕令进行体
改成为有限公司后，制定相应的预算。若项目需扩建，扩建的部
分可申请投资优惠待遇，按常规获得优惠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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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持股条例

 为方便外商在工业企业方面的投资，投资委放宽对外商的持股限制，
审批规定如下：
1. 以下行业泰籍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必须不低于 51%：农业、畜牧业、渔业、

勘探与开采矿业和 1999 年颁布的《外籍人经商法》附录第一类行业中的
服务行业。

2. 工业企业的投资，无论工厂设在何处，允许外商持大股或全部股份。
3.  若有适当的理由，投资委可规定某些行业外商持股比例的限额。

投资区域的划分

1.  投资委根据各府的收入和基础服务设施等经济因素，把全国分为以下
三个投资区域：
第一区： 共六个府，位于中部，分别是：曼谷、北榄、龙仔厝、巴吞
他尼、暖武里和佛统。
第二区： 夜功、叻丕、北碧、素攀、大城、红统、北标、坤西育、北
柳、春武里 (万佛岁)、罗勇和普吉等十二个府。
第三区： 共五十八个府，分为二组，即三十六个府一组与二十二个低
收入府二组，如下：

三十六个府有：甲米、甘烹碧、坤敬、尖竹汶、猜纳、春蓬、清
菜、清迈、董里 (什田)、哒叻 (桐艾)、达 (来兴)、呵叻、洛
坤、北榄坡、巴蜀、巴真、攀牙、博他仑 (高头廊)、披集、彭世
洛、碧武里  (佛丕)、碧差汶、莫拉韩、夜丰颂 (湄丰颂)、拉廊 
(仁廊)、华富里、南邦、南奔、黎、宋卡、沙缴、信武里、素可
泰、素叻、程逸、色梗港。

二十二个府有：加拉信、纳空拍侬、陶公、难、武里南、北大
年、拍夭、帕、玛哈色拉堪、耶梭通、耶拉、黎逸、四色菊 (四
刹吉) 、色军、沙 敦、素辇、廊磨南蒲、猜也奔、廊开、乌汶、
乌隆 (莫肯) 及庵纳乍能。

2. 第三区的每个府均为投资促进鼓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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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资区域给予税务方面的优惠权益

1. 第一区：设在曼谷、佛统、暖武里、巴吞他尼、北榄和龙仔厝等六个
府的项目。
1.1 进口税率不低于 10% 的机器设备，其进口税获减半优惠。
1.2 设在第一区获投资优惠权益的工业园区内的项目，获免缴三年

的法人所得税。获投资优惠权益幷且投资额一千万泰铢以上         
(不含土地费及流动资金) 的项目，须自经营之日起二年内取得 
ISO9000 国际标准质量认证或同等的其它国际标准。否则，将被
削减法人所得税的免税期一年

2.  第二区：生产场所设在以下府的项目：北碧、北柳、春武里 (万佛岁)、
坤西育、大城、普吉、罗勇、叻丕、夜功、北标、素攀和红统府。
2.1 进口税率不低于 10% 的机械设备，其进口税获减半优惠。若设在

第二区内获投资优惠权益的工业园区内的项目，获免缴机械设备
进口税 (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申请的项目)。

2.2 获免缴法人所得税三年。*若设在获投资权益的工业园区内的项
目，获免缴七年法人所得税。获投资优惠权益幷且投资额一千万
泰铢以上的项目 (不含土地费及流动资金)，须自经营之日起二年
内取得 ISO9000 国际标准质量认证或同等的其它国际标准。否
则，将被削减法人所得税的免税期一年。

2.3 用于生产出口产品所需的进口原料，获免缴进口税一年。
3. 第三区：设在第三区 58 个府内的项目，获以下优惠权益：

3.1 获免缴机械设备进口税。
3.2 获免缴八年法人所得税，获投资优惠权益幷且投资额一千万泰铢

以上的项目 (不含土地费及流动资金) ，须自经营之日起二年内
取得 ISO9000 国际标准质量认证或同等的其它国际标准。否则，
将被削减法人所得税的免税期一年。

3.3 用于生产出口产品所需的进口原料，获免缴进口税五年。
3.4 允许把基础服务设施的安装和建设费的25% 从净利中扣除。获投

资优惠权益的企业，从企业有收入之日起十年内，可选任何一年
或多年扣除上述费用。企业资产的折旧费仍按常规扣除。

*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递交申请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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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第三区中生产场所设在以下三十六个府的工业园区内的项目：甲
米、甘烹碧、坤敬、尖竹汶、猜纳、春蓬、清菜、清迈、董里 (什
田)、哒叻 (桐艾)、达 (来兴)、呵叻、洛坤、北榄坡、巴蜀、巴
真、攀牙、博他仑 (高头廊)、披集、彭世洛、碧武里（佛丕）、碧
差汶、莫拉韩、夜丰颂 (湄丰颂)、拉廊 (仁廊)、华富里、南邦、
南奔、黎、宋卡、沙缴、信武里、素可泰、素叻、程逸、色梗港。
包括罗勇府的工业园区，除了获得 3.1、3.2、3.3 和 3.4 规定的
免税优惠外，还可再享受如下优惠权益：
□ 获免缴法人所得税期满后，可再获减上述税项 50％，为期五年。
□ 自项目有收入之日起，允许把水、电费的两倍作为成本从利

润中扣除，为期十年。
□ *内销产品所需的进口原材料，获减免 75% 的进口税，为期

五年，一年一审。但上述原材料，必须在泰国无生产与其质
量相近的产品，及在泰国无足够供应的产品。廉差邦工业区
及罗勇府内获投资优惠权益的工业园区内的项目不在此列。

3.6 第三区中，生产场所设在以下二十二个府的项目：加拉信、纳空拍
侬、陶公、难、武里南、北大年、拍夭、帕、玛哈色拉堪、耶梭
通、耶拉、黎逸、四色菊 (四刹吉) 、色军、沙敦、素辇、廊磨南
蒲、猜也奔、廊开、乌汶、乌隆 (莫肯) 及庵纳乍能。除了获得第
3.1、3.2、3.3 和 3.4 规定的免税优惠外，可增加以下优惠权益
□  获免缴法人所得税期满后，再获减上述税项 50％，为期五年。
□  自企业有收入之日起，允许把运输费、水费、电费的两倍作

为成本在利润中扣除，为期十年。
□  *若设在获优惠权益的工业园区内的项目，内销产品所需的

进口原材料，获减免 75% 的进口税，为期五年，一年一审。
但上述原材料，必须在泰国无生产与其质量相近的产品，及
在泰国无足够供应的产品。廉差邦工业区及罗勇府内获投资
优惠权益的工业园区内的项目不在此列。

*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递交申请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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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场所搬迁的投资优惠原则

 为了鼓励工业往内地发展，投资委将对在中心地区设厂的企业，无论
是否已享受投资优惠权益，其搬迁至内地的审批及优惠权益如下：
1.  必须把生产场所由第一区搬到第二区或由第一区、第二区搬到第三

区。
2.  必须搬入获投资优惠权益的工业园区内。
3.  必须属于投资委给予投资优惠权益的业务，并且其投资规模符合投资

委规定。
4. 在获得投资优惠权益证书后，两年内须关闭原厂，其新厂也须开始营

业。
5. *按照新所在地规定享受非税务及税务优惠权益如下：

5.1 若把生产场所搬到第二区内获投资优惠权益的工业园区内，不包
括廉差邦工业村及罗勇府内获投资优惠权益的工业园区。将获免
缴七年法人所得税。投资额在一千万泰铢以上的项目 (不含土地
费及流动资金)，须自经营之日起二年内取得 ISO9000 国际标准
认证或同等的其它国际标准。否则，将被削减其法人所得税的免
税期一年。

5.2 若把生产场所搬到第三区内获投资优惠权益的工业园区，以及廉
差邦工业村及罗勇府内获投资优惠权益的工业园区，获优惠权益
如下：
(1) 获免缴八年法人所得税，投资额在一千万泰铢以上的项目

(不含土地费及流动资金)，须自经营之日起二年内取得 
ISO9000 国际标准质量认证或同等的其它国际标准。否则，
将被削减其法人所得税的免税期一年。

(2) 当法人所得税免税期满后，可再获该税项正常税率减半优惠
权益，为期五年。

(3) 获投资优惠权益的项目，自有收入之日起其运输费、水费、
电费的两倍，可作为成本在利润中扣除，为期十年。

(4) 可把基础服务设施的安装和建设费的 25% 从净利中扣除。
自有收入之日起为期十年。企业可选任何一年或多年扣除上
述费用。企业资产的折旧费仍按常规扣除。

5.3 不能享受免缴法人所得税优惠权益的项目，若搬迁生产场所也不
能享受法人所得免税权益。

*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递交申请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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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新的生产场所开始有收入之日起计算免缴法人所得税的期限。
7.  若投资优惠权益改为集群投资权益，或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后申

请投资的项目，投资委可能会对工业园区建设项目包括在原地扩大投
资的项目，提供不低于原有的优惠权益。

特别重视项目的优惠权益

□  无论工厂设在何区，均可获免缴机械设备进口税 
□  无论工厂设在何区，均可获免缴八年法人所得税 
□  其它优惠权益，按工厂所在区域的规定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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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委第 1/2543 号和第 1/2552 号公告 

税务优惠政策总结

税务优惠

第 1 区 第 2 区 第 3 区
(36 府及廉差邦工业区
和罗勇府内的工业园区)

第 3 区(22府)

获投资优
惠权益的
工业园区

内

获投资优
惠权益的
工业园区

外

获投资优惠
权益的工业
园区内（廉
差邦工业区
及罗勇府内
获投资优惠
权益的工业
园区除外）

获投资优
惠权益的
工业园区

外

获投资优惠
权益的工业
园区内

获投资优
惠权益的
工业园区

外

获投资优
惠权益的
工业园区

内

获投资优
惠权益的
工业园区

外

机械设备进口关税 减免50% 减免50% 全部豁免** 减免50%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豁免法人所得税 3 年 - 7 年** 3 年 8 年 8 年 8 年 8 年

出口产品原材料进口关税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减免50%法人所得税 - - - - 豁免期满后 
5 年

- 豁免期满后 
5 年

豁免期满后 
5 年

水电和运输费用按双倍扣减 - - - - 10 年 - 10 年 10 年

基础建设费用 - - - - 25% 从净利
润中扣除

25% 从净利
润中扣除

25% 从净利
润中扣除

25% 从净利
润中扣除

内销产品原材料进口关税 - - - - **
减免75%，
为期五年，
一年一审
（廉差邦工
业区及罗勇
府内获投资
优惠权益的
工业园区除
外）

- **
减免75%，
为期五年，
一年一审

-

必须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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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优惠

第 1 区 第 2 区 第 3 区
(36 府及廉差邦工业区
和罗勇府内的工业园区)

第 3 区(22府)

获投资优
惠权益的
工业园区

内

获投资优
惠权益的
工业园区

外

获投资优惠
权益的工业
园区内（廉
差邦工业区
及罗勇府内
获投资优惠
权益的工业
园区除外）

获投资优
惠权益的
工业园区

外

获投资优惠
权益的工业
园区内

获投资优
惠权益的
工业园区

外

获投资优
惠权益的
工业园区

内

获投资优
惠权益的
工业园区

外

机械设备进口关税 减免50% 减免50% 全部豁免** 减免50%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豁免法人所得税 3 年 - 7 年** 3 年 8 年 8 年 8 年 8 年

出口产品原材料进口关税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全部豁免

减免50%法人所得税 - - - - 豁免期满后 
5 年

- 豁免期满后 
5 年

豁免期满后 
5 年

水电和运输费用按双倍扣减 - - - - 10 年 - 10 年 10 年

基础建设费用 - - - - 25% 从净利
润中扣除

25% 从净利
润中扣除

25% 从净利
润中扣除

25% 从净利
润中扣除

内销产品原材料进口关税 - - - - **
减免75%，
为期五年，
一年一审
（廉差邦工
业区及罗勇
府内获投资
优惠权益的
工业园区除
外）

- **
减免75%，
为期五年，
一年一审

-

必须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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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给予投资优惠权益的行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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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投资优惠权益的行业类别、规模及条件

 申请者应了解给予投资优惠权益的行业类别，一些重要的
行业都规定了特别的条件。
 “给予投资优惠权益的行业类别、规模及条件”中已涵盖
了各有关公告的内容，申请者可了解各有关公告的详细内容，以
便办理申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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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

种类 条件与优惠

1.1 植物种子的繁殖和改良 (1) 条件
1. 必须具备种子的研究和改良环节
2. 泰国当地植物种子的繁殖和改良

业，如：水稻、兰花、草药和水果
等，泰籍持股者的持股比例必须不
少于注册资金的 51%。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2 用水栽法 (Hydroponics)    
种植植物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3 林木种植业 条件
1. 耕地面积必须不少于 500 莱
2. 在颁发投资优惠权益证之前必须

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同意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4 生产有机肥料、生物肥料或改
善土壤的物质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5 动物品种繁殖或动物养殖业
1.5.1  动物品种繁殖或牲畜

饲养
1.5.2  动物品种繁殖或水产

品养殖 (养虾除外)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6 生产饲料或饲料的配料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7 植物烘焙及仓库储存业务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8 深水鱼业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 参考 2010 年 1 月 5 日投资委第 1/2553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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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屠宰业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10 鞣皮、皮革加工或兽毛加工 条件
鞣皮工厂必须设在国家工业区管理
局规定的工业区内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11 用先进的技术生产及保鲜食品
或食品调料(生产饮用纯净水
和雪糕除外)
1.11.1 肉类加工或保鲜
1.11.2 果菜食品加工或保鲜
1.11.3 粮食作物加工生产或

保鲜
1.11.4 用水果蔬菜植物生产

饮料(含酒精物除外)
1.11.5 生产奶制品
1.11.6 生产调味品
1.11.7 生产糖份素或糖精  

(食糖除外)
1.11.8 即食食品或快餐食品

的生产或保鲜
1.11.9 糖果、巧克力及口香

糖业
1.11.10 生产医疗食品

条件
糖果、巧克力及口香糖业必须设厂
于获投资优惠权益的工业区内
优惠权益
1.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

益
2. 即食食品或快餐食品的生产或保

鲜行业可按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
别有利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3. 糖果、巧克力及口香糖业，无论
设于何区，仅可获免缴机械设备
进口税

1.12 动物、植物油或脂肪的提炼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13 生产淀粉或糊精(Dextrin)   
或改良淀粉行业(Modified 
Starch)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14 用先进的技术进行产品质量筛
选，对农作物、水果、蔬菜或
鲜花的包装及保存 (2) 

条件
全方位筛选大米质量行业必须具备
烘焙、仓库储存和碾米加工环节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2) 参考 2010 年 10 月 22 日投资委第 3/2553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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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条件与优惠

1.15 生产草药制品 (药品、香皂、
洗发水、牙膏及化妆品除外)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16 天然橡胶制品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17 农产品余料或副产品的加工业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18 用农产品包括农产品余料或垃
圾废料生产酒精或燃料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19 冷藏库或冷藏柜的运输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20 农产品贸易中心 条件
1. 面积必须不少于 50 莱
2. 所设地点必须经投资委同意
3. 用于农产品贸易和服务的面积，

不少于全面积的 60% ,而且要设
立展览、购销场地、拍卖中心、
冷藏库、仓库及提供质量检验和
有害残留物质检验的服务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21 农场管理 (Farm Management)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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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 矿业、陶瓷及基础金属工业

种类 条件与优惠

2.1 矿物勘探 条件
1. 泰籍持股者的比例必须占注册资

金的 51% 以上
2. 在申请投资优惠之前必须获得矿

产勘探许可证（PA）或特种勘探
许可证(SA)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2.2 采矿或矿石修饰(锡矿除外) 条件
采矿业
1. 泰籍持股者的比例必须占注册资

金的 51% 以上
2. 在申请投资优惠之前必须获得开

采许可证或开采转租许可证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2.3 开采大理石或花岗石 条件
1. 泰籍持股者的比例必须占注册资

金的 51% 以上
2. 在申请投资优惠之前必须获得开

采许可证或开采转租许可证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2.4 冶炼矿物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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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生产瓷器
2.5.1 生产瓷器制品(陶器

除外 Earthen Ware)
2.5.2 生产陶瓷瓦
2.5.3 生产高级瓷品        

(Advanced Ceramics) 

优惠权益
1.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
优惠权益

2. 对于生产高级瓷器品行业可按特
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项目
享受优惠权益

2.6 生产玻璃或玻璃制品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2.7 生产耐热或隔热材料（轻体砖
除外）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2.8 生产石膏板或石膏产品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2.9 生产使用于公共事业的混凝土
产品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2.10 生产金属粉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2.11 生产铁合金 (Ferroalloy)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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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上游与中游钢铁生产业务
2.12.1 上游钢铁生产：             

纯净铁水(HotMetal)、               
生铁(Pig Iron)、               
海绵铁(SpongeIron, 
Direct Reduction 
Iron-DRI)、             
热球铁(Hot 
Briquetted Iron 
(HBI)

2.12.2 生产中游钢铁行业：    
钢板坯(Slab)     
钢棒坯(Billet)         
及圆钢坯(Bloom)

条件
生产上游钢铁产品和延续于上游钢
铁产品的中游钢铁产品的生产，这
些生产环节同在一个项目中，它的
债务资本比率不超过 2 比 1
优惠权益
1. 生产上游钢铁产品和延续于上游

钢铁产品的中游钢铁产品可获得
以下优惠权益：
1.1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

有利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2  若生产场所设在第三区，可

获第 35 条 (1)(2)(3) 规
定的优惠权益

2. 对于生产中游钢铁产品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
惠权益

2.13 下游钢铁生产业务
2.13.1 长型钢铁生产业务：

各种型状的钢铁、钢
条、线钢、钢丝

2.13.2 扁型钢铁生产业务：
热轧或冷轧不锈钢
板、厚钢板、热轧或
冷轧钢板、镀层钢板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2.14 生产钢管或不锈钢管 优惠权益
1.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
优惠权益

2. 生产钢管或无缝不锈钢管 
(Seamless)可按特别重视的项目
享受优惠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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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生产铸钢配件 优惠权益
1.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
优惠权益

2. 用感应电炉 ( Induction 
Furnace) 生产铸钢配件的业务
可按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
益

2.16 生产钢铁锻造配件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2.17 有色金属之轧、拉、铸或锻造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2.18 钢板切割及加工 优惠权益
按第 36(1) 及 (2) 规定获得优惠
权益 ,只能获得非税务方面的优惠
权益

2.19 生产纳米材料或生产纳米材料 
 并且进行再加工的产品             

(Manufactured Nano 
Material)

条件
必须通过国家纳米技术中心的认可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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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类 轻工业

种类 条件与优惠

3.1 生产纺织品及部件
3.1.1  生产天然纤维或人造

纤维
3.1.2  纺纱
3.1.3  生产布料
3.1.4  纺织品的漂染及修饰
3.1.5  纺织品的印刷及修饰
3.1.6  生产服装
3.1.7  生产服装部件
3.1.8  家用纺织品
3.1.9  生产地毯
3.1.10 生产渔网

条件
1.纺织品的漂染及修饰的条件

1.1 必须设于国家工业区管理局
规定的工业区内或获投资委
批准给于优惠条件并具备法
律规定的环保及管理标准的
废物处理系统

1.2 若现有企业需要在原地扩大
业务必须在经营后2 年内得
到 ISO 14000 认证

优惠权益
1.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
优惠权益

2. 若设厂于纺织品工业区或全方位
的纺织工业区（纺织品的漂染及
修饰除外）可获以下优惠权益：
2.1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

设备进口税
2.2 可获免缴法人税

(1) 若设于第一区，可获
免缴五年法人所得税

(2) 若设于第二区，可获
免缴七年法人所得税

(3) 若设于第三区，可获
免缴八年法人所得税

2.3  其它优惠权益，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
资优惠权益

3. 对于生产多功能纤维
(Functional Fiber)和多功能纱
线 (Functional Yarn)的项目，
可按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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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纺织品的漂染及修饰若设厂于国
家工业区管理局规定的工业区及
全方位的工业区可获以下优惠权
益：
4.1  获免缴机械设备进口税
4.2  获免缴法人所得税八年
4.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
资优惠权益

3.2 生产吸湿片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3.3 生产鞋子或部件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3.4 生产箱包或部件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3.5 生产运动器材或部件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3.6 生产皮革及人造革产品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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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加工珠宝、装饰品                                                                                                        优惠权益
1.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
优惠权益

2. 若设厂于”珠宝与装饰品工业
区”内或获投资优惠权益的珠宝
与装饰品工业区，可享受优惠权
益，如下：
2.1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机器

进口税
2.2 可获免缴法人税

(1) 若设于第一区，可获
免缴五年法人所得税

(2) 若设于第二区，可获
免缴七年法人所得税

(3) 若设于第三区，可获
免缴八年法人所得税

2.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
资优惠权益

3.8 生产镜片、眼镜或其配件    
(视力眼镜片除外)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3.9 生产医疗设备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3.10 生产科技仪器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3.11 生产文具或部件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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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生产儿童玩具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3.13 生产乐器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3.14 生产工艺产品(用保护类木材
生产的产品除外)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3.15 生产家具或部件(用保护类木
材生产的产品除外)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3.16 生产砂纸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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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 金属产品、

机械设备和运输设备制造业

种类 条件与优惠

4.1 生产工具和测量仪器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4.2 生产机械、设备及部件
4.2.1 生产工程设计的机械、

设备及部件
4.2.2 生产农用机械设备  

(农场机械“Farm 
Machinery”)及食
品加工业 (食品加
工机械设备”Food 
Processing 
Machinery”)

4.2.3 生产节能机械设备或
使用替代能源的机械
设备

4.2.4 生产或修理金属模具
4.2.5 生产机械、设备及其

他部件

条件
生产节能机械设备或使用代替能源
的机械设备业务必须根据能源部认
可的机械设备目录而生产
优惠权益
1. 以下行业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

特别有利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1.1 生产工程设计的机械、设备

及部件
1.2 生产农用机械设备 (Farm 

Machinery) 及食品加工机
械设备(Food Processing 
Machinery)

1.3 生产节能机械设备或使用替
代能源的机械设备

2. 以下行业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
受优惠权益：
2.1 生产或修理模具
2.2 生产机械、设备及其他部件

4.3 生产金属制品包括金属配件 优惠权益
1.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
优惠权益

2. 对于生产金属粉末模压制件
(Sintered Products)及延续于
用感应电炉生产铸件的金属件或
金属产品 (InductionFurnace)，
可按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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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镀金属的表面处理 (Surface 
Treatment) 或阳极化处理 
(Anodize)

条件
必须具备投资委认可的先进生产工
艺
优惠权益
1.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
优惠权益

2. 若设厂于国家工业区管理局规定
的工业区及全方位的工业区内，
可按照 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
惠权益

4.5 金属热处理(Heat Treatment) 条件
若使用氰化物 (Cyanide) 作原料
的热处理必须设于获投资优惠权益
的工业区内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4.6 建造或修理轮船行业
4.6.1 建造或修理毛重在 

500 吨以上的轮船
4.6.2 建造或修理毛重在 

500 吨以下的轮船  
(木船或铁船除外)

条件
设于第一区的工厂，不管投资规模
大小必须在营业后两年内得到 ISO
14000 认证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4.7 生产电动交通工具及设备(特
指不能按照 1977 年的汽车注
册注册的产品)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4.8 生产火车或电气火车或其设备
(特指有轨型)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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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生产、修理或改造飞机及部件
或飞机上的设备及用具

条件
飞机改型 (Aircraft Conversion)
必须满足型号合格审定水平(Type 
Certification)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4.10 生产运输工具部件
4.10.1  运输工具部件
4.10.2  四冲程摩托车发动机
4.10.3  汽车发动机
4.10.4  国际标准节能环保汽

车配件

优惠权益
1.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
优惠权益

2. 以下项目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
受优惠权益：
2.1 防抱死刹车系统 (ABS)
2.2 催化转换器 (Catalytic 

Converter) 用的蜂巢芯    
(Substrate)

2.3 汽油电子喷射系统
(Electronic Fuel 
Injection System)

2.4 汽车的传动系统 
(Transmission)

2.5 电动运输工具的电池
2.6 混合动力车或燃料电池汽车

牵引发动机
2.7 调速器 (Electronic 

Stability Control (ESC))
2.8 汽车再生制动系统

(Regenerative Braking 
System)

2.9 汽车用的电能空调系统
2.10 运输工具的轮胎
2.11 飞机的防滑轮胎

3. 国际标准节能环保汽车配件获以
下优惠权益
3.1 按投资委的批准，无论项目

设于何区，获免缴不同年限
的机械设备进口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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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无论项目设于何区，获免八
年法人所得税

3.3 按投资委的批准，获减免原
材料及配件不同年限并不超
过 90% 的进口关税

3.4 其它优惠权益，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
资优惠权益

4.11 生产摩托车行业
4.11.1 生产四冲程发动机的

摩托车
         

生产四冲程摩托车发动机
条件
1. 四冲程发动机的摩托车
2. 年产能力不低于五万辆
3. 泰籍持股比例不低于注册资本的 

60%
4. 必须具备从车架焊接组装及油漆

喷涂
5. 必须提出配件生产及配件采用计

划，并须得到投资委的同意
6. 具备协助泰国配件生产厂发展的

计划
7. 该项目的法人所得税免税期及优

惠权益将不能作任何补充或调
整，无论该项目是否符合技能、
技术及创新开发投资政策

优惠权益
1.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进口

税
2. 获免缴法人所得税如下：

2.1 设厂于第一区和第二区，不
能获免缴法人所得税

2.2 设厂于第三区，获免缴法人
所得税三年, 符合以下条件
可获免缴五年法人所得税：
(1) 泰籍持股比例不低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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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必须提出主要配件的
生产及采用计划，如
发动机、动力传送系
统、燃油供应系统、
避震系统及刹车系统
并必须得到投资委的
批准

3. 其它优惠权益，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权益

4.11.2 生产大型摩托车 生产大型摩托车
条件
1. 四冲程发动机的摩托车,气缸容

量 500 cc以上
2. 必须具备从车架焊接组装及油漆

喷涂
3. 必须提出配件生产及配件采用计

划，并必须得到投资委的同意
4. 该项目的法人所得税免税期及优

惠权益将不能作任何补充或调
整，无论该项目是否符合技能、
技术及创新开发投资政策

优惠权益
1.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进口

税
2. 不能享受免缴法人所得税，除了

生产过程中从生产发动机开始，
 由机械加工开始，发动机的主要部

件包括气缸盖 (Cylinder Head) 
和曲柄箱 (Crank Case) 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的公告准则获得免缴
法人所得税

3. 其它优惠权益，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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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汽车生产业务
4.12.1 汽车组装 生产汽车

优惠权益
1. 不能享受免缴法人所得税
2. 其它优惠权益，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权益

4.12.2 汽车组装及零部件整
合项目(Package)

汽车组装及零部件整合项目
(Package)
条件
1. 必须是成套项目 (Package), 包

括 4.12.1 生产汽车、4.10.1 
运输工具的部件和/或 4.10.3 
生产汽车发动机，以便为汽车组
装提供零部件。总投资金额不低
于一百亿泰铢（不包括土地费和
流动资金）

2. 汽车组装业务必须是有明确的生
产计划和市场计划

3. 生产汽车零部件和/或生产汽车
发动机的业务，必须是专门提供
给本集团内的汽车安装之用

优惠权益
1. 生产汽车

1.1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
进口税

1.2 不能享受减免或免缴法人所
得税

1.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的公告准则获得

2. 生产汽车零部件和/或生产汽车
发动机的业务
2.1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

进口税
2.2 法人所得税优惠和其他优惠

可以按 4.10.1 运输工具的
部件行业和/或 4.10.3 生
产汽车发动机享受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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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 生产私家车 生产私家车
条件
1. 必须在 5 年内具备实际年产 

10 万台以上的产量（Actual 
Production）

2. 必须从汽车的主要基础结构开始
生产，并须得到投资委的同意

3. 在获免法人所得税头 5 年总投
资必须不少于 150 亿泰铢（不
包括土地费和流动资金）

4. 必须提出配件生产及配件采用计
划，并须得到投资委的同意

5. 该项目的法人所得税免税期及优
惠权益将不能作任何补充或调
整，无论该项目是否符合技能、
技术及创新开发投资政策

6. 若不能按第 1 条件生产，法人
所得税的优惠将按投资委的规定
予以取消

优惠权益
1.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设备

进口
2.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法人所得

税五年
3. 不能按第 35(1) 规定获减法人

所得税的优惠
4.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的
公告准则获得

4.12.4 生产新型汽车 生产新型汽车
条件
1. 必须在 5 年内具备实际年产 

10 万台以上的产量（Actual 
Production）

2. 必须投资建造新装配线 
(Assembly Line)

3. 总投资必须不少于 100 亿泰铢 
（不包括土地费，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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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必须是生产新型汽车而且在泰国
还没有生产，配备现代技术系
统，例如混合驱动系统、制动能
量回收系统或 电子稳定性控制
系统等，并须得到投资委的同意

5. 必须提出配件生产及配件采用计
划，并须得到投资委的同意

6. 不能按照优惠权益证推迟投产时
间

7. 该项目的法人所得税免税期及优
惠权益将不能作任何补充或调
整，无论该项目是否符合技能、
技术及创新开发投资政策

8. 须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之内
递交申请

优惠权益
1.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进口

税
2. 若总投资不少于 100 亿泰铢   

(不包括土地费，流动资金)可获
免缴法人所得税五年

3. 若总投资不少于 150 亿泰铢   
(不包括土地费，流动资金)可获
免缴法人所得税六年

4. 若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之内
申请将获免缴法人所得税增加 1 
年

5. 不能按第 35(1) 规定获减法人
所得税的优惠

6.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的
公告准则获得

4.13 生产多用途发动机或设备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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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生产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的车
辆发动机、机械及设备
4.14.1 生产使用天然气的公

交车和大货车
4.14.2 生产压缩天然气

(CNG)或液化天然气
(LNG) 的燃气罐

4.14.3 生产天然气车辆
(NGV)的发动机、部
件及设备

4.14.4 生产天然气供应站所
使用的机械或设备

条件
生产 CNG 或 LNG 的燃气罐及生产 
NGV的发动机、部件、设备及生产
天然气供应站使用的机械设备必须
得到有关部门的标准认证
优惠权益
1. 生产使用天然气的公交车和大货

车,可获以下优惠权益：
1.1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

进口税
1.2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准则获得

2. 以下行业可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
享受优惠权益:
2.1 生产 CNG 或 LNG 的燃气罐
2.2 生产 NGV 的发动机、部件

及设备
2.3 生产天然气供应站所使用的

机械或设备

4.15 生产燃料电池 (Fuel Cell)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4.16 修理交通配件、电器或电子产
品设备

条件
属自由贸易或保税区的贸易必须设
于自由贸易保税区或贸易保税区内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4.17 修理工业用的机械设备 条件
必须能修理机器的主要部件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惠
权益



CHAPTER

2

43

给
予
投
资
优
惠
权
益
的
行
业
类
别

种类 条件与优惠

4.18 生产、修理及保养集装箱 优惠权益
1.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
优惠权益

2. 若设于物流产业区内可按特别重
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4.19 生产用于建筑业的金属结
构或工业设备的金属结构 
(Fabrication Industry)   
或修理平台 (platform)

优惠权益
1.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设备

进口税
2. 可获免缴法人税如下：

2.1 若设于第一区，可获免缴五
年法人所得税

2.2 若设于第二区，可获免缴五
年法人所得税。若设于国家
工业区管理局规定的工业区
内可获免缴七年法人所得税

2.3  若设于第三区，可获免缴八
年法人所得税

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准则获得

4.20 生产现成房子 (Completely 
Built Units-CBU) 或全散
装件的房子(Completely 
Knocked Down-CKD)

优惠权益
1.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进口

税
2. 享受第 36 条 (1),(2) 规定的

优惠权益
3. 只能获得非税务方面的优惠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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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类 电子与电器工业
        

种类 条件与优惠

5.1 生产工业用的电器 优惠权益
获得电子电器工业的优惠权益

5.2 生产电器 优惠权益
获得电子电器工业的优惠权益

5.3 生产电器配件或设备
5.3.1 生产电灯管
5.3.2  生产蓄电池不包括运

输工具用的蓄电池
5.3.3  生产电线或漆包线
5.3.4  生产其他电器配件或

设备

优惠权益
获得电子电器工业的优惠权益

5.4 生产电子产品
5.4.1  生产电子消费产品
5.4.2  生产办公室用电子产

品
5.4.3  生产工业用电子产品
5.4.4  生产通讯设备
5.4.5  生产农业用电子产品
5.4.6  生产其它电子产品

优惠权益
1. 获得电子电器工业的优惠权益
2. 工业用电子产品、通讯设备及农业

用电子产品获得以下优惠权益：
2.1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

惠权益
2.2 按照电子电器工业的优惠权

益获免缴机械进口税

5.5 生产电子零部件和/或设备，
或生产电子产品使用的零部件
和/或设备
5.5.1 生产半导体设备
5.5.2 生产记忆存储设备

(1) 硬盘驱动器 
(Hard Disk 
Drive) 和硬盘
驱动器部件

(2) 其它记忆存储设
备

5.5.3 光纤电缆或成套光纤
电缆

5.5.4  通讯设备的部件
5.5.5  医学用的电子产品部

件

条件
1. 调整改善原有机械设备的投资，

视为申请投资优惠权益的项目的
一部分。
1.1 集成电路 (Integrated 

Circuit)
1.2 硬盘驱动器 (Hard Disk 

Drive) 和硬盘驱动器部件
1.3 硬盘驱动器用的光碟盘/磁

碟盘
2. 以下行业的生产程序须通过投资

委的批准
2.1 生产柔性印刷电路 

(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或多层印刷电路
板(Multi Layer Printed 
Circuit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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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农业用的电子产品部
件

5.5.7  运输工具用的电子产
品部件

5.5.8 柔性印刷电路 
(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或多层印
刷电路板 (Multi 
Layer Printed 
Circuit Board)

5.5.9 其它电子零部件和/
或设备，或生产其它
电子产品使用的零部
件和/或设备

5.5.10  生产太阳能电池和太
阳能电池的原料
(1) 生产太阳能池
(2) 太阳能池的原

料即纯矽钢片
(99.9999%)、晶
片和透明氧化物
镀膜玻璃

5.5.11 硬盘驱动器 (Hard 
Disk Drive) 用的光
碟盘/磁碟盘

5.5.12  平板显示器 (Flat 
Panel Display)

2.2 生产太阳能电池
2.3 生产硬盘驱动器用的光碟

盘/磁碟盘
2.4 生产平板显示器 (Flat 

Panel Display)
优惠权益
1. 获得电子电器工业之优惠权益
2. 以下企业：

2.1 半导体设备
2.2 硬盘驱动器 (Hard Disk 

Drive) 及硬盘驱动器部件
2.3 通讯设备部件
2.4 医学用的电子产品部件
2.5 农业用的电子产品部件
2.6 运输工具用的电子产品部件
2.7 柔性印刷电路 (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或多层
印刷电路板 (Multi Layer 
Printed Circuit Board) 
获得以下优惠权益：
(1)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

享受优惠权益
(2) 获免缴机械设备进口税。

3.以下企业：
3.1 太阳能电池及太阳能电池的

原料
3.2 硬盘驱动器 (Hard Disk 

Drive) 用的光碟盘/磁碟盘
3.3 平板显示器 (Flat Panel 

Display)获得以下优惠权益：
(1)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

家特别有利的项目享
受优惠权益

(2) 按电子电器工业的优
惠条件获免缴机械设
备进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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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用于微型电子的薄膜状物
5.6.1 晶片(Wafer)
5.6.2 薄膜技术(Thin Film 

Technology)

条件
1. 生产程序必须通过投资委的批准
2. 调整改善原有机械设备的投资，

视为申请投资优惠权益的项目的
一部分。

优惠权益
1.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

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2. 按电子电器工业的优惠条件获免

缴机械设备进口税

5.7  电子设计业
5.7.1  微电子设计 (Micro 

Electronics 
Design)

5.7.2  嵌入系统设计 
(Embedded System 
Design)

5.7.3  原型设计 
(Prototype Design)

条件
获优惠权益投资的企业，直接或间
接销售或提供服务所得收入，无论
是自己生产还是由其他企业代加工
的产品，销售收入均可视为获优惠
权益的收入
优惠权益
1.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

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2. 按电子电器工业的优惠条件获免

缴机械设备进口税

5.8  软件业
5.8.1 企业软件 (Enterprise 

Software)
5.8.2 数码内容 (Digital 

Content)
(1) 动画 

(Animation)、       
卡通及角色 
(Cartoon & 
Characters)

(2) 电脑构造形象    
(Computer-
generated 
Imagery)(CGI)

(3) 网基应用
(Web-based 
Application)

条件
1. 必须具备国家软件工业促进办公

厅规定的或认可的软件开发某个
程序

2. 投资额一千万泰铢以上项目   
(不含土地费及流动资金)，开始

 生产后两年必须获得国家软件工
业促进办公厅的标准证明或该
办公厅认可的其它同等的国际
标准或智能模型(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Integration 
(CMMI)) 的标准质量认证，若项
目未满足上述条件，免缴法人所
得税的优惠将被减除一年。

3. 与获投资优惠条件的软件的直接
销售收入或提供服务的有关收
入，视为获优惠权益的收入



CHAPTER

2

47

给
予
投
资
优
惠
权
益
的
行
业
类
别

种类 条件与优惠

(4) 互动应用
(Interactive 
Application)

(5)  游戏(Game)、           
视窗基础
(Window-based)、            
移动平台      
(Mobile 
Platform)、           
控制台 
(Console)、         
掌上电脑(PDA)、           
在线游戏 
(Online Game)、           
大众多人参与

 在线游戏     
(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 Game)

(6)  无线位置基础服
务 (Wireless 
Location Based 
Services 
Content)

(7) 视觉效果      
(Visual Effects)

(8)  多媒体会议应用     
(Multimedia Video 
Conferencing 
Application)

(9)  通过宽带与多
媒体的电子助
学 (E-Learning 
Content via 
Broadband and 
Multimedia)

5.8.3 嵌入式软件(Embedded 
Software)

优惠权益
1.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

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2. 按电子电器工业的优惠条件获免

缴机械设备进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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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电子商务 优惠权益
按电子电器工业的优惠条件获免缴
机械设备进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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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类 化工产品、造纸及塑胶

种类 条件与优惠

6.1 化工产品 条件
必须具备化学反应的生产过程

6.2 工业用化工产品 

6.3 环保化工产品 条件
1. 必须具备化工或生物技术之生产

过程，或工业产品延续部分的原
料或必要的材料的生产制造

2. 必须是对环境整个生命周期影响
不断减少的化工产品，如下：
2.1  使用可再生资源 

(Renewable Resource)
2.2  使用绿色化学技术 

(Sustainable Green 
Chemistry)

2.3  属生物降解并不环境造成影
响的产品 (Biodegradable), 
不产生有毒物质

2.4  对生物和环境毒害性减小。
可根据 ISO14040 或泰国工
业产品标准厅的要求通过
生命周期评估检测 (Life 
CycleAssessment (LCA)) 
评估对环境的影响

3. 必须获得有关部门的同意如：国
家科学技术发展局、国家创新局
等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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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环保产品 (Eco-Friendly 
Products)
6.4.1 环保包装产品
6.4.2 环保塑料聚合产品

 

条件
必须是以塑料或聚合物为原料之包
装品或产品，对环境整个生命周
期毒害性减小。可根据 ISO14040 
或泰国工业产品标准厅的要求通过
生命周期评估检测(Life Cycle 
Assessment(LCA))评估对环境的 
影响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6.5 药品或药品的活性成分 条件
1. 开始生产后两年内必须按PIC/S

要求达到GMP的标准
2. 调整改造原有项目

2.1  允许使用原获优惠权益投资
的项目的机械，但不能使用
原机械计算投资金额并计算
法人所得税的免税额

2.2  不能享受技能、科技和创新
方面投资所增加的额外优惠

优惠权益
1. 获免缴机械进口税
2. 免缴法人所得税如下：

2.1 设在第一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五年。

2.2 设在第二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六年，如设在获投资
委优惠权益的工业区内，获
免法人所得税七年。

2.3 设在第三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八年。

3. 其它优惠权益，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的规定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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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化工肥料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
惠权益

6.7 农药及除草剂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
惠权益

6.8 生产颜料
6.8.1 染料
6.8.2  色料
6.8.3  油漆及油墨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
惠权益

6.9 护肤产品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
惠权益

6.10 炼油厂      优惠权益
无论项目设于何区，只获免缴机械
设备进口税。 

6.11 生产石油化工产品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
惠权益

6.12 生产塑胶产品或镀塑产品 条件
必须具备塑料成形或镀塑生产程序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
惠权益

6.13 生产纸浆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
惠权益



CHAPTER

2

53

给
予
投
资
优
惠
权
益
的
行
业
类
别

种类 条件与优惠

6.14 造纸 条件
卫生纸的生产必须于开始生产后
两年内按PIC/S要求达到GMP的标
准，若无法达到GMP的标准，只能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
惠权益
优惠权益
1. 生产卫生纸获得以下优惠权益：

1.1 无论项目设于何区，获免缴
机械设备进口税。

1.2 免缴法人所得税如下：
(1) 设在第一区的项目免

缴法人所得税五年
(2) 设在第二区的项目免缴

法人所得税六年，如
设在获投资委优惠权
益的工业区内，获免
法人所得税七年。

(3) 设在第三区的项目免
缴法人所得税八年。

1.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准则获得

6.15 以纸浆或纸张为原料生产的 
产品

条件
卫生纸生产必须于开始生产后两
年内按PIC/S要求达到GMP的标
准，若无法达到GMP的标准，只能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优
惠权益
优惠权益
1. 卫生纸生产获得以下优惠权益：

1.1 无论项目设于何区，获免缴
机械设备进口税。

1.2 免缴法人所得税如下：
(1) 设在第一区的项目免

缴法人所得税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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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在第二区的项目免
缴法人所得税六年,如
设在获投资委优惠权
益的工业区内，获免
法人所得税七年。

(3) 设在第三区的项目免
缴法人所得税八年。

1.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准则获得

6.16 生产印刷品 条件
必须获得投资委认可的先进工艺，
同时包括以下多部份或某一部份工
艺：
－ 印刷前工艺
－ 印刷工艺
－ 印刷后工艺

优惠权益
1.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规定获得投资
优惠权益

2. 项目设在印刷工业区获得以下优
惠权益：
2.1 无论项目设于何区，获免缴

机械设备进口税
2.2 免缴法人所得税如下：

(1) 设在第一区的项目免
缴法人所得税五年

(2) 设在第二区的项目免
缴法人所得税七年

(3) 设在第三区的项目免
缴法人所得税八年

2.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准则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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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类 服务业及公用事业

种类 条件与优惠

7.1 公用事业及基础服务业
7.1.1 生产电力或蒸汽动力
7.1.2 生产自来水和工业用

水
7.1.3 获国家特许权的业务
7.1.4 海运货物装卸搬运
7.1.5 设在港口外面利用集

装箱运输系统为出口
商品检验放行及装箱
的场地业务或为进口
商品检验放行及为进
出口商品装箱的停放
仓库业务

7.1.6 民用机场
7.1.7 卫星通讯业务
7.1.8 电话服务业
7.1.9 天然气分解厂

条件
必须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同意
优惠权益
1.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

益
2. 利用循环能源生产电力或生产蒸

汽，如：农作物能源、生物沼气
及风能等依照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3. 卫星通讯业务获得以下优惠权
益：
3.1 只允许国外收入的利润部分

获免缴法人所得税8年。
3.2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准则获得

4. 电话服务业不能获得税务方面的
优惠权益

7.2 天然气服务站 优惠权益
1. 无论项目设于何区，只获免缴机

械设备进口税。
2.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准则获得

7.3 为促进旅游而提供便利设施的
业务
7.3.1 为游客提供停船服务

条件
必须具备各种提供方便的设施，
如：提吊船艇的设备、岸上停泊船
处、供维修游艇用的停船处。
优惠权益
1. 无论项目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

设备进口税。
2. 免缴法人所得税如下：

2.1  设在第一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五年。

2.2  设在第二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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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设在第三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八年。

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准则获得

7.3.2 经营游船或出租游 
艇业

条件
必须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同意
优惠权益
1. 无论项目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

设备进口税
2. 无论项目设于何区，免缴法人所

得税五年
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准则获得

7.3.3 游乐园 条件
1. 投资额不低于五亿泰铢，（不包

括土地费和流动资金）
2. 项目的组成部分必须得到投资委

的认可
优惠权益
1. 无论项目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

设备进口税
2. 免缴法人所得税如下：

2.1 设在第一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五年

2.2 设在第二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七年

2.3 设在第三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八年

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准则获得

7.3.4 文化艺术展览中心或
手工艺品展览中心

条件
投资额不低于二千万泰铢（不包括
土地费和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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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权益
1. 无论项目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

设备进口税
2. 免缴法人所得税如下：

2.1 设在第一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五年

2.2 设在第二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七年

2.3 设在第三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八年

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准则获得

7.3.5 水族动物园 条件
1. 投资额不低于一亿泰铢（不包括

土地费和流动资金）
2. 必须作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优惠权益
1. 无论项目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

设备进口税
2. 免缴法人所得税如下：

2.1 设在第一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五年

2.2 设在第二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七年

2.3 设在第三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八年

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准则获得

7.3.6 赛车场 条件
1. 必须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同意
2. 必须达到FIA(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de 
L’Automobile) 或 FIM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Motocyclisme) 协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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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必须有足够的措施预防和控制
发生意外事故或影响周围的居民
4.  必须作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优惠权益
1. 无论项目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

设备进口税
2. 免缴法人所得税如下：

2.1  设在第一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五年

2.2  设在第二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七年

2.3  设在第三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八年

3.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准则获得

7.3.7 开放型动物园 条件
1.投资额不低于五亿泰铢（不包括

土地费和流动资金），土地面积
不低于 500 莱

2.项目的规划必须得到投资委的认
可

3. 要有 30% 的空地用于：
  - 15% 用于绿化土地, 15% 用作
    停车场
优惠权益
1. 无论项目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

设备进口税
2. 免缴法人所得税如下：

2.1 设在第一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五年

2.2 设在第二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七年

2.3 设在第三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八年

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准则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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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 电缆车业务 条件
必须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同意
优惠权益
1. 无论项目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

设备进口税
2. 免缴法人所得税如下：

2.1  设在第一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五年

2.2  设在第二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七年

2.3  设在第三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八年

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准则获得

7.4  有助于旅游业发展的业务
7.4.1 大型会议业务 条件

1. 用于举行会议的面积不低于 
4000 平方米，最大的会议厅面
积必须不少于 3000 平方米

2. 必须具备会议中心的设备及设施
3. 设计规划图必须得到投资委的同

意
优惠权益
1. 无论项目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

设备进口税
2. 免缴法人所得税如下：

2.1 设在第一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五年

2.2 设在第二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七年

2.3 设在第三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八年

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准则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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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国际贸易展览中心 
业务

条件
1. 室内展场面积不可低于 25000 

平方米
2. 每个展馆必须有业务洽谈室
优惠权益
1. 无论项目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

设备进口税
2. 免缴法人所得税如下：

2.1 设在第一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五年

2.2 设在第二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七年

2.3 设在第三区的项目免缴法人
所得税八年

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准则获得

7.4.3 旅馆、酒店业 条件
客房不可低于 100 间或投资额不
低于五亿泰铢（不包括土地费和流
动资金）
优惠权益
1. 设于第一区或第二区包括合艾县

和清迈府城里的旅馆、酒店不能
获得税务上的优惠

2. 设于第三区的酒店（不包括第 
2.1 项和第 2.3 项所规定的地
方）获免缴机械设备进口税及非
税务的优惠权益

3. 设于以下府的酒店，按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的规定获得优惠
权益： 膠拉信(加拉信)、纳空
拍侬、陶公、难、武里南、北大
年、拍夭、帕、玛哈沙拉堪、耶
梭通、耶拉、黎逸、四色菊(四
刹吉)、色军、沙敦、素辇、廊
磨南蒲、猜也奔府、廊开府、乌
汶府、乌隆府及安纳乍能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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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敬老院和老人福利 
中心

条件
必须按政府有关部门的标准提供服
务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的规定，只获得机
械税务方面的优惠权益

7.4.5 康复中心 条件
必须按政府有关部门的标准提供服
务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的规定，只获得机
械税务方面的优惠权益

7.4.6 长期居住辅助业务 条件
1. 必须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同意
2. 必须提供各种有关服务，如：住

宿、卫生保健及旅游等
优惠权益
只能获得非税务的优惠权益

7.5 中、低收入者之住宅建造业 条件
1. 无论项目设于何区，住宅单元不

低于 50 个
2. 设于第一区的项目公寓楼每个单

元的面积不少于 28 平方米，售
价不超过一百万泰铢（包括土地
成本）。联排公寓和别墅，每个
单元的面积不少于 70 平方米，
售价不超过一百二十万泰铢（包
括土地成本）。

3. 设于第二区和第三区的项目,
每个单元的面积不少于 31 平方
米，售价不超过六十万泰铢（包
括土地成本）。

4. 结构图、设计图必须获得投资委
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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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必须按照楼房管理谕令或有关法
规获得建筑批准

优惠权益
1. 设于第一区和第二区的项目获免

缴法人所得税五年
2. 设于第三区的项目获免缴法人所

得税八年

7.6 摄制泰国影片或提供制片
服务或提供多媒体服务
(Multimedia)

条件
1. 必须具备投资委规定的机械设备

和业务范围，如下：
1.1 电影业，包括各种记录片、

电视节目及广告业务
1.2 获优惠权益投资的泰国电影

制作业，不包括广告业务
1.3 为电影制作及多媒体制作提

供服务，指具备如下设备及
业务范围的业务：
(1) 拍摄电影或配合电影

拍摄的道具、配件的
租赁业。必须具备的
主要设备有：电影摄
像 机 、 电 影 拍 摄 灯
具、发电机、配合摄
像机移动的设备，包
括摄像机的各种形状
的固器具

(2) 电影胶片的冲洗及印
片。必须具备的主要设
备有：胶片冲洗机、印
片机、调色机、剪接机
和胶片清洗机

(3) 电影录音服务。必须
具备的主要设备有：
数码录音设备、数码
剪接机、数码混音机
及达标的录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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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像技术处理服务。
由于电影、电视节目
在拍摄过程中，摄像
机无法完成某些技术
处理，必须要有如下
机械设备协助完成：
达标的高清晰数码信
号录像机，胶片系统
转换机(Telecine)，剪
接和排序机(Editing 
S u i t e )，配合冲洗
特 别 技 术 和 数 码 系
统图像机(Di g i t a l 
Compositing & Special 
Effect Creation)

(5) 为外国电影到泰国拍
摄 提 供 联 络 协 助 服
务，包括代办电影拍
摄 许 可 证 ， 物 色 人
才，寻找地方及电影
拍摄工具等

(6) 符合标准的电影及电
视节目拍摄厂租赁服
务

优惠权益
1. 无论设于何区，均可获免缴机械

设备进口税
2. 无论设于何区，免缴法人所得

税五年；若设在电影工业区
（Movie Town），可获免缴法人
所得税八年

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公告
准则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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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医务场所业务 条件
1. 必须具备不低于 50 个床位供病

人住院
2. 必须按卫生部的标准执行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的规定获得优惠
权益

7.8 工业用地的开发业务
7.8.1 工业区业务

条件
1. 设于曼谷市和北榄府的工业区不

给予优惠权益
2. 土地面积不低于 500 莱
3. 用于设立工厂的土地，必须不低

于全面积的 60%，不超过全面积
的 75% 。若总面积超过一千莱
必须按照委员会意见执行

4. 其它条件按投资委的规定执行如
下：
4.1 主干道

(1)  面积不少于一千莱,必
须有 4 条车道不少于 
30 米宽，道路表面不
少于 14 米宽，交通岛
及人行道每一边不少
于 2 米，除此以外必
须要有足够的路面或
路肩供紧急停车使用

(2)  面积不少于五百至一
千莱,必须有 2 条车
道不少于 20 米宽,道
路表面不少于 7 米宽, 
交通岛及人行道每一
边不少于 2 米，除此
以外必须要有足够的
路面或路肩供紧急停
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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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积不少于一百至五百
莱，必须有 2 条车道
不少于 16 米宽,道路
表面不少于 7 米宽,交
通岛及人行道每一边不
少于 2 米，除此以外
必须要有足够的路面或
路肩供紧急停车使用

4.2 次干道，路宽不少于 8.5
米，每边紧急停车道不少于 
2 米

4.3 污水排放及废水处理，必须
适合废水特性及定义要求，
根据法律规定的标准处理，
必须具备污水处理后的置水
池

4.4 废水排放系统与雨水排放系
统必须完全分开

4.5 必须按投资委认可的具备收
集、保存和处理垃圾的措施

4.6 工业区内的工厂必须符合资
源与环境政策规划专家委员
会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所规
定的目标工业及禁止类工业

4.7 能为设在工业区里的工厂提
供完善的公共设施，包括电
力、自来水、工业用水、电
话、邮局等

4.8 自领取投资奖励证后两年
内，必须辟出 25％ 的土地
建设公共设施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的规定获得优惠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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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 工业用厂房和/或仓
库发展业务

条件
1. 必须建于获投资优惠权益的工业

园区内
2. 建设蓝图必须获得投资委的同意
3. 建筑工厂楼房，必须遵照工厂法

和建筑物管理法的规定执行
4. 多层工业楼房的高度不可超过12层
优惠权益
1. 无论设于何区，都不能获减免机

器进口税
2. 项目设在物流工业区及获投资优惠

权益的工业区获免缴法人所得税
3. 其他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准则获得 

7.8.3 自由贸易的仓库
(Free Trade zone)
业及保税区(Free 
Zone)

条件
1. 土地不可低于 200 莱
2. 设于曼谷的项目不给予投资优惠

权益
3. 设于北榄府的项目，必须获得工业

部准许，才能获得投资优惠权益
4. 在申请投资优惠权益前，必须获

得政府有关部门的准许
优惠权益
与获投资优惠权益的工业区一样获
得优惠权益 

7.8.4 软件工业区 条件
1. 整个工业区里必须具备高速的光

缆通讯系统
2. 必须具备高速通讯线路的通讯系

统，从工业区连接到国内和国际
通讯中心

3. 具备能持续使用的应急供电系统
4. 土地面积不低于 10000 平方米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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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 珠宝及装饰品工业区 条件
1. 土地不可低于 100 莱
2. 从事有关珠宝业及装饰品工业之

用地不低于全部土地的 40%
3. 必须具备买卖珠宝及装饰品之场

地
4. 必须具备适当的保安系统
5. 必须具备会议室，展览厅及业务

中心
6. 必须具备合适的停车场
优惠权益
1.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

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2. 项目设于珠宝及装饰品工业区或

获优惠权益的珠宝及装饰品工业
区获得以下优惠权益：
2.1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

进口税
2.2 免缴法人所得税如下：

(1) 设在第一区的项目免
缴法人所得税五年

(2) 设在第二区的项目免
缴法人所得税七年

(3) 设在第三区的项目免
缴法人所得税八年

2.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准则获得

7.8.6 环保业务工业区
(1) 全方位纺织业工

业区
(2) 鞣皮加工业工业

区
(3) 阳极化工艺

(Anodize) 的表
面处理业务的工
业区

条件
1. 在申请投资优惠权益前，必须获

得工业区管理局的准许
2. 全方位纺织业工业区土地面积不

低于 500 莱
优惠权益
1.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2. 设在全方位纺织工业区内的纺织

品企业或其它有关企业 （不含
漂白，染色，产品修饰的项目）
获得以下优惠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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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
进口税

2.2 免缴法人所得税如下：
(1) 设在第一区的项目免

缴法人所得税五年
(2) 设在第二区的项目免

缴法人所得税七年
(3) 设在第三区的项目免

缴法人所得税八年
2.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准则获得

7.8.7 印刷业务工业区
        

条件
1. 土地面积不低于 500 莱；用于

设立工厂的土地必须不低于全面
积的 60%，不超过全面积的 75%

2. 从事与印刷工业有关的用地不低
于工厂全部用地的 80%

3. 工业区内须配备有关服务及便利
措施和设施如下：
3.1 印刷前服务，印刷后服务和

机械设备维修服务
3.2 印刷业培训机构
3.3 24小时不停业的印刷用品分

发中心服务
3.4 与工业区业务同样标准或按

泰国工业区管理局对此业务
另作规定的公众服务

优惠权益
1. 无论设在任何区域，均获免缴机

械设备进口税
2. 获免缴八年法人所得税
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准则获得

4. 设在获得投资优惠权益的印刷工
业区内的印刷业相关项目可获有
关优惠权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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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
进口税

4.2 免缴法人所得税如下：
(1) 设于第一区，获免缴

法人所得税 5 年
(2) 设于第二区，获免缴

法人所得税 7 年
(3) 设于第三区，获免缴

法人所得税 8 年
4.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准则获得

7.8.8 电影工业城  
(Movie Town)

条件
1. 电影工业区内须配备有关便利措

施及设施如下：
1.1 达到标准的室内和室外电影

和/或电视片拍摄场所
1.2 拍摄后服务，即：底片冲洗

及印刷服务、特效片服务及
电脑制作动画片，电影录音
室服务

优惠权益
1. 无论设在何区，均获免缴机械设

备进口税
2. 获免缴八年法人所得税
3. 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准则获得 

7.8.9 科学与技术区业务 条件
1. 必须配备企业孵化中心 

(Incubation Center)
2. 必须配备国内与国际通讯系统
3. 必须具备可连续供应的应急备用

电
4. 必须具备投资委规定的其它便利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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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权益
1.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

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2. 法人所得税免缴期期满后，可再

获免缴此税项 50％，为期五年

7.8.10 物流园区业务 
(Logistics Park)

条件
1. 必须拥有不少于 200 莱的土地,

并有用作出租或者销售的仓库总
面积不低于 5 万平方米。

2.必须设在距离码头、机场、边境
海关、货物集装箱入、验放站
(ICD) 或出口加工区（EPZ） 或
免税区（Free Zone）50 公里半
径内。

3. 必须全部或者部分场地为免税区
（Free Zone）

4.必须配置不低于 50 个集装箱所
需的寄存站及货车站或集装箱转
运装卸站

5.必须配备从物流园到园内的及国
际电信中心的高速网络主干电信
系统

6.泰方股份占注册资金的 51％  
以上

7.必须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同意
优惠权益
1. 无论设在何区，均获免缴机械设

备进口税
2.获免缴八年法人所得税
3.其它优惠权益，可按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
告准则获得

7.8.11 服务类工业区 条件
1. 土地面积不低于 500 莱
2. 用于设立工厂的土地必须不超过

全面积的 10%
3. 必须具备泰国工业区规定的公共

设施系统及便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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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的规定获得优惠
权益

7.8.12 农业加工工业区 条件
1. 土地面积不低于 500 莱
2. 用于设立工厂的土地必须不低于

全面积的 60%，不超过全面积的 
75%

3. 从事与第一类“农产业及农产
品”有关项目的用地不低于全部
工厂用地的 80%

4. 其它条件按照投资委规定执行
优惠权益
依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7.8.13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3)

条件
1. 必须建立或将整个数据中心与主

要的高速光纤通信系统连接
2. 必须具备高速电信系统，并将国

内及国外的电讯枢纽与数据中心
连接

3. 必须具备备用发电机和供电保障
系统，以便信息技术系统可以正
常运行

4. 必须有高质量空调系统及灰尘过
滤系统，以便机械设备正常运行

5. 用于建立数据中心的土地面积必
须不低于 5,000 平方米

6. 必须为中心内的客户提供辅助服
务，如：主机代管服务(SERVER 
CO – LOCATION) 、系统管理
服务(MANAGED SERVICE) 、用
户主机备份服务、救灾服务
(DISASTER RECOVERY SERVICES: 
DRC)和数据中心咨询服务
(PROFESSIONAL CONSULTATION)

(3) 参考 2010 年 10 月 22 日投资委第 2/2553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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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7.9 公共运输业务及大型货运业务
7.9.1 电动列车公共运输

业务和/或铁路运输 
(有轨系统或有轨与
公路混合系统) 

7.9.2 管道输送业务
7.9.3 空运业 
7.9.4 海运业务
7.9.5 渡轮业务
7.9.6 拖轮业务

条件
1. 必须获得有关部门的同意
2. 航空运输，从制造日期至申请投

资优惠日期飞机年龄不得超过 
14 年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7.10 先进的商品集散中心
(Distribution Center)

条件
1. 必须是先进的商品集散中心，全

电脑控制发货系统，并得到投资
委的认可

2. 接受存放已缴税或获优惠权益的
进口商品，如：按投资促进措施
获减免进口税或海关厅厅长规定
的其他物品

优惠权益
按所在区获得机械设备进口税的优
惠权益

7.11 先进的国际贸易集散中心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Center - IDC)

条件
1. 必须是向客户提供运输/发送、

储存、包装及仓储管理服务的国
际贸易集散中心

2. 货物发运覆盖不少于五个国家
3. 必须具备先进的储放及搬运设备
4. 必须备有投资委认可的在线货

物追踪系统(online track & 
trace)及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系
统的仓储控管系统

5. 必须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可
优惠权益
1. 无论设在何区，均获免缴机械设

备进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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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设于物流产业园内，可获免缴 
8 年法人所得税，若设于物流产
业园外，无论设在何区，获免繳 
5 年法人所得税由国内运输、通
关服务货船或者飞机订仓位等所
得收入不属于免缴法人所得税范
围内

3.设于物流产业园外之项目，若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之内申请投
资优惠权益，无论设在何区获免
缴八年法人所得税  

7.12 国际产品及零配件采购中心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Office - IPO)

条件
1. 必须具备或租用仓库，具备仓库

电脑管理系统
2. 必须具备商品的采购、质检及包

装环节
3. 必须从多处采购商品，至少要在

国内有采购地
4. 注册资本不低于一千万泰铢
优惠权益
1.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机械设备

进口税
2. 获投资谕令中第 36(1) 和 36(2) 

项规定的优惠权益  

7.13 地区营运总部业务(Regional 
Operating Headquarters - 
ROH)

条件
1. 负责监管驻外国至少三个国家的

分支机构或集团内的驻外国公司
2. 注册资金不低于一千万泰铢
3. 允许外商持大股或全部股份
4. 必须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准许
5. 必须具备投资委认可的业务计划

和经营范围如下：
5.1 管理、筹划和协调业务
5.2 寻找原料和配件
5.3 产品研发
5.4 技术协助
5.5 市场与销售拓展
5.6 区域人力资源管理及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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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财务金融指导
5.8 经济与投资的分析及研究
5.9 处理及控制信贷
5.10 投资委认可的其它协助服务

优惠权益
1. 研发及培训使用的机械获免缴进

口税
2. 不能获得税务上的优惠权益

7.14 国际贸易业务 条件
1. 泰方持股必须不低于注册资本的 

51%
2. 必须获得国际贸易业务促进委员

会的批准
优惠权益
1. 无论设在何区均可获免缴机械设

备进口税
2. 获投资谕令中第 36(1) 和 36(2) 

项规定的优惠权益
3. 获得国际贸易业务促进委员会同

意及认可的法人所得税获免期
4. 根据规定及经营业绩

(Performance)，提供各种财务
的支持

7.15 协助投资与贸易的业务 条件
1. 必须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可
2  每年的经营费用不低于一千万泰铢
3. 必须具备投资委认可的经营计划

和经营范围如下：
3.1 管理和/或给予集团内公司

提供服务。包括给予集团内
公司寻找或提供办公楼租赁
或厂房租赁业务

3.2 为企业提供咨询，但不包括
证券买卖及外汇交易。而财
会、法律、广告、建筑设计
和工程方面的咨询业务，在
向投资委申请前必须获得公
司注册处或有关部门的经营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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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为购销商品提供信息服务
3.4 工程及技术服务，但不包括

建筑设计及建筑工程
3.5 为未按 7.21 项申请投资优

惠的商品提供检验及开具产
品标准和服务标准证书。

3.6 商品出口业务
3.7 与机器、机械、工具及设备

有关的业务，如：
(1) 经营进口产品的批发

业务
(2) 培训服务
(3) 安装、保养和修理
(4) 未按 7.22 项申请投

资的标准校准测量业
务

3.8 未申请投资优惠的电脑软件
开发业务

3.9 国内生产的商品批发业务
优惠权益
不能获得税务方面的优惠权益

7.16 国际业务流程外包服务业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 
IBPO)

条件
必须通过通讯网络提供各项服务，
如：管理服务、财务与会计服务、
人才资源服务、销售与市场管理服
务、客户服务、国际呼叫中心及数
据处理等
优惠权益
只能获得非税务的优惠权益

7.17 能源服务管理机构 (Energy 
Service Company-ESCO)

条件
申请投资优惠权益前须获得能源部
的批准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CHAPTER

2

77

给
予
投
资
优
惠
权
益
的
行
业
类
别

种类 条件与优惠

7.18 人才资源开发业务
7.18.1 学校或职业技能培训

中心
7.18.2 国际学校
7.18.3 旅馆、酒店专业学校
7.18.4 商业航海人员的培训

学校

条件
1. 必须具备投资委规定的业务范

围，如下：
1.1 具有教育或培训各种职业的

技术，包括设计培训中心
1.2 与酒店专业有关的酒店培训

学校，并且上述专业的学生
占全部学生 50％ 以上

1.3 商业航海人员的培训学校，
培训有关商业航海专业，并
且上述专业的学生占全部学
生 50％ 以上

1.4 必须有器材、设备、操作室
及其他必须品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7.19 生物科技业务
7.19.1 利用生物科技在种子

动物品种改良业务
7.19.2 利用生物科技在医药

的生产、研究及开发
方面

7.19.3 医疗、农业、食品及
其环境的分析及检测
工具的生产、研究及
开发业务

7.19.4 通过利用微生物细
胞、植物与动物细胞
做生物活性物、生物
分子物的生产、研究
及开发业务

7.19.5 生物分子实验或测试
使用的原材料和/或
必须材料的生产

7.19.6 生物物质的分析和/
或提炼的综合服务

条件
必须使用国家科技发展办公厅或泰
国生物科技中心认可的先进生物 
技术
优惠权益
1.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

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2. 设在科学技术园区内的项目，法

人所得税免缴期期满后，可再获
免缴此税项 50％，为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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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研究、开发业务 条件
1. 必须具备投资委规定的业务范围

如下：
1.1 基础研究，指对自然现象

及对事实的基础上，从理论
上或操作运行上的研究工作
中，寻找新的知识，而非为
应用而进行的研究

1.2 应用研究，指有目的地进行
专门用途的研究，以获得新
的知识

1.3 实际操作性研发，指从研究
和/或经验所得的知识来进
行系统化的工作。上述业务
的目标是生产新产品材料、
新产品及创新产品，包括安
装新系统流程、新服务或从
根本上改良原有产品

1.4 必须提供有关研发的具体范
畴、项目研发人员数量及学
历、经验等

优惠权益
1.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

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2. 获优惠权益的投资项目，销售所

得以及提供服务所得，其成果无
论是直接经营所得还是进行商业
化生产，也无论是自我生产还是
由他人分包生产，其收入所得均
算是获优惠权益项目的收入

7.21 科学实验服务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7.22 标准校准测量服务 
(Calibration)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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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产品设计服务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7.24 设计中心业务   
(Design Center)

条件
1. 业务范围须具备主业务所需的场

地与便利设施如下：
1.1 生活时尚中心 (Lifestyle 

Center)：设计师通过选拔
和竞选的作品的展示场地，
商品展览场地

1.2 创意空间 (Creative 
Space)：用于产品设计开发
有关的设计资料/知识展示
场地

1.3 设计室 (Design Shop)： 
具备与设计有关的书籍资
料、工具、产品与商品的销
售场地

1.4 商务中心 (Business 
Center)，此场所用于：
(1) 商务、法律、经营、

合资以及买卖合同的
咨询

(2) 在产品开发上给予经
营者提供咨询

(3) 产品开发的资料中心
与图书室的服务

(4) 产品设计、开发的专
门课程安排

(5) 连续性产品开发的国
际性座谈会安排

(6) 产品设计、开发及新
产品推介活动的租赁
服务

1.5 场地面积不低于 3,000 平
方米

1.6 设计图与布局图须获得投资
委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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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配备投资委规定的其它便利
设施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
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7.25 为产品提供消毒服务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的规定获得优惠
权益

7.26 污水处理、工业垃圾或有毒化
学物品的处理或搬运

条件
必须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同意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7.27 废弃物品的回收利用
7.27.1 废弃物品的分选
7.27.2 废弃物品的回收
7.27.3 废弃物品的再使用 

(Reuse)
7.27.4 废弃物品的再加工利

用(Recycling)
7.27.5 从废弃物品中提取

有价物重新利用 
(Recovery)

条件
1. 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准许
2. 必须设立于获投资优惠权益的工

业区内，除非特殊情况投资委作
专门审核

3. 必须使用国内的废弃物品作原
料，特指分选废弃物品，废弃物
品的回收，再使用 (Reuse), 再加
工利用 (Recycling), 和提取有价
物重新利用 (Recovery), 不包括
使用已处理过的废弃物作原料生
产产品的生产环节

优惠权益
按照特别重视的项目享受优惠权益

7.28 石油产品输送管道的涂层或涂
敷业务

优惠权益
按照 2000 年 8 月 1 日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的规定获得优惠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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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投资优惠申请程序及项目实施
标准 

注：*不包括土地费及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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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理申请

 申请表格及相关文件材料可从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 (BOI) 的海外办事
处或网站取得，投资优惠申请也可以在网上进行递交作业。
 必须向投资委 (BOI) 总部、地方办事处或海外办事处递交两份填写完
整的投资优惠申请表格。
 以下领域的相关项目申请表格须附带泰国自然资源及环境部要求的环
境评估报告。（具体信息请查阅环境影响评估局内自然资源及环境政策规
划办公厅网站：www.onep.go.th/eia）相关项目领域如下：
• 矿业
• 工业区
• 炼油厂
• 天然气分离与加工
• 水泥工业
• 粗糖、白糖和精制糖的生产
• 化肥生产
• 中央废弃物处理工厂
• 商用机场
• 大众运输系统
• 轨道交通系统
• 酒店与度假村（超过八十个房间或4,000平方米）
• 医院

 -  坐落在离河流、海岸、湖泊或海滩五十米以内，三十架或以上的      
病床。

 -  其他地方，六十架或以上的病床。 

 对于某些行业可能需另附文件，同时，投资金额超过 8,000 万泰铢的
项目 (不包括土地和流动资金)，须递交可行性研究报告（请查询第四章节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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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批程序

• 获准之日起的七个工作日内，投资委(BOI)将正式书面通知申请人有关
审批结果、详述条件、权益和投资优惠待遇，同时将附上投资者接受
审批结果而需答复的文件。

•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须将审批结果的答复文件递交给投资委 (BOI)，若
欲再次更改特殊条件及投资优惠待遇，须在该时段立即办理。

• 若申请人在该时段无法递交审批结果的答复文件，须向投资委 (BOI) 
递交一份解释信，之后方可申请延期一个月，最多可延期三次。

3.颁发证书

• 为了领取投资优惠待遇证书，申请人须在收到审批结果之日算起的六
个月内须成立公司，并递交下列文件：
 - 领取投资优惠待遇证书的申请文件；
 - 公司章程；
 - 营业执照；
 - 须注明注册资金，董事名单和总公司地址；
 - 股东名册及其国籍；
 - 外资汇入文件，或泰国央行出具的来自海外的投资资金汇入证明   
(不少于总注册资金的25%)；

 - 合资企业合同，许可证使用协议，技术援助合同和技术转让合同   
(若有)；

 - 公共设施及人力需求表。
• 若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限内未上交相关文件，须向投资委 (BOI) 递交一

封解释信，之后方可申请一次四个月的延期，最多可延期三次。
• 收到相关文件后，投资委 (BOI) 将颁发投资优惠证书，阐述获投资优

惠待遇的企业必须遵守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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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实施

 取得投资优惠证书后，获批准的公司须按条件执行并通知投资委如下
事项：
• 自颁发证书之日起的六个月内，获批准的公司须启动工厂建设和机械

购买等事项（F PM BL 01表）。
• 自颁发证书之日起的三十个月内，享受投资委 (BOI) 进口税减免待遇

的机械及设备进口完毕。
• 自颁发证书之日起的三十六个月内，项目建设作业完毕，机械及设备

须安装完毕，并且工厂开始运营 (F PM OP 01表)。
• 获批准的公司若办公地点有任何变更须及时通知投资委 (BOI)，以便

投资委(BOI)可将文件或公告发至正确的地点。
• 获批准的公司的任何变更，如工厂搬迁等须向投资委 (BOI) 报告申请

许可。
• 若获批准的公司需停工超过两个月的时间，须得到投资委 (BOI)的书

面批准。
• 若检查人员发现获批准的公司没有达到规定的条件，投资委(BOI) 将

发出一份官方正式通知。若获批准的公司没有充足的理由解释未达到
要求的原因，投资委 (BOI) 将考虑收回投资优惠证书，并通知财政部
及其他相关部门。

投资优惠证书中规定的须执行的事项
注：时间自投资优惠证书颁发之日开始。

70 

颁发 
证书   6 个月 12 个月  24 个月  30 个月  36 个月 
   
 
 项目完全投产期满 

汇报项目进度 

机械进口期满 

汇报项目进度 

汇报项目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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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正式完全投产后，获批准的公司每年七月三十一日须递交F PM OP 
10表（年度报告），同时，获批准的公司须继续按投资优惠证书规定的条
件执行。F PM OP 10表内容如下：

 - 投资总值；
 - 项目地点；
 - 注册资本/泰股比例；
 - 产品/服务和最大生产能力；
 - 生产流程；
 - 项目机械；
 - 按要求获得的ISO 证书。

5.投资委（BOI）的激励政策

• 根据1977年颁发的《投资促进法》中的第24-36条享受优惠与权益。
该法案在1991年进行第一次修订，于2001年进行第二次修订。（欲
知更多信息，请查阅www.boi.go.th/english/download/boi_forms/
proact_eng.pdf）

• 投资委(BOI)根据第1/2553条规定制定文件和流程表。
• 相关申请表格可从投资委(BOI)网站中下载：www.boi.go.th/english/

services/boi_forms.asp

5.1 签证及工作许可证

优惠与权益 

第24条 允许外籍人士进入泰国从事投资商机调研等有利于泰国投资的
活动。
第25条和第26条 允许引进外籍专家及技术人员来泰从事投资优惠项目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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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条

• 允许外籍人士申请进入泰国进行投资商机调研、可行性研究等有利于
投资泰国的活动，但不允许携带家属。

• 进入泰国之前，申请人须获得由泰国大使馆或泰国领事馆签发的九十
天非移民B类签证，并向一站式签证及工作证服务中心递交文件，包括
姓名、国籍、专业证书和商务类别等详细信息。

• 到达泰国后，外籍人士须联系一站式签证及工作证服务中心并申请在
泰停留许可。

• 外籍人士若在没有获得非移民B类签证的情况下进入泰国，须立即联系
一站式签证及工作证服务中心并申请在泰停留许可，在泰停留时间一
次不可超过六个月。 

第25条和第26条

• 获批准的公司在向投资委 (BOI) 区域办事处或一站式签证及工作证服
务中心提出申请后，可引进外籍专家及技术人员，并可携带家属。来
泰工作的外籍人士不可从事其他工作。

• 来泰之前，外籍专家及技术人员及其家属须获得由泰国大使馆或泰国
领事馆签发的九十天非移民B类签证。进入泰国后须向投资委 (BOI) 
或一站式签证及工作证服务中心进行再次确认审批。

• 签证获得批准后，外籍专家及技术人员及其家属须在三十日内，向相
关政府机构或一站式签证及工作证服务中心递交护照及投资委 (BOI) 
的许可文件。

• 若外籍专家及技术人员欲延长签证，须在签证到期之日起的一个月之
内递交申请。若获批准的公司欲更换新的外籍人士，则须再次完成上
述程序。

• 若外籍专家及技术人员及其家属想离开泰国去他国渡假，须向投资委 
(BOI) 区域经济办事处或一站式签证及工作证服务中心申请再入境签
证，否则原签证将失效。

• 获批准的公司欲终止引进的外籍人士的签证，须在签证到期之日前或
后十五天内通知投资委 (BOI)。

• 获批准的公司须在投资委(BOI)规定的时限内对泰籍员工进行培训，
以代替外籍专家及技术人员的工作。获批准的公司还须根据投资委 
(BOI) 的要求，将外籍人士对泰籍员工培训的细节整理上报至投资委 
(B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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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站式签证及工作证服务中心地址：泰国曼谷市帕统琬区帕亚泰
路319号展竺里大厦第十八层。
邮编：10330   电话：+662-209-1100 转1163-1176 
传真：+662-209-1194 邮址：visawork@boi.go.th

5.2 土地所有权

优惠与权益 

第27条 外籍人士可拥有泰国土地所有权。

第27条

• 若获批准的公司内外籍人士拥有50%及以上的股份，可向投资委 (BOI) 
递交包括土地规划、建设计划和地契复印件在内的申请表，申请拥有
土地所有权。且该土地只可用于投资委审批通过的项目。

• 投资委 (BOI) 批准所需的土地后，将向申请者发出一份文件。若该土
地在曼谷，投资委 (BOI) 将通知土地规划局，若该土地在外府，则会
通知该府的府尹。

• 获批准的公司收到批准文件后，须向土地所在地的土地规划部门出示
该文件以办理取得土地所有权。

• 若投资委 (BOI) 终止了该项投资优惠项目，该土地须在一年之内销售
出去。若获批准的公司将投资优惠项目转交给外资占大股的公司，须
事先取得投资委 (BOI) 的许可方可办理转让手续。

5.3 机械的优惠权益

优惠与权益

第28条 免缴机械进口税。
第29条 削减机械进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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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机械” 

 机械是推动项目发展的必需品，也是建设工厂的必需品，包括组
件、零部件、设备、工具、器材、工厂组装预制成分、钻模、夹具、
模型、冲模和配件等

总纲

• 获批准的公司只在投资优惠证书规定的时限内可享受机械进口税减免
的优惠。

• 可享受进口税减免待遇的机械须为在泰无法生产的机械，具体信息请
查阅投资委 (BOI) 第46/2534号公告。

• 曾在泰国工业园区管理局的普通工业区和免税区使用的机械，则被定
义为本地机械，不可用于投资优惠项目。

进口程序

1. 投资委 (BOI) 批准的机械总清单

• 用于投资优惠项目的机械不可于投资优惠申请表递交前购买。
• 项目获得批准后，该公司须借助电子机械管理系统，完成一份机械总

清单。获批准的公司还须向投资者协会申请电子机械管理系统的使用
帐号。 

2. 通过投资者协会办理机械进口文件

• 机械总清单通过审批后，由投资者协会通过电子机械管理系统对每批
进口机械审核放行，审核过程不超过三个小时。

• 欲知更多电子机械管理系统信息，请联系投资者协会：

电话：02 936 1429转202，201 传真：02 936 1441-2
邮址：cus_service@ic.or.th  网址：www.ic.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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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进口条件

• 投资优惠项目鼓励使用新机械。当地采购的旧机械不可用于投资优惠
项目，而进口的旧机械则可用于投资优惠项目。若旧机械使用年份自
制造之日起，至投资优惠申请表递交之日内不超过十年，且拥有可信
赖的机构提供的有效合格证书等文件，方可进口用于投资优惠项目。

• 若旧机械使用年份超过了十年，在旧机械被修复到功能完整而齐全的
条件下，仍可享受进口优惠待遇。同时，该机械需要得到可信赖的机
构提供的有效证书，并将之递交投资委 (BOI) 审批。获批准的公司须
及时向投资委 (BOI) 递交申请表或项目修订申请表。

银行担保

 若获批准的公司欲在向投资委 (BOI) 递交批准答复结果或获得投
资优惠证书之后，但未通过机械总清单批准前进口机械，须使用银行
担保代替支付进口税。

其他用途

 享受进口税减免待遇的机械只可用于投资优惠项目，获批准的公
司须在机械抵押、租赁、销售、转移或捐赠之前获得投资委 (BOI) 的
书面许可。若该机械欲用于其他用途，仍需获得投资委 (BOI) 的许
可。

投资优惠待遇的延期

 通常，机械进口期限为自投资优惠证书发布之日算起的三十个月
内进口完毕，每次延期期限最长可达一年，但总次数不得超过三次。
若延期申请获得批准，完全投产期限将自动获得一年延期。 

投资优惠待遇的撤销

 若投资委 (BOI) 在投资优惠项目实施的五年内撤销获批准公司的
投资优惠待遇，或获得投资优惠待遇项目的公司在五年内自行取消该
项目，该公司须向海关缴纳进口税、增值税、罚金和追加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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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原材料及必备材料的优惠

优惠与权益

第36（1）条 用于生产出口产品所需进口的原材料及必备材料免缴进
口税。
第36（2）条 免缴再出口所需产品的进口关税。
第30条 泰国国内销售的产品所使用的进口原材料及必备材料免缴进口
税。
 - 地处第三区（削减 75%）。
 - 因不合理的进口税结构所造成的关税负担给予保护，如制成品进口
税低于原材料进口税（最高可削减 90%）。

自投资委 (BOI) 批准投资优惠申请之日起该优惠即告生效。

定义:

“原材料”

 用于生产、组装或混合制成品的材料，包括包装材料及加工过程
中形状发生变化的材料。

“必备材料”

 用于生产、包装和装配程序完成后确保效能、质量和标准，或用
于减少损耗和提高效率的必不可缺的材料。

“最高库存量”

 用于生产的原材料和必备材料库存清单及数量，须依照理论生产
配方和投资优惠证书中阐述的总生产能力为基础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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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条

进口程序

1. 投资委 (BOI) 审批的原材料清单及数量 

• 进口原材料清单需包涵名称、单位、数量。若欲进口机械则须附上机
械进口放行文件和出口报关单的复印件，若欲使用泰国国产机械须递
交机械购买发票。这些原材料的许可清单及数量将记入最高库存量
内。

 第36条内规定的最高库存量须依照理论生产配方和六个月的生产
能力为基础进行计算。该材料制造的制成品出口后，获批准的公司须
递交出口报关文件 (若是直接出口企业，则使用出口报关文件；若是间
接出口企业，则使用直接出口企业（客户）的核销单据来调整最高库
存。但是上述两类企业必须都是获BOI投资优惠待遇的企业)，并调整
最高库存量内的原材料数量。
  
2. 投资者协会的原材料进口放行许可

• 获批准的公司须接受投资者协会关于的原材料管理系统及操作程序的
培训。

• 原材料进口数据（分批）须通过原材料管理系统递交给投资者协会。
• 投资者协会将会在三个小时内完成海关放行所需的文件。
• 欲知更多原材料管理系统信息，请联系投资者协会：

 电话：02 639 1429-202，201 传真：02 936 1441-2
 邮址：cus_service@ic.or.th 网址：www.ic.or.th

3. 投资委 (BOI) 生产配方的许可

• 实际的生产配方须包含原材料的实际使用数量和生产过程中的损耗率, 
并须在产品出口前递交给投资委 (BOI)。

• 须递交原材料图案及清单 或产品蓝图。
• 每个制成品只有一种配方。
• 若更改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清单或生产所需的数量，可对最高库存量

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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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者协会的最高库存量的调整

• 制成品出口后的六个月内须将原材料使用的数量从最高库存量中扣
除。

• 在调整库存量时，若是直接出口企业，则使用出口报关文件；若是间
接出口企业，则使用直接出口企业（客户）的核销单据来调整最高库
存。但是上述两类企业必须都是获BOI投资优惠待遇的企业。

• 自2011年开始，电子原材料管理系统将代替原材料管理系统。该新系
统可使获批准的公司通过网络及时方便地申报享受原材料进口税减免
的投资优惠待遇。

• 若第36条的投资优惠期已满。获批准的公司须在一年内将剩余的享受
投资优惠待遇的原材料用于生产并把产品出口，清空库存。 

原材料进口税的退税

 若获批准的公司欲在投资优惠项目获批后，但未通过原材料清单
审批之前进口原材料，可先支付关税再进行退税作业。

银行担保

 在等待投资优惠证书、原材料清单许可证、进口税免缴、许可
文件的更新和生产流程的修订等文件颁发期间，可使用银行担保，同
时，在最高库存量临时性饱和时亦可使用银行担保。银行担保时限不
可超过一年。

制成品的国内销售

 若获批准的公司欲将因出口而获免税的原材料生产的制成品在泰
国内销，须在以出厂价卖出产品之前向海关补齐进口税。

为维修后再出口而进口的制成品

 获批准的公司在一些产品出口后产生缺陷的情况下，可再次将该
类产品进口回国并在维修之后再次出口。但是，该产品的进口最高库
存量不得超过总生产能力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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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原材料的退还

 若获免缴进口税的原材料有缺陷或过量，获批准的企业可将其退
还给海外公司并无需支付关税。否则须向海关部门缴纳进口税、增值
税、罚金和附加罚款。

库存的转让

 获批准的公司可相互间转让库存，但须遵守投资促进法第36 (1) 
条规定。

原材料的损耗

 原材料的损耗可归纳为两种情况：可预见与非可预见。可预见性
损耗指由生产过程中的自然损耗造成，而非预见性损耗可能由次品率
等无法预见的事件造成。所损耗的原材料可根据投资委 (BOI) 的规定
进行销毁、出口和捐赠。

原材料进口税免缴期限的延续

 获批准的公司可在原材料进口税免税期限到期的两个月前递交续
期申请表，否则，该公司须在期满后的六个月内续期但必须先支付进
口税，续期获准后再办理退税。每次续期申请期限不得超过两年。

投资优惠待遇的撤销

 若投资委 (BOI) 撤销获批准公司的投资优惠待遇或公司自行取消
其投资项目，该公司须在一年内出口已进口的原材料并调整原材料进
口数据。此外，该公司还将可能根据海关规定缴纳进口税、增值税、
罚金和附加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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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条
 
进口程序 

一些程序可能与第36条内容相悖。

1. 投资委 (BOI) 原材料清单及数量的审批

• 进口的原材料须为泰国无法生产的产品。
• 须在进口前的两个月内（每年）递交包括原材料规格在内的原材料进

口清单。
• 原材料清单审批时须递交机械总清单作为原材料清单的证明文件。
• 最高库存量须依照理论生产配方和一年总生产能力为基础进行计算。

2. 向投资者协会办理原材料进口的许可  

3. 投资委 (BOI) 生产配方的许可
 

• 实际的生产配方须包含原材料的实际使用数量和生产过程中的损耗
率，在产品出口前递交给投资委 (BOI) 审查。

• 须递交原材料图案及清单或产品蓝图。
• 每个制成品只有一种配方。
• 若更改生产配方中的原材料清单和数量，须根据其改动同时修改最高

库存量。

4. 投资者协会的最高库存量的调整

• 第30条中提到的进口原材料须用于生产，且获批准的公司须在每年进
口期结束后的一个月内总结原材料的使用量并修改库存。剩余的原材
料可按照第30条中的规定在获批准的公司投资优惠期未满的前提下，
留存到下一年度使用。

• 剩余库存须与国内销售发票计算出来的数据保持一致。
• 若第30条中的投资优惠政策到期，获批准的公司须在六个月内将剩余

的进口原材料制成产品并清空库存。若六个月后仍有剩余，获批准的
公司须根据海关的规定缴纳进口税、增值税、罚金和附加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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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进口税免缴期限的延续

 获批准的公司可在原材料进口税到期的两个月前递交续期申请
表。该申请适用于投资第三区，每次申请期限只可为一年，总期限不
得超过五年。

电子原材料管理系统

 自2011年开始，电子原材料管理系统将代替原材料管理系统。该
新系统可使获批准的公司通过网络及时方便地申报享受原材料进口税
减免的投资优惠待遇。
 上述所有与投资优惠项目有关的行为须获得投资委 (BOI) 的许
可方可实施，欲知更多信息，请联系投资委 (BOI) 办公厅。

5.5 公司所得税的投资优惠待遇

优惠与权益

公司所得税减免政策

第31条 公司所得税减免三至八年及免税期满后亏损部分可获补扣。
第35（1）条 第31条规定的投资优惠待遇期满后再获五年公司所得税
减半。

特定费用的额外减免

第35（2）条 运输和水电费用可十年双倍扣除。
第35（3）条 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安装费用的 25% 可从净利润中扣除。

其他

第34条 第31条规定的投资优惠期内分红收入获免缴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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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获批准的企业须在每个会计期满后的一百二十天内递交公司所得
税减免报表和注册审计员编写的年度经营报告。投资委 (BOI) 将签发
一份书面证明，并在获批准的公司办理申请退税的情况下转交税务部
门。

注意事项

• 获批准的公司在未递交申请报表或投资委 (BOI) 未签发书面证明的情
况下，不能享受公司所得税减免待遇。

• 投资金额（不包括土地及流动资金）不得少于投资优惠证书规定的金
额。

• 获批准的公司若持有多份投资优惠证书，只需递交一份申请表申请享
受公司所得税的投资优惠待遇。

• 若获批准的公司亏损或赢利但还不想使用公司所得税的减免待遇，则
无需递交该申请。

• 若产品的生产过程和其副产品（垃圾等）经检验后合格，则可享受公
司所得税减免的投资优惠。

• 新的投资项目或工厂搬迁的项目投资总值（不包括土地和流动资金）
不少于 1,000 万泰铢，须在项目完全投产后的两年内取得 ISO9000、 
ISO14000 或相应的国际标准证书，否则，公司所得税的免税期将被削
减一年。

• 公司所得税减免额根据完全投产时的实际投资金额（不包括土地和流
动资金）而定。

6.项目完全投产

 项目完全投产文件是为确保投资优惠项目是否在符合投资优惠证书的
所有条件下执行，签发项目完全投产文件需要如下文件：

1)  流程图及机械分布表（F PM OP 01表）；
2) 股东名单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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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财务报表复印件；

4) 公司营业执照；
5) 项目的工厂许可证或相关许可证复印件；
6) 公司所得税减免税优惠若有上限规定，将根据项目完全投产时调 
 整投资金额，所需文件如下：

 - 公司所得税退税证明复印件
 - 依照投资委 (BOI) 第 1/2545 条规定的项目资产清单
 - 资产登记证明文件

项目完全投产申请指南

• 项目完全投产时至少要达到投资优惠政策的最低金额标准，同时，该
项目须保持生产、服务、设施和安全达到投资委 (BOI)规定的其他标
准。

• 公司的完全投产日指所有条件符合要求或公司已递交办理完全投产文
件。投产日期不可晚于投资优惠证书内规定的期限。

• 新投资项目或工厂搬迁项目的投资总值（不包括土地和流动资金）不
少于 1,000 万泰铢的项目，须在项目完全投产后的两年内取得 ISO9000、 
ISO14000 或相应的国际标准证书。

项目完全投产的延期

• 若机械进口期限延期，项目完全投产日期则可自动延期一年。
• 若获批准的公司的项目完全投产时间需要延期，只可延期一次，期限

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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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投资促进委员会公告
(Unofficial  Translation)  

Board  of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No.  1/2550  

Subject:  Measure  to  Promot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Industrial  Sector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  
For  the  purpose  of  enhancing  the  industrial  sector’s  competitiveness,  by  means  

of    strengthening  its  knowledge  base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encouraging  joint  
effort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  creating  new  innovations  through  
foster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industrial  sector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  

By  virtue  of  Section  16,  Paragraph  2,  of  the  Investment  Promotion  Act  B.E.  2520,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hereby  announces  the  following  criteria  and  conditions  for  
granting  promotional  privileges  t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joint  projects  between  the  
industrial  sector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1. An  eligible  project  must  already  be  in  operation  regardless  of  whether  or  not  

it  has  received  promotional  privileges.  
2. An  eligible  project  must  be  within  a  target  industry,  activity  or  technology  

specified  by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3. An  eligible  activity  must  belong  to  a  category  announced  as  being  qualified  

for  promotion  by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4. Projects  currently  receiving  investment  promotion  privileges  may  apply  for  

promotion  under  this  measure  only  after  their  current  corporate  income  tax  
exemption  or  reduction  period  has  expired.      

5. Not  less  that  51%  of  the  registered  capital  must  be  Thai  shares.  
6.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undertakings  must  be  carried  out  jointly  with  a  

research  institute  or  an  academic  institution  approved  by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riteria  and  methods  specified  by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7. An  application  for  promotion  must  be  submitted  under  the  existing  activity,  
and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l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riteria  and  methods  specified  by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8. No  claim  may  be  made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ses  if  those  
deductions  are  allowed  by  the  Revenue  Department.    

9. Corporate  income  tax  is  exempted  on  the  revenue  generated  by  the  
promoted  activities,  with  the  exemption  duration  commencing  on  the  date  
revenue  is  generated  after  the  promotion  certificate  has  been  received.  

10. To  exercise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exemption  right,  evidence  certified  by  
the  partn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or  academic  institution  must  be  produced.    

  
Rights  and  benefits:  
1. Exemption  of  import  duties  on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us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2. Three-‐year  exemption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on  70%  of  the  investment  

value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sts  not  exceeding  10  million  baht  
  
    
Effective  from  1  February  2007  onwards  
                        Announced  on  9  April  2007  
                 
                      
                     (Mr.  Kosit  Panpiemras)    
                     Deputy  Prime  Minister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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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official Translation) 
Board of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No. 3/2549 
Additional Rights and Privileges for Investment to Develop  

Skill, Technology & Innovation – STI 
…………………………………………………………  

To encourage the industrial sector to inve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kill, Technology & Innovation – 
STI, by virtue of Section 16 and Paragraph 2 of Section 31 of the Investment Promotion Act B.E. 2520, as 
amended by the Investment Promotion Act No. 3 B.E. 2544,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hereby declares the 
following: 

1. The activities in the attachment of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No. 2/2543; dated 
August 1, 2000, shall be classified as Activities with Special Importance and Benefit to the 
Kingdom if there are investments or expenses to develop Skill, Technology & Innovation, as 
prescribed in 1.1.1 – 1.1.3 by the Office of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All activities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following Rights and Privileges: 

1.1 Corporate Income Tax exemption in addition to those received on the basis of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No. 1/2543 and 2/2543; however, the total 
duration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exemption shall not exceed 8 years, as follows: 

1.1.1 One additional year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exemption will be granted if 
there are investments or expenditure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 design, 
in advance technology training, or supporting an educational or research 
institution, on the condition that such investments or expenditures are not 
less than 1% of the revenue from the investment project in the first 3 years, 
or not less than 150 million Baht, whichever is greater 

1.1.2 Two additional years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exemption will be granted if 
there are investments or expenditure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 design, 
in advance technology training, or supporting an educational or research 
institution, on the condition that such investments or expenditures are not 
less than 2% of the revenue from the investment project in the first 3 years, 
or not less than 300 million Baht, whichever is greater    

1.1.3 Three additional years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exemption will be granted 
if there are investments or expenditure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 
design, in advance technology training, or supporting an educational or 
research institution, on the condition that such investments or expenditures 
are not less than 3% of the revenue from the investment project in the first 3 
years, or not less than 450 million Baht, whichever is greater 

  1.2 Exemption of Import Duty on machinery for all zones 

2. Investments or expenditures by the promoted person to develop Skill, Technology & Innovation 
can be made throughout the duration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exemption 

3. The promoted person shall apply for the aforementioned rights and privileges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prescribed by the Office of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4. This Announcement is effective for all applications for Investment Promotion submitted from 
December 8, 2005 thereafter 

5. A promoted investment project that has not yet generated revenue may apply for the 
aforementioned rights and privileges 

 
 
Effective December 8, 2005 
Announced March 20, 2006 
 

(Somkid Jatusripitak) 
             Acting Chairman of th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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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official Translation) 
Board of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No. 3/2550 
Environmental Problem-Solving Measures  

…………………………………………………………  
 

As it is deemed appropriate to promote and stimulate factories to give priority to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by virtue of section 16 of the Investment Promotion Act of B.E. 2520,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hereby announces incentive criteria for companies that carry out measures to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s follows: 

1. Conditions  
1.1 Applicants must comply with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riteria and 

conditions as specified by the government with pollutant values less than the 
legal control rate and must be in the following industries : 
- oil refinery  
- natural gas separation 
- power generation 
- chemicals and petrochemicals  
- minerals and base metals  

1.2 Projects must already be operational, whether or not promoted by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2. Incentives  

- Promoted projects will be granted exemption from import duty on 
machinery for machinery improvement to reduce their environmental 
impact.  

- Promoted projects will be granted a 3-year corporate income tax exemption 
on the revenue of existing projects, accounting for 70% of the investment 
value of the improvement excluding cost of land and working capital.  

- The corporate tax exemption period will be counted from the date of income 
derivation after the issuance of investment promotion certificate onwards.  

 
3. Projects must reduce their environmental impact according to criteria and methods 

specified by the Office of Board of Investment.  
 
4. Applicants must submit the promotion application including a plan to reduce 

environmental impact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and methods specified by the Office 
of Board of Investment by December 31, 2009 and complete the improvements by 
March 31, 2011. In case the improvements cannot be completed within the 
specified date, the Office of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is authorized to extend the 
timeframe as deemed appropriate.  

 
 
Effective from March 29, 2007 onwards 
    Announced on September 14, 2007 
 
 
     
      (Mr. Kosit Panpiamras) 
       Deputy Prime Minister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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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official Translation) 
Explanatory Notes for Application for Additional Rights and Privileges for Investment  in Development 

of Skills, Technology & Innovation (STI) 
…………………………………………………………  

This announcement supersedes and replaces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dated May 27, 2004, and is 
consistent with Board of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3/2549 dated March 20, 2006 on the provision of 
Additional Rights and Privileges for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Skills,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1. Procedures for Obtaining Additional Rights and Privileges 

 
1.1 Applicants for additional rights and privileges must submit the form, ‘Application for Additional 
Rights and Privileges for Investment in Development of Skills,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is form 
may be submitted along with the Application for Investment Promotion, or at a later time. 
 
1.2 Applications made at a later time must be submitted prior to the generation of revenue from the 
approved project, and the applicant must attach a letter confirming that the project has not yet begun to 
generate revenue.  
 
1.3 I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percentage of investment/expenditures on skills,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s 
compared to sales, only the figures related to the approved project wi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1.4 Any substantial revis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lans, training in advanced technology, or 
support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r research institutes related to the project approved for additional 
rights and privile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kills,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ust be submitted to and 
approved by the Office of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2.  Types and Cost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 Design Covered Under the Additional Rights and  
    Privileges Criteria 
   

2.1 ‘Type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 Design’ include basic and applied industrial research as 
follows:  
 

(1) Research into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ory, or other operations aimed at generating new knowledge 
of economic value or of expanding current knowledge; 
 
(2) Research into developing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basic knowledge;  
 
(3) Development of formulas or designs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4) Experiments to discover or evaluate alternative products, services or processes; 
 
(5)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of prototypes, models, and development kits; 
 
(6) Design of products, processes, services, or systems relating to new technologies or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current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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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evelopment of product prototypes;  

 
(8) Creation of pilot production processes;  
 
(9) Technological processes to correct defects or deficiencies in new products, new production 
processes aris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prototypes, or from the creation of pilot production 
processes; 
 
(10) Industrial engineering work and new mechanical installations directly related to research i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s and processes from prototypes or from pilot processes.  
 
(11) New product design or production processes arising from prototypes and new process 
development; 

 
 
2.2 ‘Expenditures’ consists of  

 
2.2.1 Wages and Salaries  
 

1) ‘Wages and Salaries’ refers to moneys paid to researchers, assistant researchers, technicians, 
staff, laboratory analysts, and/or academic specialists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 
design project, and hired specifically to work on the project; including those trained for work on the 
project whose qualifications do not direct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work.  
 
(2) Costs incurred in the hiring of consultants or specialists other than those hired to demonstrate 
equipment or apparatus;  

 
2.2.2 Costs of equipment and apparatus purchased specifically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 
design project, and not intended for use in other activities; 
  
2.2.3 Cost of renovation or repair of buildings for use as research laboratories; 
 
2.2.4 Expenses incurred in the operation of experimental laboratories; 
 
2.2.5 Costs of raw materials and materials required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 design project; 
 
2.2.6 Training costs; 
 
2.2.7 Implementation costs (not exceeding 30% of the cost of the project before calculating the cost of 
operations and equipment/apparatus)  
 
2.2.8 Cost of outsourcing research (if any); 
  
2.2.9 Cost of required licenses or copyrights for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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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penditures for and Typ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Training Covered Under the Additional Rights  
    and Privileges Criteria  

 
3.1 ‘Costs of Training’ refers to actual costs incurred in the training of Thai personnel, whether it be in-
house training, or training undertaken in-country or abroad (excepting travel or accommodation costs); 
 
3.2 ‘Types of Training’ include any or all of the following:  
 

(1) Training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project approved for STI 
rights and privileges, and not training to conduct regular work functions; 
 
(2) Advanced technology training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pecific industry;  
 
(3) Training aimed at promoting and enabling the rapid transfer of technology to build the capacity of 
Thailand’s private business sector; the knowledge gained must be new knowledge under the applicant’s 
current oper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training must receive approval from the 
Office of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Screening Committee to ensure relevance and importance   
 
(4) Training aimed at enhancing specific technical capacities of Thai personnel and private business in 
each industry in the conduc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 design, or to increase product quality; 
  
(5) Training aimed at preparing Thai personnel in the private business sector to effectively transfer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new technologies or leading domestic or foreign technologies.  

 
The Office of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will review the training plans on a case by case basis to consider their 
relevance to advanced technology training. 
  
4. Expenses in Support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r Research Institutes  
 

Expenses in support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r research institutes refers to the provision of scholarships 
or equipment or apparatus to enable the institution or institute to con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 
undertake other activities to develop capacities in skills,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with the concurrence 
of the Office of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Board of Investment 
February 1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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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促进委员会
关于项目审批附加数据的第 50/2534 号公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符合投资委审批项目原则，投资委办公厅公布了审批所需的附加材料
的规定如下：

 申请优惠权益投资的项目，投资额度超过五亿泰铢 (不包括土地费和流
动资金)，必须上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Feasibility Study），详情见
附页。

1991 年 11 月 1 日公布

  沙塔彭·革威搭侬
  投资促进委员会办公厅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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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投资优惠权益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投资额八千万泰铢至五亿泰铢（不包括土地费和流动资金）的项目

1. 申请投资生产的产品的所需的材料
 - 以往五年的进口数据。
 - 需求数量及将来增长幅度。
 - 主要外销市场及增长趋势。
 -

2. 项目资金方面的合适程度
 - 资金来源，是股东出资还是国内外的贷款，金额多少。
 - 现金流量（Cash Flow）、当前资产总值、投资回报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 - IRR），并注明获免缴法人所得税___年及无获免
缴法人所得税条件下的投资回报率。

投资额五亿泰铢以上（不包括土地费和流动资金）的项目

1. 项目概要
 简要归纳项目，包括申请者、即将生产的产品、投资额、工厂所在
地、员工人数、所需原材料、技术等。

2. 工业概况
2.1 申请投资的产品与下游其它工业的连接，并解释这些工业在国内

和国外的情况。
2.2 申请投资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

2.2.1 国内的需求
 - 以往五年的进口数据。
 - 生产同类产品的其它行业的生产量（若有）。
 - 使用申请投资项目的产品作原料的行业有哪些，数量多
少，将来是否有增加趋势。

 - 需求数量及将来增长幅度。
2.2.2 主要外销市场及这些市场的增长程度

2.3 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能力
 - 没有申请投资优惠权益的生产厂家有多少，生产质量及效率如
何。

 - 获优惠投资权益投资的企业有几家，生产能力多少，是否已使
用最大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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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的合适程度
3.1 投资者

 - 描述泰方及外方投资者的商业经验、在工业方面的经验以及公
司的管理人员、投资各方的投资比例。

 - 与投资方的洽谈已达到何等程度，如处于谈判初期阶段或已经
签订了合作协议。

 - 若无设立新的公司而使用合作方的原有的公司作为合资公司，
该公司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何，在何行业作过投资，公司盈亏情
况及公司财务报表情况 如何。

3.2 资金方面
 - 资金来源，是股东出资还是国内外的贷款，金额如何。
 - 用于购买土地的资金、建筑费、机器及流动资金。
 - 现金流量 (Cash Flow)、当前资产总值、投资回报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并注明是否获免缴法人所得税，若获
免缴此税项，获免多少年。

 - 金融机构给予贷款审批到何等程度，如正处于项目的研究阶段
还是已批准该项目的贷款。

3.3 竞争能力
 - 将要生产的产品以及主要原料的进口税、商业税的合理程度。
 - 生产能力达到 50%、80% 和 100% 时的单位产品生产成本。
 - 同类产品的进口CIF 价（到岸+保险的价格）及进口成本。
 - 在泰国生产该产品的有利之处。
 - 敏感程度的分析，即对项目可行性的影响，找出假设的产品价
格、原料价格、进口税及主要原料的变化的价格。

 - 将来是否可以因与进口产品进行竞争而调整生产效率，而不需
要依赖政府的保护，需用多长时间进行调整。

3.4 技术方面
 - 现有的生产技术有哪些，每项技术有何弱点，国外的企业使用
何种技术，为何该项目使用某种技术。

 - 技术上的协助方是谁，在哪方面进行协助，在使用技术方面有
何限制，技术费用是多少。

 - 生产环节是否足够。
 - 生产能力是否合适，幷与国外已营业的企业进行比较。
 - 原料的来源及供给程度，包括将来在国内生产原料的机会。
 - 设厂地点，选择设厂地点的理由，包括水、电及其它公共设施
的完备程度。

 - 使用何种程度的员工及员工培训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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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对环境的影响
 - 原料、产品或生产的过程是否对环境造成影响。
 - 解决及预防环境污染的措施，包括在实施环保措施中所投入的
机器费用资金 等。

3.6 解释研究及发展的工作计划
 - 调整产品的质量及产品的设计
 - 调整生产效率，包括节省原料及能源
 - 调整生产环节
 - 调整所使用的原材料的质量

4. 对总体经济的影响
4.1 政府因给予投资优惠权益而损失的收入多少

 - 法人所得税
 - 机械的税收
 - 原料的税收

4.2 对总体经济的有利之处
 - 在国内所产生的增值额
 - 节约外汇及引进外汇的净值
 - 增加国内的就业程度
 - 对下游工业的作用

5. 政府给予的协助
5.1 投资时需申请何项优惠权益及必要性。
5.2 需要调整现有的原料和成品的进口税率的程度。
5.3 是否因与国外行业竞争而需要得到特别保护或限制国内的生产厂

家的数量。
5.4 政府的其它方面的协助，如电、水及公用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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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HEAD OFFICES

OFFICE OF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555 Vibhavadi-Rangsit Rd., Chatuchak, 
Bangkok 10900
Tel:  +66 (0) 2553-8111
Fax:  +66 (0) 2553-8222
Website: www.boi.go.th
Email: head@boi.go.th 

ONE START ONE STOP INVESTMENT CENTER 
(OSOS)
18th Floor, Chamchuri Square Building, 
319 Phayathai Rd., Pathumwan, Bangkok 10330
Tel:  +66 (0) 2209-1100
Fax:  +66 (0) 2209-1199
Website: http://osos.boi.go.th 
Email: osos@boi.go.th

ONE STOP SERVICE CENTER FOR VISAS AND 
WORK PERMITS
18th Floor, Chamchuri Square Building, 
319 Phayathai Rd., Pathumwan, Bangkok 10330
Tel:  +66 (0) 2209-1100
Fax:  +66 (0) 2209-1194
Email: visawork@boi.go.th
 
INVESTOR CLUB ASSOCIATION (ICA)
12th and 16th Floor, TP&T Building, 
1 Soi Vibhavadi-Rangsit 19, Vibhavadi-Rangsit Rd., 
Lad Yao, Chatuchak, Bangkok 10900
Tel:  +66 (0) 2936-1429
Fax:  +66 (0) 2936-1441-2
Website: www.ic.or.th 
Email: is-investor@ic.or.th

REGIONAL OFFICES

CHIANG MAI
Regional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enter 1
Airport Business Park 108-110, 90 Mahidol Rd., 
Muang, Chiang Mai 50100
Tel:  +66 (0) 5320-3397-400
Fax:  +66 (0) 5320-3404
Email: chmai@boi.go.th

NAKHON RATCHASIMA
Regional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enter 2
2112/22 Mitraphap Rd., Muang, 
Nakhon Ratchasima 30000
Tel:  +66 (0) 4421-3184-6
Fax:  +66 (0) 4421-3182
Email: korat@boi.go.th

KHONKAEN
Regional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enter 3
177/54 Moo 17, Mitraphap Rd., Muang, 
Khonkaen 40000
Tel:  +66 (0) 4327-1300-2
Fax:  +66 (0) 4327-1303
Email: khonkaen@boi.go.th

CHONBURI 
Regional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enter 4
46 Moo 5, Laem Chabang Industrial Estate,
Sukhumvit Rd., Toongsukhla, Sriracha, Chonburi 20230
Tel:  +66 (0) 3840-4900
Fax:  +66 (0) 3840-4999, +66 (0) 3840-4997
Email: chonburi@boi.go.th 

SONGKHLA
Regional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enter 5
7-15 Chaiyong Building, Juti Uthit 1 Rd., Hadd Yai, 
Songkhla 90110
Tel:  +66 (0) 7434-7161-5
Fax:  +66 (0) 7434-7160
Email: songkhla@boi.go.th

SURAT THANI
Regional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enter 6
49/21-22 Sriwichai Rd., Makhamtia, Muang, 
Surat Thani 84000
Tel:  +66 (0) 7728-4637, +66 (0) 7728-4435
Fax:  +66 (0) 7728-4638
Email: surat@boi.go.th

PHITSANULOK
Regional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enter 7
3rd Floor, Thai Sivarat Building, 59/15 Boromtrilokkanat 
2 Rd., Naimuang, Muang, Phitsanulok 65000
Tel:  +66 (0) 5524-8111
Fax:  +66 (0) 5524-8777
Email: phitsanulok@boi.g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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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OFFICES

BEIJING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Beijing Office
Royal Thai Embassy, No.40 Guang Hua Rd., Beijing 
100600 P.R.C. 
Tel:  +86-10-6532-4510
Fax:  +86-10-6532-1620
Email: beijing@boi.go.th 

FRANKFURT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Frankfurt Office
Royal Thai Embassy, Bethmann Str. 58, 5.OG 60311 
Frankfurt am Mai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el:  +49 (0) 69-9291-230
Fax:  +49 (0) 69-9291-2320
Email: fra@boi.go.th 

GUANGZHOU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Guangzhou Office 
Investment Promotion Section, 
Royal Thai Consulate-General, Room 1216-1218, 
Garden Tower, 368 Huanshi Dong Rd., Guangzhou 
510064 P.R.C 
Tel:  +86-20-8333-8999 ext. 1216-8, 8387-7770
Fax:  +86-20-8387-2700 
Email: guangzhou@boi.go.th 

LOS ANGELES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Los Angeles Office
Royal Thai Consulate-General, 
611 North Larchmont Boulevard, 3rd Floor, 
Los Angeles CA 90004, U.S.A.
Tel:  +1-323-960-1199
Fax:  +1-323-960-1190
Email: boila@boi.go.th 

NEW YORK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New York Office
61 Broadway Avenue, Suite 2810, New York, 
N.Y. 10006, U.S.A.
Tel:  +1-212-422-9009
Fax:  +1-212-422-9119
Email: nyc@boi.go.th

OSAKA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Osaka Office
Royal Thai Consulate-General, 
Bangkok Bank Building, 5th Floor, 1-9-16 Kyutaro-
Machi, Chuo-Ku, Osaka 541-0056 Japan
Tel: +81 (0) 6-6271-1395
Fax: +81 (0) 6-6271-1394
Email: osaka@boi.go.th

PARIS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Paris Office
Ambassade Royale de Thailande, 8, Rue Greuze, 75116 
Paris, France
Tel: +33 (0) 1-5690-2600-1
Fax: +33 (0) 1-5690-2602
Email: par@boi.go.th

SEOUL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Seoul Office
#1804, 18th Floor, Coryo Daeyungak Tower, 
25-5, Chungmuro 1-ga, Jung-gu, Seoul, 
100-706, Korea
Tel: +82-2-319-9998
Fax: +82-2-319-9997
Email: seoul@boi.go.th

SHANGHAI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Shanghai Office
Royal Thai Consulate-General, 15th Floor, 
Crystal Century Tower, 567 Weihai Rd., 
Shanghai 200041, P.R.C
Tel: +86-21-6288-9728-9
Fax: +86-21-6288-9730
Email: shanghai@boi.go.th

STOCKHOLM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Stockholm Office 
Stureplan 4C 4th Floor, 114 35 Stockholm, Sweden 
Tel: +46 (0) 8463 1158, +46 (0) 8463 1172, 
 +46 (0) 8463 1174-75  
Fax: +46 (0) 8463 1160
Email: stockholm@boi.go.th 

SYDNEY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Sydney Office
Suite 101, Level 1, 234 George Street, Sydney, New 
South Wales 2000, Australia
Tel:   +61-2-9252-4884
Fax:  +61-2-9252-2883
Email: sydney@boi.go.th

TAIPEI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Taipei Office
Taipei World Trade Center, 3rd Floor, Room 3E 39-40 
No. 5 Xin-Yi Rd., Sec. 5 Taipei 110, Taiwan R.O.C.
Tel:   +886-2-2345-6663
Fax:  +886-2-2345-9223
Email: taipei@boi.go.th

TOKYO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Tokyo Office
Royal Thai Embassy, 8th Fl., Fukuda Building West, 
2-11-3, Akasaka, Minato-ku, Tokyo 107-0052 Japan
Tel:   +81 (0) 3-3582-1806
Fax:  +81 (0) 3-3589-5176
Email: tyo@boi.g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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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