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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企业及国际投资者税务指南 
 

 

无需担心棘手的税务问题 - 芬兰税务管理局帮助您成功！ 

 

 芬兰税务管理局Startup 团队致力于为初创企业提供单独、实时的专家支持

（更多信息: www.tax.fi/startups）  

 增值税、转让定价、员工激励及股东权益等您感兴趣的问题 

 协助您处理紧急的税务问题，本指南简要介绍芬兰税收基础知识 

 仍有疑问? 请联系我们：startups@vero.fi 或微信号： 

 免费 

 我们建议您聘请一位专业会计师 ，他会帮您解决很多履行纳税义务的实际问题 

 

 

基本信息 

 

 会计和财务报表准则：FAS (《芬兰会计准则》) 及 IFR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上市公司必须采

用） 

 企业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osakeyhtiö，“Oy”）、无限责任公司（avoin yhtiö，“Ay”）、合伙

企业（kommandiittiyhtiö，“Ky”）、合作社（osuuskunta）、个体商户（toiminimi）以及外国公

司分支机构  

 芬兰为企业提供超酷的数字服务平台，包括税务: 您可通过MyTax在线管理大部分税务事宜，更多信

息: www.tax.fi/mytax。 

 税收及税务管理：www.tax.fi 

 请务必每次查询税务相关的最新信息：www.tax.fi 或 startups@vero.fi 

 其他一些顶级的免费公共服务： 

o Business Finland (芬兰国家商务促进局)是一家促进全球增长、创新融资、出口和投资的组

织：www.businessfinland.fi 

o 芬兰投资概况：www.investinfinland.fi/publications 

o 建立企业和/或保护您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www.prh.fi（商业登记及知识产权保护） 

o 赫尔辛基地区工作及定居指南：www.ihhelsinki.fi 

o 芬兰的许多地区和城市都提供软着陆服务、融资渠道、试点平台、商业配对和商业信息等 

（如赫尔辛基地区：www.helsinkibusinesshub.fi 和 https://newcohelsinki.fi/) 

 

 

 

file:///C:/Users/ZHAO_Y/Desktop/Chinesehandbook/www.tax.fi/startups
file:///C:/Users/ZHAO_Y/Desktop/Chinesehandbook/www.tax.fi/mytax
http://www.tax.fi/
http://www.businessfinland.fi/
http://www.investinfinland.fi/publications
https://www.prh.fi/en/index.html
http://www.ihhelsinki.fi/
http://www.helsinkibusinesshub.fi/
https://newcohelsinki.f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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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税收 
 

有限责任公司和其他企业实体的所得税税率：20% 

合伙企业及个体商户（自由职业者）的营业收入分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参见个人税收）。 

 

纳税义务：芬兰居民在全球范围内的收入所得均应纳税。如企业按芬兰法律注册或成立，则该企业属于芬兰

纳税居民。 

 

外国公司在芬兰的纳税义务：主要规则是外国公司如果在芬兰设有常设机构，则有义务在芬兰缴纳所得税。

例如，分支机构或管理地点可构成须缴纳所得税的常设机构。 

 

应纳税所得：企业基于其取得的利润缴纳企业税。当应纳税所得额超过可扣除费用时，企业按利润缴纳所得

税。主要规则是可扣除业务运营产生的费用，例如购买支出、研发费用、折旧、工资及融资费用（集团内的

汇总扣除额存在限制）。如果可扣除费用超过应纳税所得额，则亏损可向后续纳税年度结转。 

 

预付税款：建议纳税人及时预付, 纳税人应按其预估的收益（若有）预付。 

 

针对亏损的税收：亏损可向以后10个纳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 

 

企业集团公司内盈亏互抵：满足法定条件时，企业集团公司内可进行盈利和亏损之间的抵减（盈亏互抵）。 

 

股息：除特别例外，芬兰公司从芬兰或者欧盟/欧洲经济区国家的居民企业收到的股息免税。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是免税的，除非从有限责任公司获得收入时，例如，以工资或股息的形式。分配股息不会对分配股息的

公司造成税务后果（但可能会产生预扣税要求）。 

 

参与免税制度：若出售的股份属于公司固定资产，售出公司拥有至少10%该公司的股份且持股时间满一

年，那么出售股份后获得的资本收益属于免税收入。但此制度不适用于房地产公司、房屋股份公司以及主要

经营房地产所有权的公司。若出售股份获得的资本收益属于免税收入，则在出售过程中产生的资本亏损不可

进行扣除。固定资产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持有的长期使用资产，不包括为立即转售而购买的物品。 

 

国外的所得收入：国外取得的收入可能须在源泉国及芬兰两国纳税，可导致双重征税情况。芬兰税务管理局

在评估芬兰企业所得税时，通常采取税收抵免原则避免双重征税。公司从国外取得的收入在芬兰纳税时可扣

除在国外缴纳的税款，即所谓的税收抵免。芬兰税法规定了最高可抵免限额。超过最高抵免限额的税款可在

后续的五个税务年度内，在最高可抵免限额内就相同类型或相同的源泉国收入所应缴纳的任何税款进行抵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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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税收协定：芬兰签订了广泛的税收协定。目前，芬兰已与70多个国家签订了所得税协定。您可以在 

www.tax.fi 的 Tax treaties 指南中查看芬兰现有的税收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芬兰共和国政府对所

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自2010年11月25日起生效，详见：中国国家税务总局 

 

转让定价：转让定价应遵循公平独立交易原则，即集团企业内部的商业运营应和其他独立企业间的商业运营

遵循同样的市场行情。例如，集团内交易涵盖商品销售、提供服务以及为使用无形资产和融资而支付报酬。

芬兰税务管理局在转让定价方面采用经合组织指南中的规定。 

 

纳税申报及税款支付（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须在会计申报当期最后一个日历月结束后的4个月内

提交纳税申报。建议以电子方式提交纳税申报，使用MyTax在线服务更简便。 

 

纳税年度：企业的财务年度。如果在同一日历年内有两个或多个财务年度截止，为税务事宜应合并这些财务

年度。 

 

 

增值税（VAT） 
 

公司应基于商品和服务的销售额支付增值税。增值税税基是销售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增值税标准税率为

24%。芬兰有两种增值税折减税率: 14%和10%。另有零税率以及对某些商品和服务免征增值税。 

 

增值税率   此税率适用的商品及服务（示例） 

 

24% 标准税率 

14% 食品、餐饮服务 

10% 客运、书籍、住宿以及与运动相关的某些服务 

0% 向其他欧盟成员国销售商品和服务以及出口商品 

 

免征增值税：社会福利、健康和医疗服务、公共教育和类似服务、金融和保险服务 

 

注册为增值税纳税人：在一个申报当期内营业额超过10,000欧元，且所从事业务须缴纳增值税的企业必须

注册为增值税纳税人。企业办理商业注册登记时可一同办理增值税纳税人注册，也可日后办理注册。通知表

格可在www.ytj.fi获取。 

 

增值税的申报及缴纳: 若企业已注册成为增值税纳税人，就必须定期报送增值税申报表。您可通过 MyTax在

线填写申报。您应当使用MyTax在线服务主动计算，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申报当期通常以自然月计算。一

般纳税截止日期为申报期后第二个月的12号。若企业自然年的营业额不超过100 000欧元，则可每三个月申

报一次。若应纳税营业额不超过30 000欧元，可以自然年为单位，一次性申报并缴纳增值税。 

https://www.vero.fi/en/detailed-guidance/guidance/49062/tax_treatie/
http://www.ytj.f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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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当期  

 

应纳税营业额上限  申报当期举例  申报及缴纳税款的截

止日期  

自然月  

 

无营业额上限  

 

2019年1月 2019年3月12日  

日历季度  

 

最多100 000€  2019年1-3月 2019年5月13日*  

 

自然年  

 

最多 30 000€  2018年  2019年2月28日  

 

*因为5月12日是星期日，所以应在下个工作日向税务管理局报送申报表并缴纳税款。  

 

 

增值税计算原则：增值税原则上由最终消费者承担。企业作为增值税的代扣缴人，从营业额中支付增值税，

并扣除与增值税责任业务相关采购中的增值税。下列图表为您简单介绍一例销售中的增值税链以及不同企业

应当申报/缴纳的税额。 

 

 

 

 

 

 

 

 

 

 

 

 

 

 

 

 
在某些情况下可抵扣增值税可能超过应付增值税, 例如公司将产品从芬兰出口到第三国时，在公司的纳税账

户上将收到可抵扣增值税。示例：一家公司在芬兰向芬兰生产商购买产品，可抵扣增值税为100€，然后出

口所有产品至第三国。由于出口税率为零，因此公司的增值税账户上只有可抵扣增值税，即公司会收到退

款。 

 

甲公司 

销售价 = 40€ + 增值税 9.6€ 

进货价 = 0€ + 增值税 0€ 

 

申报及纳税 

 销售增值税 24%, 

9.6€ 

 抵扣增值税 0€ 

 应纳税额及向国家

纳税额 9.6€ 

 

乙公司 

销售价 = 100€ + 增值税 24€ 

进货价 = 40€ + 增值税 9.6€ 

 

丙公司 

销售价 = 200€ + 增值税 48€ 

进货价 = 100€ + 增值税 24€ 

 

申报及纳税 

 销售增值税 24%, 

24€ 

 抵扣增值税 9.6€ 

 应纳税额及向国

家纳税额 14.4€ 

 

申报及纳税 

 销售增值税 24%, 

48€ 

 抵扣增值税 24€ 

 应纳税额及向国家纳

税额 24€ 

 

最终消费者 

 向丙公司支付含

税销售价 248€ 

 无需另外申报或

缴纳增值税 

 销售单据上标注

了增值税额 

 

税务管理局/国家收取 

向国家缴纳的增值税总额为 9.6€ + 14.4€ + 24€ = 48€，等于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支付的增值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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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 
 有固定员工的用人单位应当办理税务管理局的用人单位注册 

 作为雇主，企业有责任从员工工资中扣除预征税及社保费用，并将这些款项缴至税务管理局 

 此外，雇主需要为雇员安排强制性保险合同，包括法律规定的养老保险合同。养老金和保险缴费应

支付给雇主选择的保险公司 

 预征税按照员工税卡或源泉税卡上标注的税率扣除 

 自2019年起，雇主必须在支付薪酬后的五天内向收入登记处报告2019年1月1日之后的支付详情，

阅读更多内容: www.vero.fi/en/incomes-register/ 

 满足特定要求时，用人单位可免税支付与工作相关的差旅费用津贴 

 以现金或其他方式支付的员工福利（包括电话、车辆），都属于员工的应纳税所得 

 如芬兰企业派遣员工出国工作，也有义务向芬兰缴纳用人单位应缴费用 

 外籍雇员来芬兰工作，必须考虑其纳税人身份（例如居住身份） 

 

 

个人所得税 
 

居民纳税人 

 

简要地说，在芬兰居住或者其住宅及家庭在芬兰则属于芬兰的居民纳税人。此外，在芬兰居留超过6个月的

人员也属于居民纳税人。纳税居民有责任在芬兰交纳其在世界各地收入的所得税。 

如果同时还是另一国家的居民纳税人，纳税可能受到税收协定的限制。 

 

薪资所得（例如工资）按照国家累进税原则征收个人所得税，征收地方税以及健康保险金。雇主根据雇员税

卡上的税率从工资中预扣税款。税率计算器（tax.fi/taxcalculator）可用于估算某些收入的税额。此外，雇

主从工资中预扣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约8.25%）。 

 

居住在赫尔辛基的个人纳税示例（2018年） 

年薪  税率  退休金和失业保险金（2018年） 

30.000欧元  13,5%  8,25% 

50.000欧元  22,5 %  8,25% 

100.000欧元  32,5 %  8,25% 

 

资本所得（例如资本收益、股息和租金收入）需按30%的税率纳税，其中超过30,000€的部分税率为34%。 

 

重要外籍雇员来芬兰工作可申请按35%的统一税率（而非累进税制）缴纳所得税。除其他要求外，每月固

定的现金工资至少为5,800欧元。 

 

https://www.vero.fi/en/incomes-register/
http://www.vero.fi/tax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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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纳税人 

 

如居住在国外或者在芬兰居留不超过6个月则属于芬兰的非居民纳税人。非居民纳税人只就其在芬兰取得的

收入向芬兰缴纳所得税。然而，芬兰的税收权利可能受到税收协定的限制。 

 

非居民纳税人的收入（例如工资）须缴纳源泉税（35%）。但是，如果居住的国家是欧盟成员国、挪威、

冰岛、列支敦士登或者是与芬兰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则纳税人可要求按累进制纳税。 

 

资本收入（例如股息）基本上是在源泉国纳税（30%），不过税收协定通常将该税率限定在0-15%。 

 

其他税收 
 

 转让税：主要规则是产权承受人通常应缴纳转让税 1.6%或2%（股份），4%（房地产） 

 财富税：芬兰不征收财富税  

 房地产税：一般房地产税率最高为 2% 

 遗产税和赠与税：按照累进原则划段征税 

 

芬兰将税款用于支付： 
 免费健康和医疗护理   

 免费学校  

 儿童日托  

 

值得您投资吗？ 
 

幸福安康 

 芬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United Nations,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8) 

 芬兰是世界上人类福祉指数第一的国家 (Sustainable Society Index, Main results 2016) 

 芬兰的基础教育全球排名第一(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2018: Primary 

Education) 

 芬兰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 (The Fund for Peace, Fragile States Index 2018)  

 芬兰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The Travel &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 

 芬兰拥有世界上最清洁的空气 (Finnish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Finland tops WHO air quality 

statistics) 

http://worldhappiness.report/
http://www.ssfindex.com/results/main-results-2016/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competitiveness-index-2017-2018/competitiveness-rankings/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competitiveness-index-2017-2018/competitiveness-rankings/
http://fundforpeace.org/fsi/data/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TCR_2017_web_0401.pdf
http://en.ilmatieteenlaitos.fi/press-release/524196421
http://en.ilmatieteenlaitos.fi/press-release/52419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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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兰拥有欧盟最佳的数字公共服务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Index (DESI) 2018: Finland) 

 芬兰人均使用的移动数据最多 (OECD, Digital Economy Outlook 2017) 

 芬兰在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中排名第三 (Legatum Institute, The Legatum Prosperity Index 2017: 

Finland)  

 外籍家庭找到家的感觉？芬兰是养育孩子的最佳地点之一 (Expat Insider 2017) 

 芬兰是欧洲国家人与人之间互信度最高的 (European Commission, Fairness, inequa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Social Capital:  Trust in people) 

 65个最适合居住城市的比较中，赫尔辛基排名第三 (Metropolis, The Best Cities to Live in (2016)) 

 

商业环境 

 劳动力拥有最高技能的国家中芬兰排名第一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8)  

 芬兰高等教育质量在全球排名第三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2018)  

 在最具吸引力的全球创业城市排名中，赫尔辛基位居第二 (Startup Cities Index (2018))  

 芬兰拥有欧洲最强大的数字知识资本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Index (DESI) 2018:Finland) 

 芬兰政府的信息分享自由度在欧盟位于榜首 (The State of data innovation in the EU: Freedom of 

information)  

 芬兰有全球最佳的知识产权保护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8)  

 芬兰拥有全世界最好的政府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Finland) 

 芬兰拥有世界上最独立的司法系统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 2018: Judicial 

independence)  

 芬兰在世界清廉指数排名中位列第三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7) 

 芬兰法律体系对于解决争议的有效性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8)  

 

http://ec.europa.eu/information_society/newsroom/image/document/2018-20/fi-desi_2018-country-profile_eng_B4400116-A9B9-4D17-9137969FEFF24981_52222.pdf
http://ec.europa.eu/information_society/newsroom/image/document/2018-20/fi-desi_2018-country-profile_eng_B4400116-A9B9-4D17-9137969FEFF24981_52222.pdf
http://www.keepeek.com/Digital-Asset-Management/oecd/science-and-technology/oecd-digital-economy-outlook-2017_9789264276284-en#page148
http://www.prosperity.com/globe#FIN
http://www.prosperity.com/globe#FIN
https://www.internations.org/expat-insider/2017/family-life-index-39189
http://ec.europa.eu/commfrontoffice/publicopinion/index.cfm/survey/getsurveydetail/instruments/special/surveyky/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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