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救生工具包
有朋友在税务方面帮助您吗 ?
•
•
•
•

微信号: VeroHallinto

在芬兰，您永远有我们这个真正的朋友在税务方面帮助您解决并移除税收相关的
各种不确定性。
我们的专家团队致力于为您提供单独、实时的免费支持 :
startups@vero.fi.
此税务救生工具包让您深入了解芬兰最根本的税务概况。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tax.fi ,了解芬兰税收的最新要闻。

基本信息
•
•
•
•
•

扫码添加

芬兰货币：欧元（EUR /€)
企业组织形式： 股份有限公司（osakeyhtiö,“Oy”)、无限责任合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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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和财务报表准则: FAS (《芬兰会计准则》) 或 IFR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上市公司必须采用 ）
技术超级国 : 是Supercell、Rovio、诺基亚、Naava及其他更多游戏改变者的祖国。
通过我们世界一流的电子服务系统 MyTax，您可以在线管理您的税务事宜。
专业会计师 可以为您提供很多账务和申报的帮助。我们建议您聘请一位专业会计师。

其他一些免费提供的一流公共服务
•
•
•

•
•

Business Finland (芬兰国家商务促进局) 是全球增长、创新融资、
出口和投资的促进者：www.businessfinland.fi/en
芬兰投资概况： https://www.investinfinland.fi/publications
成立企业和/或保护您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https://www.prh.fi/en/index.html （商业登记及知识产权保护）
中文知识产权服务手册: https://www.prh.fi/stc/attachments/tietoaprhsta/esitteet/
PRH_Aineettoman_omaisuuden_huoltokirja_2019_WWW_CHINA.pdf
赫尔辛基地区工作及定居指南: www.ihhelsinki.fi
芬兰许多地区和城市都提供软着陆服务，融资渠道，试点平台，对接和商业信息等
(如赫尔辛基地区： www.helsinkibusinesshub.fi/ 和 https://newcohelsinki.f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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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税收
亏损在税收中的抵减:

有限责任公司和其他企业实体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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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1年始，如果外国公司的有效管理地点位于芬兰，则
可能算为芬兰的税务居民。

外国公司在芬兰的纳税义务:

作为主要规则，如果外国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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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见前文关于
在芬兰的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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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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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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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1年开始，在一定
条件下，外国子公司的最终税收亏损可在芬兰母公司
抵减税收。

利息抵减限制:

依据欧盟法规，芬兰已实施利息限制。净利息费用
最高完全抵减额至500.000 欧元。超出的利息费用
最多只可抵减调整后应税收入（EBITDA）的25％。
但是，支付给非集团关联方的净利息将始终可抵减
最高额3,000,000欧元。 如果公司符合资产负债表比
率（权益/资产）检测标准，则适用资产负债表豁免
(balance sheet exemption）。依据此豁免令，
所有利息费用均可减扣。

股息:

2020-2023年的加速折旧：

2020-2023纳税年度的机械和设备可能翻倍折旧（折旧
百分比为50％）。

除特例外，芬兰公司从芬兰或另一欧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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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5年激励研发的抵减措施：

参与免税制度:

若出售的股份属于公司固定资产，售出公司至少拥有
此实体10%的股份且持股时间满一年，除了某些例
外，出售股份后获得的资本收益属于免税收入。

除了正常的研发成本抵减（100％）外，还可以依据一
定标准对2021-2025纳税年度研发进行50％的超级抵
减。

您在欧洲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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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税收

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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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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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相同类型或相同源泉的收
入所应缴纳的税款进行抵免。

与欧盟其他地方相同，基于商品和服务的销售额支付
增值税。增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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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税收协定:

芬兰拥有范围广泛的税收协定网络，现已与70多个
国家/地区签订了所得税协定（截至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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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本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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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集团内各企业
间的商业运营交易应和其它非关联企业间的商业运营
遵循同样的市场行情。跨国集团内各企业之间的商业
运营包括例如商品销售、提供服务以及使用无形资产
权，无形资产销售及融资的报酬支付都属于集团内交
易。芬兰税务管理局遵循经合组织指南中的转让定价
方法。

24%

标准税率

14%

食品、餐饮服务（注意：含酒精饮料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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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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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值税纳税注册:

所有从事须缴纳增值税业务的，且在会计期间内营业
额超过15,000欧元的企业必须办理增值税纳税注册。
企业在办理商业注册登记时一般同时办理增值税纳税
注册，不过也可日后办理注册。商业信息系统的网站
(www.ytj.fi) 中可在线获取登记表格。

有限责任公司需要在其会计期间的最后一个日历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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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MyTax在线服务中很容易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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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芬兰税务管理局

此税率适用的商品及服务
(示例）

免征增值税：

纳税申报及税款缴纳（有限责任公司)：

您在欧洲真正的朋友

增值税率

增值税的申报与缴纳:

若企业办理增值税纳税注册，就必须定期完成增值税
申报。可使用MyTax电子服务在线填写申报。各公司
应使用 MyTax 每月主动计算，申报并缴纳增值税。
纳税期通常为一个自然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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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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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

纳税期

应纳税营业额上限

纳税期举例

申报及交税截止日期

自然月

无营业额上限

2021年1月

2021年3月12日

日历季度

最多100 000€

2021年1-3月

2021年5月12日

自然年

最多 30 000€

2021年1-12月

2022年2月28日

注意，如果12日是星期日或星期六，则应在下个工作日向税务管理局递交申报并缴纳税款，即2021年6月12
日应纳税款在2021年6月14日申报并缴纳。

增值税计算原则:

增值税由最终消费者承担。企业作为增值税的代扣缴人，基于其营业额并减扣与增值税责任业务相关
采购中的增值税额后支付增值税。下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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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公司

乙公司

销售价 = 40€ + 增值税 9.6€
进货价 = 0€ + 增值税 0€

申报及纳税
•
•
•

丙公司

销售价 = 100€ + 增值税
24€
进货价 = 40€ + 增值税
9.6€

申报及纳税

销售增值税 24%,
9.6€
减扣增值税 0€
应纳税额及向国家纳
税额 9.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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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扣增值税 9.6€
应纳税额及向国家纳税
额 14.4€

•
•
•

销售增值税 24%, 48€
减扣增值税 24€
应纳税额及向国家纳税
额 24€

最终消费者
•

•
•

向丙公司支付248
欧元 (含增值税）的
交易价格
不单独申报或支付
增值税
增值税额已标注在
收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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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些情况下可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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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扣增值税。示例：一家公司在芬兰向芬兰销售商购买产品，可减扣增值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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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扣增值
税，即公司会从税务管理局获得退款。
消费税
欧盟工业用电的最低税率从2021年1月1日起适用。欧盟成员国中协调的消费税受指令监管。该指令在
国家立法中贯彻执行。 协调的消费税适用于酒精和酒精饮料、大多数烟草制品、液体燃料、电力和某
些特定燃料。 对运送到市政垃圾填埋场的饮料、软饮料包装及废物征收国家非协调的消费税。

您在欧洲真正的朋友
芬兰税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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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
•
•
•
•
•
•
•
•
•
•

如果同时还是另一国家的纳税居民，纳税可能受到
税收协定的限制。

有固定员工的雇主必须办理税务管理局的雇
主注册。
作为雇主，企业有责任从员工工资中代扣除
预扣税及社保费用，并将这些款项交至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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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保险费用应支付给雇主选择的保险公司。
预扣税按照员工提供给雇主的税卡或源泉税
卡上标注的税率扣除。税卡可以在必要时更
新。
雇主要在支付薪酬后的五天内向收入登记处
报告劳动收入支付详情 。(更多内容：
www.tax.fi).
满足特定要求时，用人单位可免税支付差旅
津贴。
员工福利（包括电话、车辆等）都属于应纳
税所得。
如芬兰企业派遣员工出国工作，国内雇主仍
有缴纳义务。
外籍雇员来芬兰工作，纳税评估时必须考虑
其纳税人身份（例如居住身份)。
好消息自2021年初开始： 如果对每个员工收
取的股价不高于其数学价值（接近于实质价
值），则非上市公司可以向其雇员发行股票
而无需为应税收益纳税。

个人薪资（例如工资和时薪）交纳国家所得税（累
进制原则）、乡镇税以及健康保险金。雇主按照雇
员税卡的税率从工资中预扣税款。友情提示：税率
计算器（tax.fi/taxcalculator）对于估算收入税额很
有帮助。此外，雇主从薪资中预扣养老金和失业保
险金(约8.40%)。请注意，当预估算的应税收入发
生变化时，可以很容易就更新税卡。

居住在赫尔辛基的个人纳税示例
退休金和失业保险金(2020年）

€30,000

12.5%

8.40%

€50,000

21.5%

8.40%

€100,000

32.0%

8.40%

重要外籍雇员来芬兰工作可申请按32%的统一税率
(而非累进税制）缴纳所得税。但是申请条件要求每
月固定的现金工资至少为5,800欧元。

非纳税居民

居住在国外且在芬兰居留不超过6个月则属于芬兰
的非纳税居民。非居民纳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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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纳税人

一般来说，在芬兰居住或者其住宅及家庭在芬兰的
个人则属于芬兰的纳税居民。此外，在芬兰居留超
过6个月的人也被认为是纳税居民。纳税居民有责
任在芬兰交纳其在世界各地收入的所得税。

芬兰税务管理局

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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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所得税

您在欧洲真正的朋友

年薪

非居民纳税人的个人薪资（例如工资和时薪）须缴
纳源泉税（35%）。但是，如果定居的国家是其他
欧盟成员国、挪威、冰岛、列支敦士登或者是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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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

其他税收

兰已签订税收协定的某个国家，则纳税人可请求按累
进制纳税。
资本收入（例如股息）基本上是交纳源泉税(30%），
不过税收协定通常将该税率限定在0-1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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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兰用税款支付：

免费健康和医疗护理

免费学校

儿童日托

高等教育

体育，艺术和业余爱好设施

环境保护

芬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不是因为芬兰人永开笑口，而是因为一切运转正
常 ──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我们的税收 。

您在欧洲真正的朋友
芬兰税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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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幸福的十项事实依据
•

芬兰再次摘得桂冠，第三年蝉联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The World Happiness Report, United Nations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2018-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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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芬兰在世界所有国家/地区的自由度排名第一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

•

芬兰的教育最好地满足了未来的需求
(Worldwide Educating for the Future Index 2018-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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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芬兰拥有欧盟最佳的数字公共服务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Index 2018)

•

芬兰拥有世界上最洁净的空气
(Finnish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Finland tops WHO air quality statistics)

•

芬兰人均国土面积在欧洲排名第三
(Eurostat, Population density, persons per km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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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对于其规模，对国民福祉做得最多的国家
(Good Country Index 2019)

商业环境的十项事实依据
•

世界第一的商业环境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9)

•

连续第15次被评为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
(Fragile States Index 2020)

•

北欧国家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数量的领导者
(EY Nordic Attractiveness Survey 2019)

•

拥有高技能劳动力的国家中芬兰排名第二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

•

人口数字技能世界最佳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

•

世界第三名创新国家
(Innovation Champion the Consum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 2019)

•

全世界比较，对初创企业吸引力第三大的城市是赫尔辛基
(The 50 Best Startup Cities, valuer.ai 2019)

•

全球最佳的知识产权保护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

•

世界顶级的政府管理
(The Legatum Prosperity Index 2020: Finland)

•

芬兰在世界清廉指数排名中位列第三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7-2019)

您在欧洲真正的朋友
芬兰税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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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survival kit
税务救生工具包

联络我们

网址 （英文）：
www.vero.fi/startups

电子邮件：
Startups@vero.fi

网址 （中文）：
www.vero.fi/china

微信号：VeroHallinto

芬兰税务管理局微信号

2021年2月8日

好朋友给您择友建议。

真正的朋友给您税务建议。
Your true friend
in Europe.
芬兰税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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