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税法
双边税收协议：基于OECD的文本，德国与超过90个国家与地区签订了双边税收协议，减
免大部分的源泉扣缴（预提税）。

欧盟母子指令：在满足一定控股条件下，欧盟范围内母子公司间利润分红，利息及专利
使用费可免缴预提税。

CFC“受控外国公司“规则：来自德国的股东持有外国公司股份，若该子公司只有非经
营性收入，且赋税税率小于25	%，在达到最少持股标准时，该非经营性负收入须按比例
计入该股东的国内收入予以征税。在欧盟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范围内，该规定在规定范围
内适用。

转移定价：关联企业间约定价格违背公平交易原则的，须对企业的收入相应调整。与境
外关联企业交易的，境内企业须负担全面的书证义务。

团结附加税

团结附加税是附加于个人、企业所得税的税目，一般在所确定赋税的基础上附加其
5.5	%。

地方所得税（营业税）

地方所得税的征税客体是所有在德国境内从事经营行为的实体，包括公司的常设机构。
各市政当局依法享有自主确定地方计税乘数，但最低为200	%。该税在确定企业缴税收入
基数时不可作为企业支出。

	 按照个人、企业所得税法确定的利润
+/–	营业税附加/营业税去除

=	 营业收入
–	 自然人、人合企业24.500欧元的减免

=	 (亏损结转,	税收减免抵扣及取整后的)营业收入
x	 联邦税率3.5	%

=	 营业税计税基数
x	 地方营业税乘数	（如法兰克福2007年以来为460	%）

=	 营业税	（实际税负，如法兰克福为16.1	%）

房地产税

该税的征税客体是德国境内的所有不动产（例如地基、地皮、建筑物等）。涉及房地产
税项时，并不考虑所有人的具体个况。房地产税计税方式如下:

	 	课税标准价值（1964年1月1日的价值;	原东德地区，1935年1月1日的价值或选择适
用标准替代值）

x	 	房地产税联邦税率（原西德地区:	2.6-3.5	‰;	原东德地区:	5-10	‰;	
农林业:	6	‰）

=	 房地产税计税基数
x	 地方房地产税乘数	（如法兰克福2001年以来为460	%，	农林业为175%）

=	 房地产税

增值税

•	标准税率为19	%	 •	优惠税率为7	%

能源税

税率

汽油(含硫量	≤	10	mg/Kg)每1000升*	 654.50	欧元

柴油(含硫量	≤	10	mg/Kg)每1000升*	 470.40	欧元

轻型燃料油(含硫量	≤	50	mg/Kg)**/***每1000升 61.35	欧元

重型燃料油每1000千克*** 25.00	欧元

天然气每兆瓦小时 5.50	欧元

*	 硫含量	≤	10毫克/千克（无硫）。
**	硫含量	≤	50毫克/千克
***		用于取暖目的或用于享有税收优惠的装备时。满足特定条件时，对生产型企业或从事农林业企业可免征，返还该

税或给与相应补贴。

电力税

•	标准税率	20.50	欧元/兆瓦小时

遗产及赠与税

对于因死亡而获得遗赠，须对该遗赠征收遗产税，在世者之间的赠与须缴纳赠与税。征
税客体为受遗赠人或受赠与人的获赠价值。

税卡等级	
I II III

夫妻、注册的生活伴侣、
（继）子女、（继）孙子女，
（祖）父母（在遗赠情况下）

兄弟姐妹、侄子/女，外甥
子/女、继父母、姻亲父
母、姻亲子女、离异夫
妻、被注销关系的生活伴
侣、（祖）父母（在赠与
情况下）

其他受遗赠和受赠与人,	
其他赠与

免税额	

夫妻、生活伴侣	500000	欧元
（继）子女400000	欧元*

孙子女	200000	欧元
其他	100000	欧元

20000	欧元 20000	欧元

*	包括已故（继）子女的子女。

遗赠情形下，对于仍在世的配偶或生活伙伴另外予以256000	欧元的特殊减免。满足特定
条件下，用于自住的房产免征遗产税。公司资产适用两种减免政策。

税率%	/	须缴税的获赠值 I II III

≤	75.000	欧元 7 15 30

≤	300.000	欧元 11 20 30

≤	600.000	欧元 15 25 30

≤	6.000.000	欧元 19 30 30

≤	13.000.000	欧元 23 35 50

≤	26.000.000	欧元 27 40 50

>	26.000.000	欧元	 30 43 50

房地产转让税

德德国境内房地产所有权的转让须缴纳房地产转让税,	尤其是通过买卖合同或其他法律行
为,	从而有权获得民法意义上不动产的转让。转让拥有不动产财产的公司之股权，当股权
获得者持股份额达到至少95	%时，也须缴纳房地产转让税。五年内将人合企业的股份转让
给同一新合伙人，达到至少95	%时，亦征缴房地产转让税。集团公司以合并、分立或财产
转让方式重组的，在满足特定条件下，免征不动产交易税。具体税负以对价或者地产价值
为基础计算。房地产转让税税率为：巴伐利亚、黑森、梅克伦堡-前波美拉、莱茵-普法*

及萨克森州为3.5	%；柏林**、不来梅、汉堡、萨尔、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为4.5	%;巴登符
腾堡、布兰登堡、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及图灵根州为5	%。

*	自2012.03.01后为5%		 	 	 **	在2012.04.01提高到5	%。

社会保险费

保费计算上限（每年）

养老/失业保险 67.200	欧元/57.600	欧元	1)	

医疗2)/护理保险	 45.900	欧元

保费缴费率（雇员、雇主各承担一半）

养老保险	 19.6	%

失业保险	 	3.0	%

护理险	3)	 1.95	%	+	0.25	%	4)

法定医疗保险 		15.5	%	5)

最高保额（每月）

养老保险	 1097.60	欧元/940.80	欧元	1)

失业保险	 		168.00	欧元/144.00	欧元	1)

护理险	 			84.15	欧元	6)

法定医疗保险 592.88	欧元

雇主给私立医疗保险的雇员之补贴（每月最高）

医疗保险补贴 279.23	欧元

护理保险补贴 				37.29	欧元	7)

主要职业外免社保义务的低工资（兼职）

工种的工资限额每月不超过400欧元

1）原东德地区	 2）医疗保险的义务保险额上限为每年50,850	欧元。3）萨克森州雇员承担1.725	%	 4）（特定）无子女者的附加保
险 由 雇 员 自 行 承 担 。 5 ） 其 中 1 4 . 6 	% 有 雇 员 及 雇 主 各 承 担 一 半 ， 另 外 0 . 9 	% 由 雇 员 自 行 承 担 。
6）包括（特定）无子女者的附加保险9.56	欧元	7）萨克森州的特定规则:最高可加征	18.17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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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纳税申报期限（申报年度2011年）

2012年5月31日 针对某一日历年度或者法定期间的纳税申报须在该日历年度或法定
期间结束后的五个月之内递交纳税申报表。

2012年12月31日 由税务咨询师协助进行纳税申报时，申报期限可延至12月31日。

根据具体情况，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延期。

纳税义务

•		公司须缴纳公司所得税（联邦），团结附加税，地方所得税。
•		自然人缴纳个人所得税，团结附加税，对自然人获得的商业利润还须缴纳地方所得
税。

•		人合企业（合伙制企业）一般须缴纳地方所得税。其他的取决于合伙人的具体情况来缴
税。

个人所得税

2012年税率以及起征额

低于起征额(8,004	欧元*) 0	%

累进税率之起征点(自8,005	欧元起*) 14	%

累进税率之终点(在52,882	欧元*处) 42	%

最高税率(超过250,731	欧元*时) 45	%

免税项和免税额

工资所得中，通用免税额为	 1000	欧元
资本所得中，标准扣除额为	 801	欧元*

其他所得中，通用可税前抵扣金额为	 102	欧元

养老金所得在2012年的免税额：养老金所得之28.8	%，最高	 2,160	欧元
另加免税额度	 648	欧元

•（无独立生活能力）子女免税额	 2,184	欧元/每个子女*

	 或者子女补贴	 2,208	欧元/每个子女**

•	照料子女支出可免税额	 1,320	欧元/每个子女*

子女是指	1)未满18岁的未成年子女；2)未满21岁的子女，且该子女失业（社会法法典
III）；3)未满25岁的子女，且该子女仍处于接受职业教育阶段；4)年满25岁，但因残
疾而无法自理的子女。

对于单独抚养子女者的
税务减负

单独抚养子女者，且其有获得子女免税额或者子女补贴权的，	
享有1308	欧元的减负。

对于年长者的税务减负
（2012年）

当此纳税者在该日历年开始前即满64岁时，对其工资收入以及
其他除退休金与养老年金之外的收入的正值的28.8%免
税，但每年最高减负额为1,368	欧元。

子女教育费用免税额	 	纳税人之成年（18岁及以上）子女接受职业教育，且在外居住
的，纳税人享有924	欧元的免税额。

交通费用的支出（为获得收入的必要支出）
用于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的交通费用可以按照每一整数公里0.3	欧元的标准（单程）作为
与收入相关之支出从收入中扣除（标准减免额），最高限额为每年4,500	欧元。当使用私
家车或由第三方提供使用的车辆时，允许扣除更高的费用。当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时，支出
超过标准减免额的，可以按照实际支出从收入中扣除。公务出行时，统一按照每公里
0.3	欧元的标准计算该项抵扣。

车辆的使用

私人无偿使用公司车辆

出于私人目的无偿使用公司车辆时，须对私用部分予以缴税。私用部分价值按照该车辆
首次登记时国内标价另加特殊车配成本以及增值税的总额之百分比计算。

•	私用部分价值
•		作为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单程）的交

通工具使用时

1	%每月
0.03	%每月每公里或0.002	%每日每公里

或者:按照车辆使用簿之记录对总支出进行公私分摊。

股利

按照部分收入法征税 按照包干税率法征税

自然人将股份作为企业财产持有 自然人将股份作为个人财产持有

国内或者国外公司获得的股利收入中40	%免
税。股利收入的60%征收个人
所得税（以及团结统一附加税，如适用附
征教会税），符合一定条件的
还要征收地方所得税。

从国内或者国外公司获得的股利收入统一
适用25%的税率（以及团结统
一附加税，如适用附征教会税）。个人可
以申请使用个人所得税累进税
率。对于典型的企业投资适用特殊规则。

与获得股利相关的支出的60	%可以作为企业
支出从该项收入中扣除。

与收入相关之支出不允许扣除。

对于股利（包括其免税部分）须预扣25	%的
资本所得税以及团结统一附加税（如适用
附征教会税），该税负的源泉扣缴（预提
税）在股利获得人的个人所得税层面上可
抵扣。对非居民纳税义务人（有限纳税义
务人）来说该税负的源泉扣缴（预提税）
基本上是最终应缴税负。

对于股利，须预扣25	%的资本所得税以及
团结统一附加税（如适用附征教会税）。
该税负的源泉扣缴（预提税）通常是最终
应缴税负。

公司股份的转让*

•		转让在个人财产中持有的公司股份获得的收益一般统一按照25	%的税率征税（以及团结
统一附加税，如适用附征教会税）。该税一般按照资本利得税的相关规定代扣代缴，一
般而言即最终应缴税负。此处不可再扣除与收入相关之支出。根据个人申请，也可适用
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

•		转让在公司财产中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按照部分收入法收益的40	%免税。相应的只有60%
与该收益相关的支出（包括股份的购买价格）可以扣除。对于在个人财产中持有的股
份，当（在股份转让前五年的任意时刻）直接或间接持股超过1%时，也适用部分收入
法。

将盈余公积再投资
出售经营性土地及建筑物的盈利可在特定条件下在出售当年，出售之前一财务年度或在出
售后的4个财务年度内，通过盈余公积设立和结转，将之转入新购入的土地或新取得的建
筑物价值中，不需缴纳税负。非企业纳税人（在合伙人企业中每个合伙人），也可以将不
超过500000欧元的出售其所拥有的股权的收益通过类似的方式在2个财务年度内转入新购
入的股权、可折旧的可移动资产，或在4个财务年度内转入建筑物价值中。没有使用的盈
余公积最迟在4年后转入收入，并需加上6	%的利息。

折旧

资产的种类 折旧的方法

可折旧的固定资产 直线折旧

可移动固定资产 一般直线折旧

2000年12月31日之后购入或生产的 最高按照直线折旧率的两倍折旧，	
但最高为20	%

2005年12月31日之后，2008年1月1日之前
购入或者生产的

最高按照直线折旧率的三倍折旧，	
但最高为30	%

2008年12月31日之后，2011年1月1日之前
购入或者生产的

最高按照直线折旧率的2.5倍折旧，	
但最高为25	%

允许从余额递减折旧法转换为直线折旧法，反之则不可。

关于建筑物，建筑物某部分以及私有住房
的特殊规定

直线折旧法，	部分适用余额递减折旧法	
（分段折旧率）

通过对价有偿获得的公司商誉 15年折旧年限

亏损结转
亏损可在不超过511,500	欧元*的范围内向上一报税年度结转。亏损可不受时间限制向后
续报税年度结转，不超过一百万欧元*的历史亏损，可在当年全额税前列支，超出部分则
只可税前列支60	%。涉及地方所得税的部分，适用公司所得税中的限制规定，但亏损只可
向以后年度结转。

经营性所得的税收优惠
个人所得中包括经营性所得的，按照经营性所得计税基数（或人合企业分摊后的计税基
数）的3.8倍计算，并将该笔数额从个人所得税负中免除，但该抵扣不能超过其个人所得
税分摊到经营性所得的部分。

留存收益的税收优惠
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合伙制企业主可申请，对其留存在企业中的盈利按照28.25	%的优惠
税率缴税。如该留存盈利将来分配红利，则须另补缴25	%的所得税。

公司所得税

公司所得税税率
公司所得税的税率统一为15	%（联邦税率，不含地税）。对公司所得的计算，适用个人所
得税法以及公司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

分红以及公司股份的买卖
无限纳税以及有限纳税公司从境内外公司获得的分红或者通过转让境内外公司股份获得
的盈利一般免予征税，此原则也适用于公司通过合伙公司间接持有境内外公司股份的情
形。

分红或买卖股份所得的5%被法定视为不可扣除的企业支出。但企业的实际支出则仍可全
部扣除。

股东的税负*

资合公司

盈利
–		地方所得税	(地方所得水税

乘数460	%)
–	公司所得税(100之15	%)

税后盈利额	

100.00
–	16.10	

–	15.00

68.90

100.00
–	16.10	

–	15.00

68.90

100.00
–	16.10	

–	15.00

68.90

股东 资合公司 自然人
(企业资产；个人
所得税率为42	%)

自然人
(私人资产)

分红
其中免税(95	%	/	40	%	/	0	%)

须缴税
–		企业/个人所得税	

(不含地方所得税)
+	免企业/个人所得税的分红

税后的分红额

68.90
–	65.45

3.45
 

–	0.52
+	65.45

68.38

68.90
–	27.56

41.34
 

–	17.36
+	27.56

51.54

68.90
0

68.90
 

–	17.23**

0

51.67

总的税负 31.62	% 48.46	% 48.33	%

*	 	简单起见，计算中未考虑资本利得税，团结统一附加税，教会税以及股东个人具体的免税情形
**	假设所得税率为25	%

利息抵扣相关的所得分离规定
所得分离规定适用于所有种类的法人，非法人（资产管理人除外）的债务融资，与贷出
人的身份和贷款的期限无关。
利息费用可以在当年的利息所得范围内予以扣除，超出部分，只能与按照税法规定计算
出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的30	%抵扣，未被使用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只可向以后5个年
度结转。未能税前抵扣的利息支出可无限向以后年度结转。

收益剥离规则的豁免

•	净利息费用不超过三百万欧元的(限额条款)，或
•		企业不属于或只部分属于某集团(非集团所属条款)，或
•	企业自有资本率大于集团自有资本率	-	2	%	(豁免条款)。	企业自有资本率根据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报表确定（在特定条件下也允许根据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及根据欧盟各国的本
国会计准则报表确定）

对于资合公司及其上级人合企业,	上述非集团所属条款和豁免条款只适用于不存在所谓
的有害股东债务融资(§8a	KStG	-	公司所得税法第八条)的情况。

合并纳税
如果一欧洲法公司(SE)，股份公司，股份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其他在欧盟或欧洲
经济共同体内其他国家设立的，	 但其管理机构在德国的资合企业，基于一份有效期至
少五年且被实际执行的利润亏损移转合同,	将其每年的利润或亏损移转至另一德国境内
经营企业(施控企业)处，则该受控公司的收入被计入施控企业的收入之中。

施控企业须为具有无限纳税义务的自然人、未予免税且管理机构在德国境内的公司，或
从事经营行为且管理机构在德国境内的人合企业。境外营业性企业在德国设有注册分公
司的也可作为施控企业。施控股企业须通过直接或间接控股拥有受控公司的多数表决
权。

*	夫妻申请共同报税时，此数额翻倍。	
**	第一和第二个孩子 *	夫妻申请共同报税时，此数额翻倍。*	对于2009年1月1日前获得的股份，适用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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