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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最近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对恢复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的全球投资
贡献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投资分布在全球所有的主要行业。

    塞浦路斯是个建立长久的 位于欧盟东端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通过其理想的位
置作为投资渠道，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投资。塞浦路斯通过其有利的税制，并
以其优良的基础设施和服务， 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已经取得令人羡慕的地位。
在税收方面，它提供了一个低公司税与广泛的避免双重征税条约相结合的网络，
这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者的税后收益。同时，与欧盟相统一的立法及强大
的东欧关系网，使塞浦路斯成为到欧洲投资的理想入口。

    在普华永道塞浦路斯，我们不断开发新的服务项目，以满足我们客户面临的新
的机遇和挑战。在国际市场的运作中，我们以我们优质的服务帮助客户解决复杂
的业务问题，同时这也助于提高透明度，信任和信心。我们与我们的客户分享我
们的知识和经验，我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帮助创造他们正在寻找的价值。

埃夫因纽斯  埃夫因纽斯
首席执行官
普华永道塞浦路斯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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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塞浦路斯确立了其作为一个有信
誉的国际金融中心，东方与西方之间理想桥
梁的地位。自2004年5月成为欧盟成员国，
塞浦路斯为投资者和贸易伙伴提供了一个独
特的平台。强劲的重商的心态，多语种和高
技能的人力资本，国家范围的先进的电讯基
础设施和优惠的税收制度已经使塞浦路斯这
个岛屿成为欧洲最具进步性和高效经营的地
点之一。

    塞浦路斯已将自己成功地区别于其他金融
中心。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组合，将国际交
易收入豁免征税，适用于广泛的避免双重征
税条约和国际支付零预提税网络。

战略位置

    塞浦路斯是坐落在地中海的东北端。位于
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十字路口。其居于土耳
其以南65公里，叙利亚以西96公里，埃及以
北385公里，希腊东南部440公里和以色列以
西328公里。塞岛的战略位置，在其发展成
为一个金融中心，发展着重要作用。

塞浦路斯的服务业

    服务业已经越来越重要，为其国内生产总
值 GDP）和就业份额近70％的贡献。服务
业包括旅游，银行，会计，法律，医疗，电
信和人力资本。这些部门近几年高增长的
规模和速度 已经将塞浦路斯转化为“服务
经济”。

    塞浦路斯的银行，法律和会计服务紧密按
照英国的模式。许多塞浦路斯银行在世界各
地有分行或代表办事处，国际银行也在塞浦
路斯有分行。非塞浦路斯公民有着很容易开
设外币及本地存款账户的特权。
  塞浦路斯的电信基础设施非常发达并且企
业都配备最新的技术。

国际交易为什么选择塞浦路斯

成本低但高水准的生活

    塞浦路斯的成本结构是低于大部分其他国
际金融中心的。
    与此同时，塞浦路斯的生活标准体现在国
家级的“非常高的”人类发展指数和生活质
量指数的高排名（世界第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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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浦路斯的税收制度是完全符合欧盟的要
求，同时也符合经合组织反对破坏性税收条
例的要求。

    税务系统提供给投资者:

 • 10%的公司税 - 欧盟中最低标准税率
 • 外国股息收入税的豁免（只要达到一些

容易的条件）
 • 免除外国常设机构(PE)的利润 税(只要

达到一些容易的条件）
 • 豁免所有权交易利润税
 • 向任何地方分配收入免预提税，无论是

股息，利息还是对所有特许权使用费收
入（除塞浦路斯使用的知识产权）

 • 广泛的避免双重征税条约网络

塞浦路斯税收制度的主要特点

 • 链接欧盟指令
 • 集团的利润 和亏损相抵
 • 纳税人可申请所得税局对任何纳税事项

作出裁决，并出具书面意见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网络和欧盟指令

    塞浦路斯有一个广泛的免双重征税条约网络。现在还有几个免双重征税条约正在
谈判中。当在没有免双重征税条约时，在适当的时机，塞浦路斯公司可以从欧盟指
令获利，即欧盟来源收入无预提税。对应外国扣缴的预提税，塞浦路斯也会给予单
边退税。 

    免双重征税条约网络覆盖欧盟，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大多数东欧国家，例如
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罗马尼亚；美国，加拿大，中国，新加坡，印度，南非，
以及中东国家如埃及，科威特和卡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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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塞浦路斯海上航运注册在欧盟是最
大的之一，全球排名第十。此外，塞浦路
斯是欧盟最大的第三方船舶管理中心。

    塞浦路斯商船法例，为航运集团创建了
一个税收优惠的高效港口，和理想的控股
公司所在之地。

    这个法例从2010年1月1日起实行，这使
得塞浦路斯变得非常有竞力。塞浦路斯
已成为欧盟国家中唯一获准欧盟吨位税
制度的：

 • 按船只的净吨位而不是公司实际利润税
征税，受DMS 而不是税务机关的监管

 • 免所有利润税和分利润税
 • 公司内/或集团中可以有多种经营（航

运业按吨位税计，其他行业征收10％的
公司税）

航运业

 • 支持开放式公司注册
 • 允许分开船舶管理经营范围（船员或

技术）

    该法规定全额免除船东，租船和船舶管理
利润税，只按下列税率对船舶净吨位征吨
位税。

船东和租船 航运管理公司

净吨位的单位 每100单元TT税额 每400单元TT税额

0-1.000 36,50 36,50

1.001-10.000 31,03 31,03

10.001-25.000 20,08 20,08

25.001-40.000 12,78 12,78

>40.000 7,30 7,30

    很多时候，而且相当普遍，船东，租船公
司和船舶管理公司投资盈余资金到非航运
业。这样的收入，不按吨位税征税，而是只
按最低的公司税率10%征收公司税。税收立
法提供了多种税务减免，使得非航运收入的
实际税率可能远低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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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的链接

    为了中国自身投资的便利，在世界任何地方， 塞浦路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一
个理想和有效的税收途径以促进中国投资。中国和塞浦路斯之间的避免双重征税
协定，加强两国金融关系，进一步推动 低税收的投资机会。

塞浦路斯控股公司

     对应欧盟以及非欧盟国家的公司，投资塞
浦路斯控股公司是 一种理想的投资方式。
它被广泛用于集团公司结构之中，以终端或
中介控股公司的结构，持有经营，融资，房
地产，以及船运公司。这种结构在一些国家
地区成功推进上市是特别有效的。

主要特点

   海外收入减税
 • 由于塞浦路斯公司 拥有一个广泛 的避

免双重征税协定公司的网络 和 适用欧盟
母子公司 指令，这样 在股息以及塞浦
路斯公司收到的其他海外收入的应缴海
外税可税务最小化。

 • 由于塞浦路斯 参与签约广泛 的避免双
重征税协定中的专有税权，资本利得税
的海外征税可被免除。

控股公司海外收入的主要来源免税

 • 销售股份 和其他证卷所取得的利润，
证卷 包括 股票，债卷， 基金单位 和期
权，无条件免税。

 • 海外股息收入免税。（附加条件极易满
足），比如说它是不需要任何持有期，
控股百分比或最低投资标准的限制。

税后返还利润最大化

  向控股公司的外国股东支付以下款项免税:
 • 股息
 • 出售控股公司所得利润
 • 清算或减持所得款项

额外的利益

 • 在塞浦路斯利润再投资免税
 • 对应外国公司无专门管理规则

中国/香港控
股公司 

塞浦路斯控股公司

俄罗斯/乌克兰/欧
盟子公司 /双重征

税协定公司

无预提税

无税

无/低预提税
利润的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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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特许权使用费和贸易公司

    利用塞浦路斯融资，版税以及贸易公司
确保投资者的税后收益的最大化与最低 的
税收。 

主要特点

    他们享有一切与控股公司相关的有利规
定，将其独立设立或作为塞浦路斯控股公司
的附属公司。

  海外征税的减免
 • 由于广泛和有效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网

络，并且适用欧盟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
指令。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外国税收
会归零或明显降低。

 • 由于塞浦路斯享有的避免双重征税条约
的专有征税权，交易收入的外国税收也
可能被免除。

低 收入税
 

 • 贸易收入，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扣
除所有专项费用， 按10%征税。（欧盟
中最低税率）

 • 较为宽松的抵税开支
 • 税务机关可以接受超薄利差收入（特别

是背靠背融资，税务机关已确认在某些
情况下利差为0，125％是可以接受的，
这样为交易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 无资本弱化规则的存在，因此公司的资
金来源，可以完全靠债务。 而且利息
支出可以抵税。（最初主要用于金融结
构，但现在已广泛用于交易和特许权使
用费结构）

 • 只要符合 一些很容易达到的条件，通
过使用国外常设机构能进一步有效的减
少/消除税收，国外常设机构的利润是
免税的。

 • 对于无明显减税支出的融资或特许权公
司，有一些成功实践过的结构策划可使
实际税率低于4％（甚至在某些税务情
况下，免税）。

 • 出售注册商标可能不被征税。通过合理
的税收筹划，出售任何其他知识产权也
无任何税收。

 • 须缴纳增值税的交易，其税率为15％（
欧盟中最低的增值税率），但如果仔细
规划国际交易，大部分交易也可能无
增值税。

 • 对同一收入来源，任何已征外国税收可
以在塞抵税。

利润的高效提取

 • 支付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给非塞浦路斯
公司免税。（除了在塞浦路斯使用的特
许权使用费）

 • 塞浦路斯公司购买的海外服务无预提税

塞浦路斯／香
港控股公司

塞浦路斯融资公司／
ＩＰ／贸易公司

无预提税

按利润１０％征税

无/低预提税

融资 
无形资产
服务
贸易

俄罗斯/乌克兰/欧
盟子公司 /双重征税

协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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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经营塞浦路斯控股公司

    虽然没有限制塞浦路斯控股公司的法律
形式，但是最常用的形式是私营有限责任
公司。

    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公司发行最小或最大
的股本。然而，建议的法定股本应至少在
10000欧元，这样可以方便地分为10000股，
每股面值1欧元。投资者并非要认购 所有这
些法定股本但建议在注册成立时至少 要认
购和缴足2000股。

审计要求和财务报表

    根据塞浦路斯公司 法第113章，塞浦路斯
公司的财务报表必须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s）编制。这些标准要求塞浦路斯控
股公司准备年度综合经审核财务报表。如果
塞浦路斯控股公司只是中介控股公司 那么
只有最终控股公司必须呈交年度综合经审核
财务报表。

    根据塞浦路斯的公司 法和税法， 所有的
塞浦路斯公司必须准备年度经审核财务报
表。

    以上所提的经审核财务报表必须翻译成希
腊文版本。塞浦路斯公司必须提交希腊文版
本的年度经审核财务报表和公司年度申报表
到塞浦路斯的公司注册处。

    每一个纳税年度，塞浦路斯公司必须提交 
一份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纳税年度是按
公制年计。

股东

    根据塞浦路斯法律，每家股份有限公司 必
须有至少一名股东。 

委任董事

    公司董事会管理和控制公司。根据塞浦路
斯公司法，塞浦路斯私立公司必须有至少
一名董事。在其他所有情况下，必需 至少
有两名董事。根据塞浦路斯税务法例，管理
和控制一家公司决定该公司的税收属性。因
此，其 公司的决策会议地点是 一个重要的
征税依据。

公司书记员的作用

    公司书记员的作用是使该公司在公司注册
处 保持良好 的纪录，准备和递交周年申报
表 包括 董事，股东，公司章程，资本的变
化，准备和保管所有董事会议记录并代表公
司与公司注册处沟通。

注册公司所需 要的时间

    注册程序到注册证签发，通常一周内可以
完成，其中包括打印公司的抬头纸，申请文
书和 设立银行帐户 等各种行政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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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努力为客户提供他们正在寻找的
价值。我们的价值是154个国家的161000专
家的知识共享 和符合当地的实际经验。我
们专注于三个主要方面：审计，咨询和税
务服务。我们与我们的客户密切合作, 我们
问, 我们听, 我们了解他们想要做的，想要
去的地方。与他们分享 更适合他们的国际
知识。这样我们帮助我们的客户实现他们
的目标。

   在世界资本市场运作上，我们发挥了重
要作用，并作为企业顾问，我们帮助客户
解决复杂的业务问题。我们的目标是提高
我们客户的管理风险和提高业绩的能力。
同时，我们自豪于我们的优质的服务，这
有利于提高透明度，信任和业务流程的一
致性。

    我们几乎1.000人的专业人士和我们横跨
整个塞浦路斯的办事处更加巩固了我们的
市场位置。

审计 和咨询服务

   法定审计服务，其中包括评估信息系统和
各个行业的会计和监管咨询服务，我们的
评估和咨询部门按各行业独立分工，专业
精准。 

    设计的行业包括：金融事务，消费品和工
业产品服务（CIPS）和技术，信息，通讯，
娱乐与媒体（TICE）。 

    我们的风险防范咨询（RAC）提供内部审
计服务，优化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和报告，
以及相关于安全和信息技术系统控制的防
范和咨询服务，包括企业资源规划（ERP）
系统(例如：SAP, Oracle, Navision)，项目
实施的安全性(PIA)，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
(CAATSs)，数据库的完整性 和IT风险诊断
和基准。这个团队的一个宗旨是为金融服务
行业遵守法规，获得许可证和风险管理 提
供支持。

    我们的绩 效优化咨询服务（PIC））为策
略和经营效益 ，工艺改进，降低成本，人
文，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我们的交易及企业融资服务 为并购，交
易估值，可行性研究，交易支持和危机管理
提供咨询。

税务及法律服务

    我们普华永道网络的税务和法律服务，包
括全球规范服务，直接和间接税服务，对中
小型企业的服务和法律服务。

全球规范服务

    包括整个公司的日常行政和企业的法定
遵守服务,簿记,会计,发薪服务,以及专门服
务,比如私人客户服务,对应设立和经营本地
及国际商业公司,集体投资计划,可转让证券
集体投资计划,投资公司, 和信托基金的咨询
业务。

直接税服务

    企业税收结构筹划：兼并，收购和其他业
务，纳税申报管理，与税务机关达成一致，
并获得税务裁决。  

    个人：税收筹划，纳税申报和退税协议，
对外籍人士，退休人员和其他非塞籍个人的
纳税服务。

间接税服务

    增值税税收筹划，增值税恢复，增值税最
小化和税收遵从（纳税申报，与增值税局的
沟通，税务争端的解决）的咨询服务。 

中小型企业服务 

    中小型企业服务面向个人,和在本地经营的
中小型企业,涵盖了整个会计,税务,增值税,家
族经营,金融结构和法定遵守服务.

法律服务 

   普华永道国际网络中的律师事务所,,提供
覆盖整个公司法和商业法的法律服务,包括
在兼并和收购交易中提供咨询和代表客户,
重组,欧盟法与竞争法,建立并规范化私立公
司,成立合资企业和其他形式的企业,开展法
律尽职调查. 

8	 PwC	Cyprus	8	 PwC	Cyprus	



普华永道塞普路斯的
联系人

尼科西亚

邮寄地址: P O Box 21612, CY-1591 Nicosia, Cyprus

地址: Julia House, 3 Themistocles Dervis Street, CY-1066 Nicosia, Cyprus

Tel. +357 - 22555000 , Fax +357 - 22555001 

利马索

邮寄地址: P O Box 53034, CY-3300 Limassol, Cyprus

地址: City House, 6 Karaiskakis Street, CY-3032 Limassol, Cyprus

Tel. +357 - 25555000, Fax +357 - 25555001

拉纳卡

邮寄地址: P O Box 40450, CY-6304 Larnaca, Cyprus

地址: Artemidos Tower, 7th & 8th Floors, 3 Artemidos Avenue, 
CY-6020 Larnaca Cyprus

Tel. +357 - 24555000, Fax +357 - 24555001

帕福斯

邮寄地址: P O Box 60479, CY-8103 Paphos, Cyprus

地址: City House, 58 Grivas Dighenis Avenue , CY-8047 Paphos, Cyprus

Tel.+357 - 26555000, Fax +357 - 26555001

帕尼克斯 凯乌尼斯 
直接税合伙人
电话:  +357 22 555 290
panicos.kaouris@cy.pwc.com

斯德尤斯 迪密德尤 
高级经理
全球规范服务
电话:  +357 22 555 180
stelios.demetriou@cy.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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