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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这本小册子是根据最新、最准确的信息编写的，目的是为今后准备在日本开始事

业的各位提供日本国内税务、会计制度的概要。 

我们希望它能对准备开始事业或刚刚开始的有所帮助。 

原则上，本手册以 2022 年 4 月底的法律和法规为基础。 

本手册的内容为一般的指导手册，我们不对基于本手册进行的任何经济活动后果

负责。 

如果读者准备开展任何种类的经济活动，建议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 

 

请注意，单独的咨询一般会收取一定的费用。 

我们可免费提供报价，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 

 

2022 年 5 月 

AIC 税理士法人 
 

 

〒107-0062 

東京都港区南青山 2 丁目 4-15  

天翔南青山ビル 413 号 

電話 050-71011932 

 

〒530-0002 

大阪市北区曾根崎新地 2-3-3 

桜橋西ビル 9 階 

電話 050—7101-1931 

 

info@aictax.com 

http://www.aict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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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設立 
1)组织形态 
1-1) 公司法人 

根据《公司法》，公司可分为两大类：股份制公司和合伙制公司(无限合伙、有限合伙和

有限责任公司）。 

这些形式之间最明显的区别是股东或投资者对公司债务的责任是有限、还是无限的，

以及投资和管理是分开、还是一致的。 

 

股份制公司 

股份制公司是日本最广泛使用的公司类型，由股东组成，以其投资额为限，承担有限

责任，依公司法对股份制公司的设立方式、管理、会计、审计等各方面作了详细规定。 

一般来说，股份制公司比其他形式的公司更有利于商业运作，在融资和信用方面也有

优势。 

在成立公司时，对所需的资本数额没有限制，只要有一日元就可以成立公司。 

只有外国人（非居住者）也是可以建立日本国内公司的。 

 
合伙制公司 

合伙公司有三种形式：无限合伙公司、有限合伙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在股份制公司中，投资者（所有权）和管理层（管理权）是明确分开的，而在合伙公司

中，投资者不仅进行投资，而且还要执行业务，其特点是所谓所有权和管理权的统一。 

由于公司是在员工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成立的，因此它适合于小企业。 

无限合伙公司和有限合伙公司是自旧商业法以来就存在的形式，具有内部自治和简

化公司成立程序的优点，但由于成员的无限责任，目前很少使用。  

另一方面，有限责任公司延续了合伙公司的优势的同时，允许其成员承担有限责任，

是一种填补了无限合伙公司和有限合伙公司缺点的形式。 

 

股份制公司和合伙制公司的比较                            
形態 股份制公司 合伙制公司 

出資者 投资者 有限責任社員 

需设立機関 股东大会､董事会 社员大会，社员 

業務執行者 代表董事 等 業務執行社員 

資本金最低限度 1 日元 1 日元 

章程变更 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 总社员的同意 

 

1-2)在日本设立分支机构 
登记等  

外国投资者根据《外汇法》和《对外贸易法》提交规定的文件，在日本设立分支机构，就

可以在日本进行商业交易。在日本设立的分支机构也必须要遵守日本的公司法规定，外

国公司在日本开展持续的贸易业务时，决定驻日代表（分支机构经理）和办公场所，并在

最近的法务局办理登记。  

依据注册登记，确定了在日本的法人身份，就可以以法人的名义在银行开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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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法人代表，需要登记在公司注册事项中，根据日本法律授权代表者可以独立

开展分支机构的所有活动，如果在日本的法人代表发生变化，则需要变更注册等。  

 

转设立成为子公司 

虽然从法律上讲，将分支机构变更为子公司是可能的，但这很费时费力，应该要仔细

考虑；还有一种方法是在日本设立子公司，并将分支机构的资产转移到子公司。但应该

要考虑的是，如果外国法人预计在日本开展长期业务，从一开始就设立子公司而不是采

取分支机构的形式，可能会更适合。 

 

1-3)常驻办事处 

常驻办事处不是一个法律组织，不需要商业登记，所以外国投资者可以在不通知日

本政府或其他当局的情况下开设办事处。（但是，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在日本

开设办事处时，有义务向财政部报告）。 

当办事处雇用常驻人员时，有代扣源泉所得税的义务，所以需要向主管税务局提交 

“工资支付事务所等开设申报”。另外也有加入社会保险的义务。 

由于办事处没有法律地位，它不能成为商业交易的签约方，也不能开设银行账户，其

活动仅限于为总部购买货物和为总部保管物品，以及辅助总公司业务的其他活动（例

如，为总公司收集资料，广告和促销）。 

由于在日本国内不产生收入，因此不需要缴纳日本的法人税，但如果从事的活动超过

了上述限制，则可能会被征税。 

另外，办事处可以带来只用于运营的资金无限制。 

对办事处的活动和资金进行资金限制是因为，常驻办事处通常只是方便国外投资者

将来可以在日本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而临时设立的。因此，办事处在经过市场调查等

之后转为分支机构或子公司为常规操作。 

办事处可能会受到国家税务机关的调查，以确定其活动是否构成商业活动或仅仅是

外国总部的予备以及辅助活动。如果进行的活动被认为是商业活动，日本国内的收入会

被征收法人税。 

 

1-4)日本分支机构和子公司 
外国法人的日本分支机构和外国法人在日本的子公司依税法上税收待遇的区别如下 

 

记录总部或母公司负担的费用 
就日本的分支机构而言，分支机构赚取的利润中应扣除国外总公司经合理计算由分

支机构承担的费用的金额后，计算分支机构利润并申报法人所得税。 . 

就日本的子公司而言，可以根据一定的协议，以管理费、特许权使用费等形式记录对

母公司的支出。 

 

股息 

日本子公司向其外国股东支付的股息需要提前扣除所得税，而分支机构的（税后）利润

汇给总公司时则不需要提前扣除所得税。 

 

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 
日本子公司支付给外国母公司的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需要在汇出时扣除所得税，除

非金额大得不合理，都可视为日本子公司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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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日本分支机构支付给外国总公司的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不属于费用，除非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证明日本分支机构发生的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是为日本分支机构

购买设备的贷款利息。在这种情况下，由日本分支机构支付款项时一样也需要扣除所得

税。 

 

法人性质 

分支机构是一个在日本开展业务的据点，由外国公司的总部决定，通常不打算独立做

出决定。 根据法律规定，分支机构不具有自己的法人资格，而被视为外国公司法人资格

的一部分。 因此，因分支机构的活动而产生的债权债务责任，一般最终直接归于外国企

业。 因此，如果要避免分支机构的法律责任延伸到总部（国外）的风险，设立子公司可能

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关于外国公司日本分支机构所赚取的收入的征税问题，根据《经合组织税收示范公约》

的征税原则，在分支机构能够独立于总部的情况下赚取的收入，才需要在日本纳税（被

称为"归属原则"）。 

依据归属原则，外部交易、资产、风险和资本根据分支机构履行的职能以及事实关系

归属于该分支机构，而分支机构与总部之间的内部交易则按公平价格进行。 

 

1-5) 105%的公司 
虽然在税法上没有依据，在日本成立一个独立的公司，向外国企业提供服务时，比如：常

用的被允许的会计方法是征收总费用的 105%~110%的服务费。 

外国法人在日本的子公司利用这一方法向母公司收取服务费，这些服务费属于消费税法

规定的出口免税销售，可以申请消费税退税。 

然而，如果外国法人的分支机构使用这一方法来记录对总部的销售，则该销售被视为内

部交易，可能无法申请消费税退税。 

 

 

 

 

 

 

 

 

 

 

 

 

 日本分支机构 子公司 

费用的承认 合理的金额，可以视为费用 同左 

股息 不需要预扣所得税 需要预扣所得税 

利息和特许权使

用费 
原则上不能视为费用 

适当的金额可视为费用 

需要预扣所得税 

责任的归属 国外总部连带责任 子公司独立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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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立时的申请书 
根据《税法》的规定，在公司或分支机构成立后，需要向主管税务署提交申请书；下表为

无特殊情况下，适用于公司和分支机构的资料。  
 

法人税相关(注1)                       

 

法人住民税相关(注3) 

(注 1）除上述情况外，与消费税相关的需要单独提交申请。 

(注 2）适用本申请的法人，如果提交申请，也可以适用消费税的申报期限延长。 

(注 3) 各都道府县级和各区市镇村级的税收需要分别提交。 

(注 4）各地方政府的申请期限不同；有些地方政府的申请期限是在公司成立之日起一个

月内。 

 

 

 

 

 

 

 

提交资料 附加资料 提出期限 

1.法人设立申请书(子公司形态) 
公 司 章 程 （ 定 款 ） 复 印

本  
公司设立登记日起2个月内 

2.外国普通法人申报表 

（分支机构形态） 

公司章程（日文翻译文）

复印本 
设立日起2个月内 

3.蓝色申报批准申请书 无 

以下较早日期为准 

･设立后首年度末日之前一日 

･设立满3个月之前一日 

4.法人税申报期限的延长特例申请书

（注2） 
无 财政年度终了日 

5.薪金支付事务所等的开设

申报表 
无 事务所开设后1个月以内 

6.所得税缴纳的特例批准申请书 无 员工未满10名时 

7.折旧资产的折旧方法申请书 无 最初提交申报书的期限 

8.存货资产的评价方法申请书 无 最初提交申报书的期限 

提交资料 附加资料 提出期限 

9.法人设立申请书(子公司形

态) 

公司章程（ 定 款 ） 复印本､公司注册事

项证明复印本 
设立日起15日以内(注4) 

10.事业税及住民税申报期限的

延长申请书 
无 财政年度终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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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人税 
1)决算与申报 

1-1)财政年度 
在税法上，公司的财政年度与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会计期间相同。但是，财政年度不能超过

12 个月。另外在税法上外国法人的日本分支机构与总公司适用相同财政年度。虽然多数日

本公司的财政年度的一年为 4 月到 3 月，但公司可以自由选择决算日期。 

 

1-2)公司利益与课税所得 
税法上的会计基准是，需遵从在日本被一般公认为公正合理的会计标准，一旦采用则需

要持续适用。会计上的税前利益与税法上的课税所得原则上是一致的，课税所得以课税为

目的，须在会计上的税前利益加减调整后计算课税所得。 

例如，以下所列之交际接待费、捐赠和董事报酬超过税法规定的可扣除限额，则将其加到

会计上的税前利益中，以计算课税所得。 

 

1-3)申报与缴纳 
申报和缴纳公司税的期限是会计年度决算日后的两个月。日本法人通常可以延长一个月，

外国法人可以延长数个月，都必须在申报期限前向国税局提交延期申请。 

 除了新设立的公司法人外，会计年度在 6 个月以上的公司，除了特殊情况外会计年度超

过 6 个月之日起 2 个月内需要进行中间（预估）申报。在这情况下，应缴税额为上一年度法人

税的 50%（在预估申报的情况下），或根据当年度 6 个月间的期中决算的课税所得预估公司法

人税额（用预估期进行中间申报的情况下）。 

 

1-4) 蓝色申报制度 
蓝色申报制度旨在奖励纳税人根据正确的账簿记录进行报税，并提供诸如特殊折旧方法、

各种准备金的设定、结转税收损失（注）、税收损失结转的退还，租税特别措施法中的税收优

惠规定。另外，税务调查是对上述账簿进行调查。 

该制度适用于包含外国法人的所有纳税人。纳税人需要建立健全会计账簿，一旦获得批

准，只要不改变账簿系统等，可无限期有效适用该制度。 

新成立的公司需要在公司成立之日起的三个月内或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决决算

日，以较早者为准，提交蓝色申报批准申请书。 

(注：税收损失可以结转 10 年。 在一个扣抵年度内，中小型公司的最高扣抵额为收入的

100%，非中小型公司为 50%。） 

 

2)税率等 
2-1)法人税．地方法人税（国税） 
法人税法的课税所得是以公司损益表中的税前损益为基础，并依税法规定进行必要的

调整。法人税额为上述课税所得乘下列法人税率计算。 

如果有税额减免，则从上述公司税额中扣除一定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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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税(普通法人)的税率 

課税所得的区分 资本金在1亿日元以下 資本金1亿日元以上（注２） 

年所得800万日元以下 15.0%（注１） 
23.2% 

年所得800万日元以上 23.2% 

（注１）2023 年 3 月 31 日前开始的各财政年度适用轻减税率。 

（原则为 19％）。但在过去 3 个财政年度的平均所得金额超过 15 亿日元的财政年

度为 23.2% 

（注２）包含资本金在 1 亿日元或以下、资本金 5 亿日元或以上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注３）与法人税一起征收相当于基准法人税额的 10.3%地方法人税。 

 

2-2)法人住民税 
法人住民税（都道府县级和市级）包含按法人税额计算的法人税率外，还实行根据资本金

等以及雇员人数为课税标准的均摊率征收。 

法人税率的计算方法是将每个都道府县或市的税率乘以法人税额，如果在多个都道府县

或市有事业所时，则法人总税率按在每个都道府县或市的事业所的人数按比例计算。 

 

法人住民税均摊课税部分(标准税率)  

资本金等金额 
区市镇村内的事业

所等的雇员人数 

都道府県民税＋区市镇村民税(注) 

标准税率 東京都 大阪府大阪市 

50亿日元以上 
50人以上 3,800,000 3,800,000 4,600,000 

50人以下 1,210,000 1,210,000 2,010,000 

10亿日元以上50亿

日元以下 

50人以上 2,290,000 2,290,000 2,830,000 

50人以下 950,000 950,000 1,490,000 

1亿日元以上 

10亿日元以下 

50人以上 530,000 530,000 660,000 

50人以下 290,000 290,000 420,000 

1,000万日元以上 

1亿日元以下 

50人以上 200,000 200,000 225,000 

50人以上 180,000 180,000 205,000 

1,000万日元以下 
50人以上 140,000 140,000 140,000 

50人以下 70,000 70,000 70,000 

  （注）适用税率由各地方政府的细则规定，可能高于标准税率。 

 

法人住民税法人税率（标准税率）    

区市镇村民税 道府県民税 

6% 1% 

  （注 1）适用税率由各地方政府的细则规定，可能高于标准税率。 
（注2）资本金超过1亿日元的法人适用较高的「超额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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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法人事业税・地方法人特别税 
事业税的课税所得与法人税的课税所得几乎相同，但也有一些区别。例如，事业税的课税

所得中不包含通过境外固定设施获得的利润。此外，事业税制不认可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

科目的计入、技术相关等海外交易所得进行的特别扣抵等。事业税率由各都道府县制定，并

根据收入金额而增加税率。 

部分法人事业税作为国家税源征收，称为地方法人特别税，并重新分配给各都道府县，以

纠正各都道府县之间税收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a)资本金超过1亿日元的法人 

法人事業税(注1) 

付加价值率 资本率 所得率 

1.2% 0.5％ 1.0 

 

特別法人事業税 

基准法人所得比率额的260% 

 

b)資本金１亿日元以下の法人 

法人事業税(注1) 

 年所得区分 所得比率 

轻减税

率 

400万円以下 3.5% 

400万日元以上800万日元以下 5.3% 

800万日元以上 7.0% 

比例税率(注2) 7.0% 

 

特別法人事業税 

基准法人所得比率额（注3）之37% 

(注 1)表中的每个税率都是标准税率。每个都道府县都会在最高限额（各标准税率的 1.2 倍）

内规定适用的税率。 

(注 2）在 3 个以上的都道府县设立办事处开展业务，并且资本或出资金额在 1000 万日元

以上的法人适用比例税率。 

(注 3）"基准法人所得比率额"是指按照标准税率计算法人事业所得比率的税额。 

  

2-4)法人实际税率 
 上记、法人税、地方法人税、法人住民税、事业税、特别法人事业税合计之实际税率

如下：  

 2022 年 4 月 1 日以后 

财政年度开始日 

资本金超过 1 亿日元（注） 29.74％ 

资本在 1 亿

日元以下 

年所得 400 日元以下 25.89％ 

年所得 400 万日元以上 

800 万日元以下 
27.57％ 

年所得 800 万日元以上 33.58％ 
（注）资本金在 1 亿日元以上的法人，包含资本金在 5 亿日元以上法人的完全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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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折旧 
3-1)折旧性资产及折旧 

有形固定资产，如为了开展业务而所有的建筑物、建筑物附属装置、机械、设备、车辆等，

以及无形固定资产，如软件，通常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的资产被称为可折旧资产。 

另一方面，不随时间推移而降低价值的资产，如土地和古董等，不属于可折旧资产。 

购置可折旧资产所花费的金额在购置时并不是以全额费用计入，而是应该在资产的整个

使用年限内分摊计入。有法定耐用年数来规定使用年限。折旧是将购置费用以一定的方式

分配为每年的费用的程序。 

 

3-2)折旧方法 
有形固定资产有两种折旧方法：定率法和定额法。公司必须为每一类资产选择一种折旧方

法，并通知税务署。纳税人未能通知折旧方法，则采用法定的折旧方法，即定率法。 

对于建筑物和无形固定资产（1998 年 4 月 1 日或之后获得）以及建筑物附属设和结构（2016

年 4 月 1 日或之后获得），只允许采用定额法。 

每种折旧方法的折旧额计算公式如下。 

 計算式 

定率法 购置成本 x 折旧率 

定额法 

期初未摊销余额×折旧率（注 2） 

如上記的金額が低于保证摊销金额(注 3)以下时依下列公式计算。 

修订后购置成本(注 4)×修订的折旧率（注 5） 

（注 1）用于 2007 年 4 月 1 日以后供事業用。 

（注 2）2012 年 4 月 1 日之后购置的资产和该日期之前购置的资产适用不同的折旧率。 

 (注 3) 用资产的购置成本乘以与有关资产的使用年限相对应的保证率所计算的金额。 

(注 4) 调整前的未摊销额首次低于保证摊销额年度的期初未摊销余额。 

(注 5)与资产使用年限相对应的折旧率，以便此后的折旧费用金额与修订后的购置成本相

等。 

如果固定资产是在一个财政年度中间购置的，按实际用于商业目的的月数折旧，另外某

些固定资产可以根据《税收特别措施法》实行特别折旧计划。 

 

 

 

 

 

 

 

 

 

 

 

 

 

 



 

在日本设立公司及税金                              

 

11 

 

AIC 税理士法人 

3-3)耐用年数 
法人税法按"资产类型"、"结构"和"用途"规定了详细的法定使用年限，并以统一方式处理。 

使用年限少于一年或少于 100,000 日元的固定资产可以在其购置的财政年度内全额计入

费用。 

折旧率表 (适用于 2012 年 4 月 1 日以后取得的资产)      

耐用

年数 

定額法 定率法 耐用 

年数 

定額法 定率法 

償却率 修订的折旧率 保証率 償却率 修订的折旧率 保証率 

2 年 0.500 1.000 - - 18 年 0.056 0.111 0.112 0.03884 

3 年 0.334 0.667 1.000 0.11089 19 年 0.053 0.105 0.112 0.03693 

4 年 0.250 0.500 1.000 0.12499 20 年 0.050 0.100 0.112 0.03486 

5 年 0.200 0.400 0.500 0.10800 21 年 0.048 0.095 0.100 0.03335 

6 年 0.167 0.333 0.334 0.09911 22 年 0.046 0.091 0.100 0.03182 

7 年 0.143 0.286 0.334 0.08680 23 年 0.044 0.087 0.091 0.03052 

8 年 0.125 0.250 0.334 0.07909 24 年 0.042 0.083 0.084 0.02969 

9 年 0.112 0.222 0.250 0.07126 25 年 0.040 0.080 0.084 0.02841 

10 年 0.100 0.200 0.250 0.06552 26 年 0.039 0.077 0.084 0.02716 

11 年 0.091 0.182 0.200 0.05992 27 年 0.038 0.074 0.077 0.02624 

12 年 0.084 0.167 0.200 0.05566 28 年 0.036 0.071 0.072 0.02568 

13 年 0.077 0.154 0.167 0.05180 29 年 0.035 0.069 0.072 0.02463 

14 年 0.072 0.143 0.167 0.04854 30 年 0.034 0.067 0.072 0.02366 

15 年 0.067 0.133 0.143 0.04565 40 年 0.025 0.050 0.053 0.01791 

16 年 0.063 0.125 0.143 0.04294 50 年 0.020 0.040 0.042 0.01440 

17 年 0.059 0.118 0.125 0.04038  

 

3-4)少额折旧资产的特例 
属于蓝色申报法人的中小型企业等（不包括合并企业、正式员工超过 500 人的财政年度，

过去 3 个财政年度的平均年收入超过 15 亿日元的法人。 )取得可折旧资产(注)低于 30 万日

元，年间最高限额为 300 万日元，可在获得该资产的财政年度作为费用扣除。 

如果购置的可折旧资产超过 100,000 日元但低于 200,000 日元，也可以不采用以上方法，

选择在三年内以每年等额的方式将其折旧为零（称为一次性折旧）。 

(注)除作为主要业务的一部分的贷款外，其他贷款将被排除在外。 (实施日期待定)。 

 

4)不可算入成本的费用 
4-1)交际费与损赠 

根据《法人税法》，接待交际费和捐赠被认可为成本的范围是有限制的。 

具体而言 

*1.期末资本金额在 1 亿日元以下的公司，产生的接待交际费用在 800 万日元以内可全

额扣除，而超过 800 万日元的全部费用则不能扣除。 

*2.除资本金额超过 100 亿日元的公司外，交际费中仅饮食费的 50%可当作费用扣除。 

(因此，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可以在*1 和*2 之间进行选择）。 

根据税法，公司向公共设施或其他设施给予经济利益的赠与或无偿的供给而不求报偿

的行为被称为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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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的扣除限额通常为捐赠扣除前课税所得额的 0.625%和年末资本金额的 0.0625%之

和。 另外，针对关联公司的放弃债权、支付给关联公司的超过正常利率的利息也被视为税

收方面的捐赠。 

如果是外国法人在日本的分支机构，为计算接待交际费用和捐赠的最高可扣除金额，期

末资本额可以用外国法人的资产额与日本分支机构资产额的比率乘以外国法人的期末资

本金额。 

 

4-2)公司董事薪资 
根据《税法》规定，董事的薪金有扣减限制。 

董事会成员是法人税法上的董事，其中有同时是雇员的雇员董事和不包括在雇员类别

中的纯董事。由于《税法》的限制，雇员董事的薪酬需要分为作为雇员的薪酬和作为董事的

薪酬。  

外国公司在日本的分支机构的代表通常被认为是雇员，而不是董事，除非他或她是外国

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董事的工资通常可以扣除，但不合理的高额（实质依据）或超过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决

议的薪酬（形式依据）的部分不能扣除。 

给董事的奖金在满足事先向税务局提交申报等某些条件下是可以扣除的。如上述的雇

员兼董事员工部分的奖金与其他员工的奖金金额相似，并且以类似的方式支付，则作为可

扣除的成本，无需事先提交申报。 

董事的工资还包括经济利益，如以优惠的价格转让资产、为董事提供公司住房、无息贷

款、免除债务等，但上述交易必须是在合理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是，如果上述交易需以合

理的金额进行，并且每月固定，则被认为是工资而不是奖金，并可在税务上扣除。 

根据法人税法，董事的薪酬数额的变更需要依据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只有在财政年度

开始后三个月内才可以扣除。 如果在任何其他时间进行变更，则该变更部分不能在本财

政年度扣除。 

 

5)集团公司的税收 
5-1) 集团公司征税概述 
 集团公司税收是在 2010 年引入的，目的是根据公司集团综合运营的最新发展，提供符

合实际情况的税收。 

集团公司的税收制度将集团内 100%的公司视为一个单一的法律实体。 

*集团内部公司之间的具体交易被视为内部交易。 

*母公司的资本额被作为集团内部公司适用中小企业例外规定的标准。 

 

5-2) 须缴纳集团公司税的公司 
集团公司税适用于具有 100%集团完全控制关系的公司之间。 

完全控制被定义为直接或间接拥有 100%的股份，但如果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或股票期权持

有的股份占流通股的比例低于 5%（不包括库藏股），这些股份将被排除在流通股之外。 

完全控制关系还包括各方之间的完全控制关系（即母子公司关系）各方之间具有完全控

制关系的法律实体之间的关系（即兄弟公司关系）。 

 

5-3) 集团公司税收制度的各种规定 
适用集团公司税制的公司对应的规定包括以下内容 

*资产转让的利润或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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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之间转让某些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或损失被递延到将来该资产被转移到集团 

之外。 

*收到的捐款和收益 

对集团企业的捐赠全额不可扣除，而从集团企业获得的收益也是全额不算作收入。 (但

是，这一规则并不适用于顶点为个人股东的全资子公司之间）。 

*收到的股息不不算作收入金额。 

从全资子公司的股份中获得的股息不扣除负债利息。 

*不适用中小型企业特别规定 

以下是对资本在 1 亿日元以下即中小型企业（SMEs）的特别规定。这些特别规定并不适

用于资本在 5 亿日元以上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被征收集团公司税的中小企业。 

例如，外国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全资母公司的日元资本等值为 5 亿日元以上，则将不

适用特别规定。 

<适用于中小型企业的特别规定〉 

法人税的轻减税率，特定同族企业特殊税率的不适用， 

交际费用等的可扣除性的特别规定，可疑账款备抵的法定准备金率，因结转税收损失而

退还的税收损失。 

 

5-4)投资关系图 
如果一家国内公司有其他与其有完全控制关系的法律实体，如集团内的全资子公司、母

公司或兄弟公司，则需要在报税时附上一张图表，系统地显示与集团内具有完全控制关系

的最高级法律实体或个人的投资关系（"投资关系图"）。 

该图应根据该财政年度末的情况编制，系统地说明投资关系，并列出集团内各公司的公

司名称、缴税地点、税务管辖区、代表人姓名、业务种类、资本额以及决算期等项目。 但

是，如果集团中有大量的法律实体，就很难填写所有这些项目，所以可以使用单独的表格

来编制图表。下面是一个编制投资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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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人税法上的优惠政策 
当一个公司投资于设备或扩大雇用并满足一定条件时，法人税法设立了相应的优惠政

策。 主要的优惠政策有以下几点 
优惠政策 对象法人 条件 优惠政策内容 备注 

（１）促进中小企业投

资税制 （注１） 

属于蓝色申报

的中小型企业

（注 2）并经营

一定事业的法

人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购

置新机器等并供国内事

业用 

购置价格的 30%的

特别折旧或 7%的

税额抵免(注 3、4) 

符合条件的资产是：购置

的新品的机器、车辆、软

件等，其独立价值超过

一定金额。 

（２）强化中小企业经

营力 

属于蓝色申报

的中小企业（注

2）并经营一定

事业的法人 

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购置符合条件的资产，

并将其用于政府指定的

项目。 

即时折旧购置价格

的 100%或 7%的税

额抵免（注 5）。 

符合条件的资产是指根

据《强化中小企业经营力

法》认定的经营改进计划

购置的新品、机器设备、

工具、建筑付属设备，软

件等超过一定金额的。 

（３）促进中小企业涨

薪的税制（注６） 

属于蓝色申报

的中小企业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开始

的财政年度，支付给国

内雇员的工资与上一年

相比至少增加 1.5%。 

自前年度起支付的

薪资增加 15%（某

些情况下会更高）

的税收抵免（注

4）。 

 

（４）促进大型企业涨

薪的税制 

蓝色申报法人 

（包含中小企

业） 

2022 年 4 月 1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开始

的财政年度，支付给长

期雇员(仅限于雇用保

险的一般被保险者)的

薪资与上一年度相比增

加了 3%以上 

原则上，国内雇员

的薪资等支付额的

15%（某些情况下会

更高）可抵免税额

（注 4）。 

 

 

(注 1）不适用于过去三个财政年度的平均所得金额超过每年 15 亿日元的财政年度。 

(注 2）资本金额为 1 亿日元以下的公司。 但是，由同一大规模法人（资本金额超过 1 亿日元的法人等）持有一半以上

已发行股份和由 2 个以上的大规模法人持有三分之二已发行的股份的公司则不包括在内。 

(注 3)税额减免政策只适用于资本在 3 千万日元或以下的公司。 

(注 4)税额减免限于当财政年度的法人税额的 20%。 

(注 5）资本金额在 3 千万日元以下的公司为"10%"。 

 

 

 

 

 

 

7)移转定价税制的新制度 
  原则上的大企业有义务准备国别报告书（CBC 报告）、事业概况报告书（主体文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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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定价同期资料（本地文件）。 

 

7-1）ＣＢＣ报告和主体文档 
跨国集团的最终母公司或成员公司，在上一个财政年度的合并总收入达到 1000 亿日

元以上的日本国内法人则有义务进行申报。 

 

7-2）转移定价同期资料 
有国外关联交易的法人必须在提交纳税申报的最后期限前准备好档案，原则上要保

存 7 年。 (同时有文书化义务)。 

当与一个跨国关联法人的交易金额在 50 亿日元以上或无形资产交易在 3 亿日元以上

时，要准备和保存转移定件同期资料文件。即使不在当地的文件准备范围内的，如果在税

务审计期间被要求的话，也必须准备和提交这些文件。 
 

  



 

在日本设立公司及税金                              

 

17 

 

AIC 税理士法人 

8)租税条约的概述 
 税务条约是 "为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所得税方面的逃税而缔结的条约"，主要目的是消

除双重征税和防止在国际商业交易和投资交易中发生的逃税，如股息、利息和版权及其他

权利的使用费等。  

截至 2022 年 4 月 1 日，日本是 82 个条约和 149 个国家和地区的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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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人的其他税金 
1)消費税 

1-1）基本结构 

消费税原则上是以所有国内的商品销售、劳务提供以及从保税区提取的进口的国

外货物，为征税对象的税收，属于征税范围广泛的一般消费税，在交易的各阶段都

会产生。 
消费税不是由企业承担，而是包含在企业销售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中，并逐一转嫁，最终

由消费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承担。也就是说，为了避免在生产、流通的各阶段的双

重、三重课税，需要从销项消费税中扣除（注）相关进项消费税额，形成消费税不累

积征税的纳税结构。 
(注）2020 年 10 月 1 日或之后获得的住宅出租楼时进项消费税不在扣除范围之内。  

 

1-2) 消费税的征收 
课税交易 

消费税的课税对象仅限于"国内交易"和"进口交易"；在国外进行的交易不列入课税对

象。 

国内交易的课税对象，是企业在日本国内为获取对价而进行的资产转让，租借或劳务提

供的交易。 

在进口交易中，从保税区提取的外国货物为课税对象。 

(国外提供的电信服务) 

国外企业通过互联网向日本的消费者或企业提供的电子书、音乐发行等是被归类为国

内交易属于消费税课税交易。以消费者为对象的交易则国外企业有纳税义务，以国内企业

为对象的交易，则国内企业在购买时有纳税义务。(逆向征税) 

 

出口免税交易 

课税企业从国内出口和向非居住者提供服务，可作为出口交易免征消费税。 

但是，在日本国内的资产的运输．仓储以及在日本的饮食，住宿等不被视为出口交易，

而属于课税交易。 

 

非课税交易 

 由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广泛的一般消费税的性质，不适合作为课税对象，或是从社

会政策角度来看不宜课税的交易可归属于非课税交易。 

具体来说，包括土地的转让与出租，有价证券等的转让，货币和虚拟货币等支付手段的

转让，储蓄和贷款的利息，邮票和礼品券等的转让，行政手续费用，外汇费用，社会保险的

医疗费用，护理和社会福利服务，学校学费和教科书费，住房的租借（注）等 17 个项目被认

为是非课税交易。 

(注）之前只有合同上明确为居住用途的情况下才被认可是非课税交易，但从 2020 年 4

月 1 日起，即使合同上没有明确说明租借的用途，根据租借的情况判断明显是用于居住

的，也会被认可是非课税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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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课税的交易 

不属于上述任何类别的交易为不课税交易，不需要缴纳消费税。包括税金、薪资、捐款

和损害赔偿等。 

 

消費税的交易类别 

企业进行的交易 
国内交易 

资产的转让等 

17 项 非课税交易 

上记以外 
课税交易 

免税交易 

资产的转让等以外的交易 不课税交易 

国外交易 不课税交易 

进口交易 
非课税交易 

课税交易 

 

1-3）纳税义务人 

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分为从事国内课税资产转让等的纳税人和从保税区提取应税货

物的纳税人（包括非企业的个人）。 

但是，在基准期间（注 1）内应税销售额在 1000 万日元以下的企业为免税企业（注 2）。 

免税企业即使从事应税资产的转让等，在该课税期间不会被征收消费税。但是，在这种

情况下，应税采购及应税货物所产生的进项消费税也不能抵扣，因此以出口为主的企业或

企业设立初期预计进行高额设备投资的企业，预估销项消费税比进项消费税少时，可以向

税务署长提交课税企业选择申请表，而成为课税企业，可申请退还进销项消费税差额。 

(注 1）纳税者为法人时，基准期间原则上是指该财政年度的前前财政年度。 

(注 2）即使基准期间的应税销售额在 1000 万日元以下，特定期间的应税销售额（注 3）超

过 1000 万日元的情况下，该公司就成为消费税的课税企业。 (特定期间中

1,000 万日元的判定，除应税销售额之外还可以采用工资等支付金额代

替。) 

(注 3）如果是公司法人，原则上是上一财政年度开始后 6 个月。 

如果是新成立的企业，第一年度和第二年度因为没有基准期间，所以原则上为免税企

业。但是，事业年度开始日资本金在 1 千万日元以上的法人，在该纳税期不能免除纳税义

务，公司成立最初两年为课税企业。第三年以后因存在基准期间，按照基准期间的应税销

售额决定纳税义务。 

 

1-4）消费税额的计算方法 
消费税率为10%（国家税7.8%，地方税2.2%）。 

酒类及店内饮食以外的食品、饮料类和每周发行两次以上的报纸类（基于定期订阅契

约）适用8%的轻减税率（国家税6.24%，地方税1.76%）。 

应缴纳的消费税额计算如下："应税销售的消费税-应税采购的消费税"。 “应税销售”是

指应税交易的销售金额与出口交易等免税销售的金额之和，而 "应税采购"是指在国内的

应税采购和从国外进口的应税货物的价格之和。 

从应税销售的消费税额中扣除应税采购等的消费税额（以下简称”进项税抵扣”）有两种

计算方式：原则法（原则课税）和简易法（简易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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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原则课税的进项税抵扣 
以原则课税计算时，进项税抵扣金额根据"应税销售比例”进行分类。 

应税销售比例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税销售额比例」＝「课税期间的应税销售额」÷「课税期间的总销售额」 

分母"总销售额"是指在日本转让资产等的等价金额的总和（应税销售额+出口销售额+非

课税销售额），分子"应税销售额"是在日本转让应税资产的等价金额的总和（应税销售额+

出口销售额）。  

「应税销售额比率为95%以上」，且应税销售额年间在5亿日元以下，则应税采购等的消费

税全额从应税销售额的消费税中扣除。 

另一方面，「应税销售额比例低于95%」或应税销售额超过年间5亿日元时，则只能从应

税销售额的消费税金额中扣除相对应的应税采购的消费税部分。 因此，按照以下方法

（A）或（B）计算的进项税抵扣从应税销售的消费税中扣除。 

进项税抵扣 

应税销售额比例在９５％以上 

年度应税销售额在 5 亿日元以下 
全额抵扣 

应税销售额比例在９５％以下 

年度应税销售额在 5 亿日元以上 

个别对应方式计算(A) 

一次性按比例分配方式计算(B) 

 

(A) 个别对应方式 

课税期间的应税采购等的所有消费税分为三类：（1）仅与应税销售相对应的消费

税，（2）仅与非课税销售相对应的消费税，（3）同时与（1）和（2）相对应的消费税。分类后，

进项税抵扣金额按照以下方式计算。 

进项税抵扣 ＝ ① ＋（ ➂ × 应税销售额比例 ） 

 

(B) 一次性按比例分配方式 

这种方法适用于应税采购的消费税等不属于上述（A）的三类情况。 不过，即使

应税采购是属于上述类别，也可以选择这种方法。 

分类后，进项税抵扣金额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进项税抵扣 ＝ 应税采购等的消费税额 × 应税销售额比例 

 
如果选择了一次性按比例分配方式，在连续应用至少两年后才有可能改用个别对应方

式，因此，有必要考虑在两年内选择哪种方法更有利。 

从个别对应方式改为一次性按比例分配方式没有任何限制。 

为了进行进项税抵扣，记录应税采购事实的账簿和发票及其他证明事实的文件都必须

保存下来。 如果两者都没有保留，则该交易不能进行消费税抵扣。账簿和发票等必须按税

率（10%和 8%）区分处理（区分记载发票等保存方式）。 

另外，自 2023 年 10 月起，有必要保存已向税务署提出申请登记的课税事业者发行的

「适格请求书」。（适格请求书等保存方式）。 

(注)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已开始登记申请；为了从 2023 年 10 月起进行登记，必须要

在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提交申请。 

 

1-6)适格请求书等保存方式（发票制度） 
适格请求书等保存方式（发票制度）将从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实行。只有适格请求书发

行事业者（以下简称 "登录事业者"）才能开具适格请求书（以下简称 "发票制度"）。 以下

是新制度的一些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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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a) 导入时间表 

 

 

 

 

 

 

 

 

 

 

 

 

 

 

希望成为登录事业者的企业必须提交登记申请书。提交后，税务署将通知申请人登录号

码。 

 

1-6-b) 适格请求书和区分记载发票（现行）的区别 

发票制度是卖方告知买方确切的适用税率、消费税金额等的一种形式。 

具体来说，现行的区分记载发票的记载事项（以下的①～⑤）的基础上，追加⑥～⑧项。 

① 请求书发行事业者姓名或名称 

② 交易日期 

③ 交易内容（适用轻减税率对象的项目）。 

④ 区分税率，交易对价合计额 

⑤ 接受方事业者的姓名或名称  

⑥ 登录号码 《仅课税事业者可登录》  

⑦ 适用税率 

⑧ 按税率区分的消费税额等。 

 

1-6-c) 发票制度 

 在发票制度下，作为卖方的登录事业者，必须在买方（课税事业者）提出要求时交付发票

（并且必须保留所交付的发票副本）。 

原则上，买方需要保留卖方即已登录事业者交付的发票，以便进行进项税抵扣。 

 

1-6-d) 免税事业者 

免税事业者和个人不能申请成为登录事业者，因此不能发行发票。即买方从免税事业者

收到的发票不能用于在计算进项税抵扣。 (目前有五年的过渡性措施）。 

这意味着，免税事业者如果想成为登录事业者，必须选择成为课税事业者。 

 

1-7) 简易课税制度的进项税抵扣 
简易课税制度是根据应税销售额计算应缴纳消费税额的制度。 

具体来说，应税销售的消费税乘以各企业类别的“对应采购率”来计算进项税扣抵。 

这是一种只需根据应税销售额计算应缴纳消费税的简便办法，无需像原则课税制度一

登记申请书 
自 2021 年 10 月１日 

可申请提交。 

2021 年 10 月 1
日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接受登
录，原则上登记申请书的提交期

限至 2023 年 3 月 30 日。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开
始导入发票制度。 

2023 年 10 月 1 日 2023 年 3 月 31
日 

区分记载发票（现行） 适格请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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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需要根据实际应税采购金额来计算消费税。 

申请的条件是：基准期间的应税销售额在 5,000 万日元以下，并且在选择适用简易课税

制度的课税期间开始日的前一日为止向税务局提交申请。 

 

简易征税制度的事业区分及对应购买率 

事业区分 适用事业 对应购买率 

第一种 批发业 90% 

第二种 零售业 80% 

第三种 制造业､建筑業､矿業､农林水产业等 70% 

第四种 饮食店业等、第一、二、三、五、六种以外的事业 60% 

第五种 金融・保险业､运输通信业、服务业(饮食店业除外) 50% 

第六种 不动产业 40% 

 

对于只经营一种事业的企业，进项税扣抵为应税销售额乘以对应购买率。 

经营事业有两种以上的情况，需要按各交易区分应税销售额。如果不进行区分，则只

使用较低的对应购买率来计算进项税扣抵。因此，对于经营一种以上事业的企业来说，

首先正确确定公司的业务分类，对各交易进行分类，以便计算税额抵扣，对企业较为有

利。 

 

1-8) 课税期间、申报和纳税 
公司法人的课税期间，原则上与财政年度一致，但是如果事先申请，也可以划分为每

三个月或每一个月。 

申报消费税需要在课税期间期限日之次日起两个月内向税务署提交申报书，并缴纳

与该申报有关的消费税。 (如果公司没有应税销售，同时也无需缴纳消费税，就没有义

务提交申报书）。 

如果前一个课税期间的年税额超过48万日元，则需要中间申报，需要在中间申报期的

末日之次日起两个月内进行中间申报和纳税。 

在课税期间结束后，支付的税款超过收到的税款，进行申报即可退还消费税。  

前一课税期间的确定税额 中间申报・缴纳次数 中间缴纳税额 

4800 万日元以上 年 11 回 前一课税期间的确定税额之 12 分之 1 

400 万日元以上 年 3 回 前一课税期间的确定税额之 4 分之 1 

400 万日元以下 

48 万日元以上 
年 1 回 

前一课税期间的确定税额之 2 分之 1 

48 万日元以下 不须中间申报・缴纳 

此外，如果对各中间申报期进行临时性的结算申报，则可以根据结算申报所计算出的

税额进行中期申报和纳税，用以代替上述那样根据前一年的实际结果进行中期申报和

支付。该选择在因为上一年度盈利而导致根据上一年度实际业绩计算的应缴税额过多，

负担过大的情况下是有利的。另外，即使临时结算申报的计算税额为负数，也不能获得

退税。 

如果有中期纳税，那么在提交最终纳税申报时，中期缴纳的总金额将从年度税额中扣

除。 

对于应税货物，打算从保税区带走应税货物的一方应向海关关长提交进口申报，并支

付货物的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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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消费税金额包括在上述1-5）的进项税抵扣的计算中。 

 

2)固定资产税，都区市镇村计划税 
每年 1 月 1 日，土地，房屋及折旧资产的现持有者即为纳税义务者。 

课积对象 土地・建筑物 折旧资产（注） 

纳税义务者 每年 1 月 1 日登录在法务局的个

人、法人所有者 

每年 1 月 1 日持有可折旧资产

的事业者 

免税点 土地 30 万日元、建筑物 20 万日元 150 万日元 

税率 1.4%＋都市计划税(0.3%以下) 1.4% 

课税标准 按区市镇村政府独立评估的金额课

税 

以购置成本为基准，每年对依据

定率法评价递减后的金额课税。 

申报期限 (不用申报) 1 月 31 日 

缴纳 4 月、7 月、12 月、2 月中由区市镇村政法条例规定缴纳日期，普通征

收方式缴纳。 

其他 住宅等有减免特例 一次性折旧資産为对像外 

（注）如果中小型企业获得区市镇村政府的引进先进设备的计划的认定，在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购置了某些机器、工具、家具和固定装置以及建筑配件，根据各区市镇村政府的细

则，折旧资产税将在 3 年中减免一半，最高可减免至零。 

 

3)事业所税 
事业所税为人口在 30 万以上的都区市镇村、事业所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或员工人数

在 100 人以上为征税对象。简述如下。 

税    额：资产比率 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600 日元 

雇员比率 雇员工资总额的 0.25% 

申报期限：法人：在财政年度结束后 2 个月内提交 

     个人：3 月 15 日前申报 

纳税期限：与申报截止日期相同 

 

4)不动产购置税 
 对通过买卖等方式获得不动产（土地、建筑物）的法人和个人征税。 (不论是否注册）。 

课税标准：获得的不动产的固定资产税评价额。 

税率    ：4% 

免税点  ：土地：100,000 日元 

     建筑物：230,000 日元/1 户，其他：120,000 日元/1 户 

非课税交易：依继承、公司合并或分割而获得的 

※住宅用土地等满足一定的要件，则有可能减免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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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劳动成本相关的税金和社会保险 
1)薪资所得 

薪资所得者须缴纳所得税。扣缴对象包括月薪、工资、董事薪酬等和拥有此类性质的报

酬。应注意的是，除了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薪资外，汽车、公司住房、贷款利息、抚养家族的

学费、个人应负担的健康保险・厚生年金保险、医疗费用等应属于私人的费用，由雇主承担

的情况，则作为实物薪资应算入薪资所得中计算所得税。 

但是，每月一定金额以内的通勤交通费、与工作调动有关的搬家费、高于市场利率的贷

款利息以及与常驻外国人和非居住者的回国相关费用（规定次数内）不需要课税。 

此外关于公司住房，如果将相应租金的金额作为个人负担而征收，则该部分不会被课

税。 (相当于租金的数额如下页的表格）。 

 

薪资所得扣除金额速算表（2020 年以后） 

工资所得总收入金額 
薪资所得扣除额 

千元以上 千元以下 

0 1,800 
薪资所得总收入金额×40％-10 万日元 

未满 55 万日元为 55 万日元 

1,800 3,600 薪资所得总收入金额 x 30%+ 8 万日元 

3,600 6,600 薪资所得总收入金额 x 20%+ 44 万日元 

6,600 8,500 薪资所得总收入金额 x 10%+ 110 万日元 

8,500  195 日元（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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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雇员住宅的处理 
公司董事或雇员使用公司住宅时，如公司不向其收取相应租金的金额，则在税务上被视

为实物工资，所以通常需要从工资中扣除相应租金的金额。相应租金的金额是根据土地、

建筑物的固定资产税的标准额及面积计算，计算式如下。 

 

使
用
人 

相
应
租
金
的
金
额 

（建筑物的固定资产税之课税标准额×0.2％） 

＋ 

（12 円×建筑物总面积㎡/3.3 ㎡） 

＋ 

（土地的固定资产税之课税标准额×0.22％） 

课
税
对
象 

无偿出租时 相应租金金额的课税 

征收个人负担部分时 

（相应租金金额的 50％以上） 
非课税 

征收个人负担部分时 

（未满相当于租金金额的 50％） 
相应租金金额与个人负担部分的差额课税 

董 
 
 

事 

相
应
租
金
的
金
额 

豪华社宅 

地面面积超过 240 ㎡、 

豪华的装潢（内外装、租

金・高价格） 

时价 

小規模 

住宅 

地面面积于 132 ㎡以下

（建筑物的耐用年数超过

30 年、99 ㎡以下） 

（建筑物的固定资产税的课税标准额×0.2％） 

＋ 

（12 円×建筑物总面积㎡/3.3 ㎡） 

＋ 

（土地的固定资产税的课税标准额×0.22％） 

其他 

自己持有 

（建筑物的固定资产税的课税标准额×1％） 

＋ 

（土地的固定资产税的课税标准额×0.5％） 

租用社宅 
实际租金的 50％与上述金额 

两者中较高者为准 

课
税
对
象 

无偿出租时 相应租金金额的课税 

征收个人负担部分时 

（相应租金金额的 50％以上） 
相应租金金额与个人负担部分的差额课税 

征收个人负担部分时 

（未满相应租金金额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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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付给海外董事的薪资 
日本公司支付给非居住者董事的薪资被视为在日本赚取的所得，应在日本纳税，即使该

服务是在国外提供的。  

 

4)各种扣抵 
4-1) 薪资所得者的特定支出扣抵 
对于薪资所得者来说，有超过上列薪资所得扣除金额的 50%的特定支出时，通过申报可

扣抵超出的部分。 

特定支出包含通勤费、因工作调动产生的搬迁费（旅费、住宿费和运费）、工作上直接需

要的培训费、资格取得费、书籍、服装和交际费等。 

工作上直接需要的书籍、服装和交际费用被称为 "与工作有关的费用"，与工作有关的

费用的上限为 65 万日元。 

对于特定的支出，需要工资支付者规定的证明，且必须要进行个人所得税申报。 

 

4-2) 保险费的扣抵 
健康保险费和厚生年金等保险费可以全额扣抵。 

另外，生命保险、看护医疗保险和个人年金保险的保费可以扣除，总额不超过 120,000

日元。 (看护医疗保险费适用 2012 年以后签订的保单）。 

地震保险费最多可以扣除 50,000 日元，10 年以上的长期损害保险，在到期时有退还金

的也可扣抵最多 15,000 日元。不过，地震保险费和长期损害保险费的扣抵总额上限为

50,000 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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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个人扣抵 
配偶和受抚养人等个人扣抵也可从所得税和住民税中扣除，其中主要内容如下｡（注１）

       

主要个人扣抵（2020 年以后） 

名称 所得税扣抵 住民税扣抵 

基础扣抵 48 万日元 

如个人所得超过 2,400 万日元，则扣抵

金额为 0~32 万日元 

43 万日元 

如个人所得超过 2,400 万日元，则扣

抵金额为 0~29 万日元 

配偶扣抵 

（注２） 

取决于个人所得 

38 万日元、26 万日元、13 万日元 

（如配偶年龄在 70 岁以上为、 

48 万日元、32 万日元、16 万日元） 

取决于个人所得 

33 万日元、22 万日元、11 万日元 

（如配偶年龄在 70 岁以上为、 

38 万日元、26 万日元、13 万日元） 

配偶特别扣抵 

（注２） 

取决于本人及配偶所得 

1 万日元～38 万日元 

取决于本人及配偶所得 

1 万日元～33 万日元 

抚养扣抵  

未满 16岁 对象外 对象外 

16 岁以上 

未满 19岁 38 万日元 33 万日元 

19 岁以上 

未满 23岁 63 万日元 45 万日元 

23 岁以上 

未满 70岁 

（注３） 38 万日元 33 万日元 

70 岁以上 48 万日元 38 万日元 

(注 1）领取工资的居住者，在非居住者的亲属中有接受以上个人扣抵时，于支付薪资时

或年末调整时，需要向薪资支付者提交或提示「亲属关系文件」或「汇款相关文

件」。另外，在个人所得税申报时需要接受这类扣抵的话，除已经向薪资支付者提

供上述资料者以外，需要在提交确定申告表时提交或提示「亲属关系文件」和「汇

款相关文件」。 

(注 2) 配偶扣抵和配偶特别扣抵只能适用一项。 此外，如本人的所得超过 1000 万日元

时，两项扣抵额皆不适用。 

(注 3）2023 年以后，年龄在 30 至 70 岁之间居住在国外的亲属除留学生、障疾人士外适

用抚养扣抵。 

 

5)源泉所得税及薪资计算 
薪资所得者的薪资为每月源泉所得税扣缴对象。 

征收源泉所得税金额是根据下表“薪资所得源泉征收税额表”来计算，取决于薪资金额

和抚养人数（非居住者无论金额和抚养人数如何，都会被征收 20.42%的源泉所得税）。  

为确保所得税的适当征收，薪资所得者必须通过薪资支付者向税务署提交一份抚养扣

抵申报表（包含抚养家族的姓名和其他详细信息）。支付薪资时，薪资和通勤交通费等支付

项目和源泉所得税和社会保险费等扣抵项目都要分别计算，用支付项目总额扣除扣抵项

目总额后的金额支付给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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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所得的源泉征收税额表 (2022 年部分内容) 

当月扣除社会保险费后的薪资等金额 抚养亲族等人数 

元以上 元以下 
0 人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税额 

: : : : : : : 

338,000 341,000 11,610 8,370 6,720 5,110 3,480 

341,000 344,000 11,850 8,620 6,840 5,230 3,600 

344,000 347,000 12,100 8,860 6,960 5,350 3,730 

: : : : : : : 

-薪资计算例- 

<前提条件> 

*非公司董事、年龄未满 40 岁 

*抚养亲族 3 名（妻子、小孩（16 岁以上未满 30 岁）2 名） 

*当月的薪资金额（扣除所得税、社会保险费前）400,000 日元 

*通勤交通费月额 20,000 日元 

*社会保险费(下記、8-2)费率） 

健康保险费 20,951 日元、厚生年金保险费 37,515 日元、雇用保险费 1,260 日元 

   

<计算源泉所得税> 

社会保险费扣除后的薪资等金额 ＝ 

400,000 日元-20,951 日元-37,515 日元-1,260 日元＝340,274 日元 

上记薪资所得源泉征收税额表中 340,274 日元・抚养人数 3 人→源泉征收税额 5,110 日

元。 

<薪资明细例> 

支付项目 扣抵項目（注）  

薪资月额 400,000 健康保险费 20,951  

通勤交通费 20,000 年金保险费 37,515  

   雇用保险费 1,260  

   源泉所得税 5,110 
 

      扣抵后给付额 

合  計 420,000 合  計 64,836 355,164 

  

（注）除此之外，个人住民税通常要从每月月薪中扣除。个人住民税为当年所得乗于下记

5 的税率计算年间税额。原则上，从次年 6 月至次次年 5 月的 12 个月期间，从月薪中扣除

年度税额的 1/12。扣除的税额通过公司支付给区市镇村政府。 

*参考 在上述薪资实例中，雇主和雇员各自对社会保险费应负担额如下。 

                        （单位：日元） 

 事業主 本人 

健康保险费 20,951（51.10/1,000） 20,951（51.10/1,000） 

厚生年金保险费 37,515(91.50/1,000) 37,515(91.50/1,000) 

雇用保险费 2,730(6.5/1,000) 1,260(3.0/1,000) 

劳灾保险费 1,260(3.0/1,000) - 

合計 62,456(152.10/1,000) 59,726(145.6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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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所得税率 
个人的税金由所得税和住民税构成。如果个人经营事业或从事专业的职业，还会被课征

3%至 5%的个人事业税。 

非居住者纳税人通常没有上述的各种扣抵额，原则上按 20.42%的税率扣除源泉所得税

完成课税。不过根据所得的种类，通过申报有可能降低税率。 

另外，日本公司支付的股息、利息收入、年金和奖金也会被课征源泉所得税。 

所得税根据所得金额按 5%-45%的累进税率征收，如下表所示。 

 所得税率         

课税总所得金额 
下限金额的基本税额 超额部分的税率 

以上 以下 

 195 万日元 0 5% 

195 万日元 330 万日元 97,500 日元 10% 

330 万日元 695 万日元 427,500 日元 20% 

695 万日元 900 万日元 636,000 日元 23% 

900 万日元 1,800 万日元 1,536,000 日元 33% 

1,800 万日元 4,000 万日元 2,796,000 日元 40% 

4,000 万日元  4,796,000 日元 45% 

  （注）算出税额的 2.1%作为复兴特别所得税被单独征收。（至 2037 年） 

 

个人的住民税为：都道府县民税和区市镇村民税，都各有所得税部分和均摊税部分。所

得税的税率统一为 10%（都道府县级居民税为 4%，区市镇村级居民税为 6%），而均摊税为人

均每年约 5000 日元（注）。  

(注)大阪市居民：5,300 日元（府民税 1,800 日元+市民税 3,500 日元）。 

东京都居民：5,000 日元（都民税：1,500 日元+区市镇村民税：3,500 日元）。 

 

7)申报与纳税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日本的税法也是自主申报制度。 

通常情况下，纳税人需要在申报书上记载自己的收入及支出，自行计算税额然后申报，

并缴纳申报的金额。但是，当年的薪资等收入金额在 2000 万日元以下（这种情况下，只需

要薪资支付者的年终调整即可完成课税）或其他所得金额在 20 万日元以下等某种特定情

况时，纳税人不需要进行个人所得税申报。 

从薪资中扣除预扣税款的非居住者，只要税款被正确扣除，就不必进行个人所得税申

报。 

已婚也不必提交合并申报书，只要对每一种所得进行申报即可。 

上一年度的所得税申报和纳税必须在次年 2 月 16 日（注）到 3 月 15 日之间进行。（注）

如为退还税款申报，在此日期之前也可进行。 

已提交上一年度所得税申报书，且扣除源泉所得税后的税款在 150,000 日元以上的人，

需要分别在 7 月 31 日和 11 月 30 日之前缴纳上一年度税款的三分之一，作为预缴税款。

申报应缴税款少于该预缴税款或预付的源泉所得税时，所得税申报后会返还多缴部分。 

 

8)居住形态及课税所得的范围 
依个人其居住的型态，对每一类所得规定不同的所得税・居民税率。 

非居住者（指居住者之外，在日本没有住所或未在日本居住超过一年的个人）无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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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国内、国外，在日本赚取的所得需要被课税。 

但是，如果薪资或报酬符合某些要求，如每年在日本的逗留时间不超过 183 天，并向主

管税务署提交 "租税条约相关申请书"，则可免于课税。 

居住者中，不具有日本国籍的居民，在过去十年中在日本居住不满五年者，按非永久居

民课税。非永久居民者不仅在日本赚取的所得需缴纳日本所得税外，汇入日本的境外 

所得也需要被课征日本所得税。 

非居住者・非永久居住者以外的所有个人视为永久居住者课税。属于永久居住的居民应

就其全世界所得缴纳日本的所得税。但是在日本和国外所得被重复课税时，该部分可进行

税收抵免。  

居住形态的后分及と依居住形态课征所得的范围 

 

9)社会保险制度 
日本的社会保险制度包括健康保险、看护保险、厚生年金保险、雇用保险和劳灾保险。 

 

9-1）健康保险、看护保险和厚生年金保险  
健康保险为公司员工及其抚养家属生病、受伤、生育或死亡时提供必要的保险补贴的制

度。 

看护保险是由国民支付的保险费作为财源，为需要看护者提供看护服务的制度。 

另外，厚生年金保险在员工年老、残疾或死亡的情况下，在国家基本年金的基础上再提

供保险补贴的制度。 

所有全职员工和受薪董事都可以加入健康保险和厚生年金保险。此外，即使是合同员

区分 有无日本国籍 居住期间 

过去 10 年间有住所

期间或有居所的期

间总计 

居住形态 

有住所 

有 

 

超过 5 年 
永住者 無 

有 
5 年以下 

無 非永住者 

没

有

住

所 

有居所 

有 

持续居住 1 年

以上 

超过 5 年 
永住者 無 

有 
5 年以下 

無 非永住者 

 未满 1 年 
 非居住者 

无居所  

 

国内源泉所得 国外源泉所得 

国内

支付 

国外

支付 

国内

支付 

国外支付 

汇入国内部分 未汇入国内部分 

居

住

者 

永住者 

 課 

 

非永住者 税  

非居住者  非      課 税 



 

在日本设立公司及税金                              

 

31 

 

AIC 税理士法人 

工、兼职员工等短期员工，与从事相同工作的一般员工相比，1 日或 1 周的工作时间和 1

个月所规定的工作日数两者大概超过 3/4 即属于加入对象。(拥有 501 名以上员工的公司

即使不符合上述要求，也属于加入对象。) 

健康保险的加入者在 40 岁至 65 岁之间需要加入看护保险。 

上述各项保险的保费由雇主和雇员平均分摊。雇员的部分基本上是从月薪（奖金）中扣

除，与雇主的部分一起由雇主在下个月月底前缴纳。 

 

9-2)雇用保险、劳灾保険 
雇用保险是员工在失业或继续就业有困难时提供必要补贴，以稳定员工生活和促进员

工重新就业为目的的制度。 

劳灾保险为，员工在工作中或上班途中受伤，因工作而发生疾病或死亡时，为保护被保

险者或遗属而提供必要的保险补贴的制度。 

原则上，所有雇员除公司董事外，都必须加入雇用保险。合同员工和兼职员工等短期员

工，「预计持续工作 31 日以上，并且每周工作时间在 20 小时以上」的情况下就有义务加入

雇用保险。劳灾保险为凡有雇用员工的企业，无论其雇用形态（正式员工、合同员工或兼职

员工），所有劳动者皆为加入劳灾保险的对象。公司法人代表（如代表董事）不可加入劳灾

保险。公司代表人以外的董事原则上也不可加入，但是董事兼有雇员身份，属于劳动者性

质时，则可以加入。此外，公司法人代表的同居亲属成员原则上也不可加入，但其与其他

员工有相同的就业性质，且不是公司董事时可加入劳灾保险。 

雇主和雇员各自支付一定比例的雇用保险费。雇员负担部分基本上是从月薪（奖金）中

扣除。雇员的劳灾保险费完全由雇主承担。 

雇主在每年 4 月至次年 3 月计算年度保险费，雇主负担部分和雇员的负担部份在每年 7

月一起缴纳（如果缴纳金额超过一定金额时，可分三期于每年的 7 月、10 月和 1 月缴纳）。 

每月薪资所得扣缴保险费率表（2022 年度） 

 保险费率 雇主負担率 雇员負担率 

健康保险费 102.20/1,000(注 1) 51.10/1,000 51.10/1,000 

看护保险费 16.40/1,000(注 1)  8.20/1,000 8.20/1,000 

厚生年金保险费 183.00/1,000  91.50/1,000 91.50/1,000 

雇用保险费 9.50/1,000(注 2) 6.50/1,000 3.00/1,000 

劳灾保险费 3.00/1,000 (注 3) 3.00/1,000 - 

(注 1) 费率依各都道府县略有不同。上表为会健康保险协会大阪分会自 2022 年

3 月起的费率。 

(注 2)「一般企业」的 2022 年 4 月～9 月的费率。 

   「一般企业」的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3 月的费率变为雇主負担率

8.50/1,000、雇员負担率为 5.00/1,000。 

(注 3)「其他各种企业」的费率。（费率因行业而异。） 

 

9-3)社会保障協定 
概要 

随着国际交流日益活跃，未来越来越多的人在国外工作和生活，在国外工作时，需要同

时加入本国和目的地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将会产生双重保险费负担的问题。另外由于各

国年金制度的要求，可能需要加入一定年数才能领取年金，或者不满足领取年金的要求最

后导致缴纳的保险费无法退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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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问题，两国之间签订了社会保障协议，目的是防止"双重负担社会保险费"和"

加入年金期间的通算"。 

日本已与下列国家缔结了社会保障协议。 (2022 年现在) 

德国 英国 韩国 美国 比利时 法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荷兰 捷克 西班牙 爱尔兰 巴西 

瑞士 匈牙利 印度 卢森堡 菲律宾 斯洛伐克 中国 芬兰（已签署未发行 意大利、瑞典) 

基本上，无论签定协议的国家，社会保障协议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只是许多方面的处理

方式因各国的制度内容不同而有所差异。 

 

签定协议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概要（2022 年 2 月現在、摘录如下） 

伙伴国 
防止双重加入社会保障制度的对象 

日本 伙伴国 

德国、 

英国、韓国 
国民年金制度 国民年金制度 

美国 

国民年金制度 

公共医疗保险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国民年金制度） 

公共健康保险计划（医疗保险） 

法国 国民年金制度、公共健康保险计划、公共労災保険制度 

加拿大 
国民年金制度 

国民年金制度（不包括魁北克省的年金制度） 

澳大利亚 退職年金保障制度 

中国 国民年金制度 国民年金制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赴日派遣人员加入制度 

*防止重复参保 

从派遣方派遣到日本分支机构或受雇于当地公司的人员，原则上只加入日本的社保。 

但是，被派遣到日本，预定期限为五年以内者（以下简称“临时派遣”）在特殊情况下，被

派遣的员工只需要继续加入派遣方所在国的社保，不需要加入日本的社保。为免除日本的

社保，被派遣员工必须加入派遣方所在国的社保，并在派遣期间继续与派遣方保持雇佣关

系。 

如持续在日本工作的时间比原预期的长，派遣方可以申请延长免除期。 

原则上，日本社保的免除期为 5 年，但在特殊情况下可给予延长。最长延长期取决于协

议。   

如果超过了最长延长期限，将根据原则加入日本的社保。 

就业状况 派遣期间 加入的社会保障制度 

协定伙伴国企

业的派遣 

预计在 5 年以内的短期派遣 协定伙伴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上列派遣者的派遣时间因意外情况

而超过 5 年时 

原则需加入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 

如取得两国同意可只加入协定伙

伴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预计超过 5 年的长期派遣 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日本当地录用 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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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临时派遣员工免除加入日本的社保，必须在派遣方所在国申请《参保证明》，取

得证明书后抵达日本时必须向年金事务所提交证明书。 

免除加入日本社保的临时派遣员工有配偶或子女居住在日本的，能维持生计者其配偶

或子女也可以申请免除加入日本社保。(如配偶或子女愿意加入日本社保的，也可以通过提

交申请书加入日本社保。) 

 

*由健康保险支付的海外医疗费用 

加入日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成员在其他国家接受医疗时，以在日本国内接受保险内治疗

的治疗费为基准来决定海外医疗费的支付额。海外医疗费的申请是向所加入的医疗保险

制度的保险公司提出。 

 

*国民年金的任意退出制度 

从伙伴国移住到日本者（可能是国民年金制度的第一类被保险人），在该伙伴国有年金

的参保期间，该参保年数与来日后至 60 岁止的参保年数累加后仍不具备领取日本年金的

资格时，可以选择任意退出年金制度。另一方面，如果过去获得任意退出批准，但是适用

《社会保障协定》累加年金的参保年数后，具备了领取日本的年金的资格时，可以根据要求

重新加入国民年金制度。 

 

9-4) 短期居留外国人退出年金制度及一次性给付退休金 
在日本加入年金制度的外国人需要归国时，如满足特定的条件，可以申请国民年金/厚

生年金的一次性返还金。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以下日本年金机构的网页。 

https://www.nenkin.go.jp/international/english/lumpsum/lumpsum.files/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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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録 
公的相談機関等の連絡先 

JETRO 対日投資・ビジネス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IBSC） 

電話 東京 03-3582-4684  

   大阪  06-4705-8650 

http://www.jetro.go.jp/ 

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ｎｖｅｓｔ Ｔｏｋｙｏ”？ 
https://www.investtokyo.metro.tokyo.l

g.jp/jp/ 

東京開業ワンストップセンター 

電話 03-3582-4943 

https://www.startup-

support.metro.tokyo.lg.jp/onestop/jp/ 

財団法人対日貿易投資交流促進協会 

（MIPRO） 

電話 03-3989-5151 

http://www.mipro.or.jp/ 

大阪外国企業誘致ｾﾝﾀｰ（О－ＢＩＣ） 
電話 06-6944-6298 

http://o-bic.net/j/ 

IBPC 大阪 企業誘致ｾﾝﾀｰ 
電話 06-6615-5522 

http://www.investosaka.jp/ 

日本公認会計士協会 
電話 03-3515-1120 

http://www.hp.jicpa.or.jp/ 

日本公認会計士協会 東京会 
電話 03-3515-1180 

http://tokyo.jicpa.or.jp/ 

日本公認会計士協会 近畿会 
電話 06-6271-0400 

https://www.jicpa-knk.ne.jp/ 

日本税理士会連合会 
電話 03-5435-0931 

http://www.nichizeiren.or.jp/ 

東京税理士会 
電話 03-3356-4461 

http://www.tokyozeirishikai.or.jp/ 

近畿税理士会 
電話 06-6941-6886 

http://www.kinzei.or.jp/ 

国税庁ホームページ（英語版） http://www.nta.go.jp/english/index.htm 

財務省ホームページ（英語版） http://www.mof.go.jp/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