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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書開始寫作之初，正值道瓊斯指數剛剛突破 28000 點，失業率

不斷創歷史新低。雖然中美之間在貿易和高科技領域的摩擦不斷升級，

但是全世界投資美國的勢頭仍然非常旺盛。我希望寫一本書，它能夠

幫助赴美投資人、創業者、中小企業業主、留美生活的各界人士、以

及財稅專業的學生等等，瞭解與工作和生活都息息相關的美國稅收制

度，合理制定適當的稅務規劃。這本書不僅要有理論依據，還要飽含

實踐經驗；不僅具備一定高度和廣度的概括性，還要注重適當的細節

描述，幫助讀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決定用中文撰寫不但是一次

大膽的嘗試，而且充分尊重中文讀者的閱讀習慣和理解方式。目前還

沒有一本用中文系統介紹和解讀美國稅法的專業書籍，希望本書給讀

者帶來更為親切的學習體驗。

美國稅法歷經了一百多年的發展，經過無數知名學者、律師、政

治家和稅務諮詢工作者對其孜孜不倦的研讀和修正，才得以形成今天

相對完整和順應歷史發展需要的體系。這個體系不是完美的，很多條

款仍需要後來人不斷的批判、改革和完善，但是目前美國的稅法體系

在促進經濟發展和重新分配社會總收入方面具有嚴謹、科學和力求公

正的特徵，也反映了美國民主政治的社會生態。

稅法是整個社會立法體系的一個部分，在美國也不例外。因此，

稅法的制定可以發生在聯邦、州、縣及城市等社會治理層級，極具多

樣性。本書重點闡述聯邦所得稅稅法的內容，涉及稅務記賬方法、應

稅收入和可抵扣成本費用的確認、對不同納稅人（個人、股份有限公

司及合夥制企業等）的稅務合規要求、以及對美國不動產投資和採礦

業經營的特殊稅法條款。除此之外，本書相關章節還概括地介紹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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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會兩院制定稅法的流程、除聯邦所得稅之外的其它聯邦稅種以及

常見的地方稅法綱要。

美國聯邦所得稅稅法內容 為廣闊，對地方所得稅立法具有重要

的指導意義。再者，聯邦所得稅合規是投資美國的各類企業、組織或

生活在美國的每個人根本無法忽視或回避的重要事項。如果讀者領會

了聯邦所得稅稅法的要義，那麼對其它稅法條款的理解也會變得容易

和迅速。為了讓更多人讀有所獲，本書在寫作時致力於遵守以下四個

原則：

專業性：用簡約的文字， 大程度地遵守稅法條款本身的呈現方

式來進行闡述。由於法典經常會使用特殊定義的文字，所以本書中建

立了一套中英對照的特殊定義詞彙檢索，以及按章節引用的參考文獻

或稅法條款檢索。對特殊定義的詞彙進行翻譯時，首先採用業界已有

的公認譯文。如果業界尚無統一的、相對準確和規範的翻譯，本書儘

量選擇能將英文詞彙的表層和深層含義都能貼切地表達出來的中文詞

彙，並在本書中統一使用。

實用性：稅法條款比較抽象枯燥，為了便於理解和實際使用，本

書採取大量的實際例證和貼切的舉例，深入淺出地分析講解實踐中如

何運用法律規定，並應對可能出現的變化，以達到理論和實踐的統一。

雖然法典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普遍的適用性，但是它仍然設有多層級

的判斷條件或排除條件，這無疑要求讀者在實際運用中要全方位地考

慮其適用性。

適度性：以常見常用為準繩，控制對某些過於複雜的稅法條款的

過量闡述。本書以有限的篇幅，清晰凝練地介紹美國稅法常見常用的

重要條款，同時依託其嚴謹的章節索引，幫助有興趣的讀者延伸學習

和研究。

非替代性：以分享知識、啟發思考為目的，無意也無法取代或替

代讀者自有的專業諮詢顧問。通過多年的專業諮詢服務經驗和實踐中

起伏跌宕的案例，本書希望幫助讀者從一定的高度領悟美國稅法條款

運用權限的邊界，通過閱讀學習建立識別風險點的能力，有的放矢地

提出問題，並能夠有效地與自己的專業諮詢顧問互動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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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個基本原則決定了本書的定位是一本建立在豐富實踐經驗

的基礎上，用中文系統闡述美國聯邦所得稅稅法的入門級通用工具書。

因為稅法規定有很強的時效性，所以對本書內容的更新也就義不容辭。

在闡述中，本書著重介紹法典的基本原則和重要條款，所以即便聯邦

政府每年或多或少地更新某些稅法條款，本書各章節仍能夠提供基本

的理論框架和歷史參照。本書發稿前，新一屆拜登政府正積極地試圖

通過和解法案的立法程序來推動新一輪的刺激政策和部分稅法條款變

更，預計今年內有望將《減稅及就業法案》中的部分規定予以撤除或

更新。

針對目前普遍存在的閱讀痛點，即每個人很難找到大量的時間來

閱讀，作者建議採用痛點閱讀法，即讀者根據各自的“痛點”需要選

擇性閱讀本書的有關章節。本書章節的設計和內容的摘選都是為了幫

助讀者在有限的閱讀時間內掌握重點法條，獲得全局觀並瞭解深入學

習的路徑。本書儘量把繁瑣的稅法條款解釋得通俗易懂，在完整的體

系下保持各章節的獨立性，方便即時閱讀和查詢。

希望這本書為讀者提供一個長期陪伴式閱讀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幫助讀者掌握稅法理論的精髓和深入研究的途徑，以全局的眼光來判

斷稅務風險，開卷有益，無往不勝。希望這本書是每一個納稅人的知

音，特別是幫助讀者在 初艱難的起步階段不懼怕美國稅務合規的負

擔。 後也希望這本書能給業界同行以啟發，並在制定稅法法規政策

或拓展稅法知識領域等方面提供參考。

由於稅法條款更新頻繁，本書內容具有極強的時效性。讀者在閱

讀理解後應注意查詢是否存在更新的條款。本書如有欠妥或錯誤之處，

敬 請 讀 者 批 評 指 正 。 請 將 您 的 意 見 和 建 議 發 至 郵 箱 ：

1stUSTAXGUIDE@winonazhao.com.

      2021 年 4月 波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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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稅法及納稅主體的分類

聯邦稅法是美國法律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

參議院和眾議院立法，美國總統簽署通過並開始執行。

美國的稅收立法機構不僅存在於聯邦層面的國會兩院，

而且各州、市及縣鎮等地方立法機構也可以建立區域性

的稅收政策。本書著重闡述聯邦所得稅稅法的內容，並

在第十五章簡要介紹其它聯邦稅收法規和常見的地方稅

收政策。

聯邦所得稅政策和納稅主體的分類對地方所得稅政

策和徵稅方式具有重大的影響和指導意義。納稅實體選

擇決定了經營實體的稅務屬性、應遵守的稅法條規、相

應的稅負計算和繳納方式、以及可獲得的稅負抵免額等

稅務優待措施。充分瞭解各納稅實體的稅法規定是納稅

實體選擇的必要前提。

本章介紹聯邦稅法的發展歷程、立法過程和組成部

分，以及獨特的納稅主體分類方式和納稅實體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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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美國聯邦稅法簡介

稅收政策早已是各國社會財富再分配、再利用的重要途徑，甚至

是現代社會和平時期內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相比其它西方發達國家，

美國作為全世界的第一大經濟實體仍然保持 低的相對徵稅比率（非

絕對比率）。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經合組織”）的統計

資料，2018 年美國政府（包括聯邦和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占國

内生產總值的24.4%，而經合組織各國的平均比率為35%，比率 高的

是法國 45.9%，其次是丹麥 44.4%，瑞典和比利時均為 43.9%1。

美國聯邦稅收政策和法規不僅影響每個人、每個家庭和每項經營

活動，而且為地方政府制定其稅收政策和法規提供了指導性或可對照

的方案。在美國歷屆總統選舉中，對現行稅收政策的批評和改進的提

議都在競選方案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可以說聯邦稅收政策已經成為美

國社會基因的組成部分。

本書頻繁使用“納稅人”（英文 Taxpayer）一詞，它在聯邦法典

中的定義是“任何應繳納聯邦所得稅的個人或組織”2。但在實際應用

中，“納稅人”可泛指任何受到聯邦所得稅稅法管轄的個人或組織，

即包括不必直接繳納稅負、但需要進行法定納稅申報的組織，如稅負

穿透體（參閱第十二章）。

一、美國聯邦稅法發展的主要歷程

1789 年宣佈生效的《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賦予“國會有權規

定並徵收稅金、捐稅、關稅和其它稅負，用以償付國債並為合眾國的

共同防禦和全民福利提供經費”3。同年，國會通過由美國第一任財政

部長漢密爾頓力推並起草的《1789 年關稅法案》，該法案對幾乎全部

進口商品徵收 5%的關稅，其目的不僅是維持美國獨立後新政府的運轉，

而且是要保護新生國家中製造業企業的建立、生存和健康發展。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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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多年的時間裡，在所得稅正式實施前美國關稅一直是財政收入的

主要來源，多數時期稅率在20%和 60%之間，稅率急劇增高主要是因為

各種戰事的需要。此段時間裡美國政府實施的另一個稅種是消費稅，

就是針對汽油、輪胎、煙草、茶葉、咖啡、糖和酒類等消費品徵收的

消費稅。

美國內戰時期，為了支付戰爭的費用國會和林肯總統第一次通過

了徵收個人所得稅的稅法法案，對收入超過 600 美元的個人（或家庭）

徵收 3%的所得稅，收入超過 1 萬美元的徵收 5%的所得稅4。內戰結束

後，該所得稅法案於 1872 年廢止。1894 年的關稅法案中再次把所得

稅列入法定徵收的範圍，但是所得稅的概念仍不為大眾所接受，而且

各方對國會制定的法規也提出眾多質疑或不同見解5。 終這個所得稅

法規於 1895年因美國 高法院對 Pollock 案例的判決而廢止。 高法

院的判決意見是國會立法徵收所得稅，其對象是從私有財產中獲得的

全部所得而且不在各州之間分配，這種徵稅方式違反了當時的憲法規

定6。

直到1913年，憲法第十六修正案終於確定了國會徵收所得稅的權

力，“國會有權對任何來源的收入規定和徵收所得稅，不必在各州按

比例分配，也無須考慮任何人口普查或人口統計。”從此以後，所得

稅逐步替代關稅，成為美國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1913 年制定的稅法

條款規定對個人或家庭徵收“常規所得稅”和“額外所得稅”，常規

所得稅稅率為 1%，額外所得的部分採用遞進稅率制， 高邊際稅率為

7%，資本利得和常規所得一樣納入總收入中統一計算7。針對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息分紅，1913 年的法案沿用既定的理念，認為股息分紅是納

稅人收入的一部分，屬於“額外所得”，應繳納“額外所得稅”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美國大蕭條期間，為了擴大財政收入，國會

先後確立了現代社會裡新的徵稅稅種，如遺產稅和贈予稅，各地方政

府也推出地方稅種， 顯著的就是銷售稅。1916 年頒佈的稅法法典確

立了遺產稅的徵收方式，其基本特徵一直沿用至今。1924 年頒佈的稅

法法典又增加了贈予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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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30年代以前，美國聯邦政府不承擔任何退休或養老計畫，

但是大蕭條給美國人民，特別是老年人造成的困苦引起社會的極大關

注，也引發了對退休養老計畫立法的廣泛支持。1935 年 8 月 15 日，

羅斯福總統簽署批准了國會通過的《社會保障法案》。該法案採用了

和其它歐洲各國不同的方式來支援社會養老金的供給，即從個人的薪

酬收入和雇主的薪酬支出中抽取一定的比例直接轉化為社會養老金，

而且這種做法也用一個新稅種“雇用稅”的方式在稅法法典中確定下

來。該法案還制定了支持家庭醫療保障的計畫和支持兒童成長、傷殘

和失業人員的計畫，這些計畫也就是美國老年人和傷殘人員醫療保障

計畫（英文 Medicare Program）的前身1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替代性 低稅，它長時期以來適用於個人和公

司納稅人，是一套和常規納稅計算方法並行的另一套稅負計算方式。

簡單地講，它的運作方式就是納稅人的某年度應交稅負不應低於替代

性 低稅。可見替代性 低稅是用來彌補常規納稅計算方法下稅收額

度不足的缺陷，試圖增加稅收負擔分配的合理性。個人替代性 低稅

從1978年開始執行，至今仍在執行（稅率和收入免除額度有所變化）。

而公司替代性 低稅從 1986 年開始執行11，目前已由《減稅和就業法

案》廢止。

縱觀美國聯邦稅法的發展歷程，每屆國會和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對

稅法條款進行增減或修訂。如果說1913年第十六次修憲和所得稅法案

的確定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那麼雷根總統批准通過的《1986 年稅

改法案》和 31 年後特朗普總統批准通過的 2017 年《減稅及就業法案》

則對目前的納稅人來說舉足輕重。

    美國前助理財長查理斯·麥克羅先生在他的一篇分析文章裡開篇

指出，“1986 年美國實現了一次 徹底的稅法改革——曾被廣泛認為

是一次不可能實現的改革。”12他所指的就是雷根總統批准通過的

《1986 年稅改法案》，它的通過也代表了不可扭轉的歷史趨勢。當時

普遍的觀點是美國需要進行稅法改革，使其更簡單、更公平、更具一

致性，對真正的經濟獲益進行合理統一地徵稅。1986 年稅改的重大成

就是大大降低了所得稅稅率，而為保持財政收入不受影響，稅改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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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結構性的革新增加了所得稅的徵稅基礎。1986年稅改取消了10

餘層個人所得稅遞進稅率，取而代之 4 個遞進稅率， 高邊際稅率從

50%降至 28%。股份公司的所得稅稅率從 46%降至 34%13。稅法結構方面

的改革包括取消了投資活動稅負減免額、延長固定資產折舊時間、新

增各種條款以確保收入及成本認定時間和實際經營結果緊密結合、確

認某些資本利得屬於經營活動收入、取消地方銷售稅作為收入抵扣項

等等，這些稅法條款的改革都是為了有效地增加稅基。1986 年之前的

稅收制度造成了種種富人“合理逃稅”的現象，因此在輿論的強烈呼

籲和公眾的激烈批評之下，1986 年的稅改對各類法規漏洞予以杜絕，

包括多項涉及跨國經營活動（貿易和資本流動等方面）的國際稅法規

和歷史上一些難以處理的稅制問題14。

2017年通過的《減稅及就業法案》對《1986年稅改法案》中的條

款做出很多重大的改變，但是從廣度和深度來說它仍不及1986年的變

革之深刻。因此從現實的角度出發，目前納稅人 應廣泛和深入瞭解

或學習的稅法條款就是源於 1986 年和 2017 年的兩次國會立法。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在美國的蔓延嚴重影響了民生和經濟

環境，2020 年 3 月 27 日國會緊急簽署通過了《新冠病毒救援和經濟

安全法案》（簡稱“2020 救援法案”），以緩解病毒造成的衝擊。該

法案批准了 2.2 萬億美元的救援資金，通過各種救援、救助和補貼項

目幫助民眾度過艱難期，其中也包括一些具有時效性和激勵性的稅收

政策。

為方便讀者閱讀學習，在此簡要總結《減稅及就業法案》和

“2020 救援法案”的條款，並標注本書中闡述其原理和法規細節的章

節。

《減稅及就業法案》出臺的巨大歷史推動力是美國希望通過一個

改善的稅收政策體系，對歷年來在舊體制下可以延遲、或無限期規避

美國所得稅的、全世界範圍內的收入進行徵稅，並且通過降低稅率增

加競爭力，吸引部分製造業重回美國本土。該法案的核心主旨是“增

就業、促製造、強民生”，核心驅動力可以概括為“低稅率、廣稅基、

新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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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涉及的主要稅收政策更新如下：

1) 對自然人或以家庭為主體的納稅人來講， 重要的改革方

案是暫時降低了邊際稅率、取消了個人免稅額、降低了分

類扣除額度等等（參閱第六章）；

2) C類股份有限公司的所得稅稅率從35%降至 21%，取消替代

性 低稅（參閱第八章第二節）；

3) 對 2017 年 9 月 27 日至 2023 年 1 月 1 日之間購置的、符

合規定的固定資產，納稅人可採用100%紅利折舊，此優惠

措施不要求納稅人是固定資產的首位使用人（參閱第三章

第二節）；

4) 徹底廢除以前的利息費用抵扣政策，制定一套新規則來限

制經營活動的利息費用抵扣（參閱第三章第二節）；

5) 增加法條 179 選擇所允許的、將合規固定資產直接費用化

的額度（參閱第三章第二節）；

6) 增加股息扣除的限制，減少可扣除的比率（參閱第八章第

二節）；

7) 境內 C 類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後產生的稅

務淨虧損不能結轉到虧損年之前（極少數例外），用於抵

減以前年份的應納稅所得額，但可以無限期結轉到未來的

納稅年度使用，可抵扣額度受當年調整後的應納稅所得額

80%的限制（參閱第四章第一節）；

8) 限制 1031 資產置換僅適用於不動產，取消其它依附於不

動產的固定資產也可以計入 1031 資產置換（參閱第五章

第三節）；以及

9) 取消國內生產抵扣，增加合規經營收入（199A）抵扣（參

閱第三章第二節），等等。

    《新冠病毒救援和經濟安全法案》涉及的主要稅收政策的階段性

（暫時的）更新如下：

1) 對自然人或以家庭為主體的納稅人來講，主要是暫時減免

納稅人原應納稅的收入（如雇主為雇員償還的貸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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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捐贈款可抵扣比率、以及獲得政府的退稅補貼（不針對

高收入個人或家庭）等；

2) 在 2020 年持續經營且符合一定條件的雇主可以申請獲得

保就業稅負抵免，該稅負抵免額用於減少雇主應繳納的雇

用稅（參閱第十五章第一節）， 高額度可達每位員工

5000 美元（按員工合規薪酬 1 萬美元的 50%計提）。如果

雇主申請並獲得救援项目下的小型企業貸款（英文 Small

Business Act Loans），就不能再申請保就業稅負抵免。

2021年，保就業稅負抵免政策繼續推行，並且適度放寬限

制和抵免額度；

3) 雇主或自我雇用的自然人可以延遲支付雇主應支付的雇用

稅，簡稱“雇用稅延遲繳納”。可延遲繳納的稅負是2020

年 3 月 27 日到 12 月 31 日應繳納的社會安全保障稅（固

定薪酬數額 6.2%）的部分，雇主可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前繳納2020年應繳未繳的50%，剩餘的50%雇主可于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繳納。如果雇主獲得救援项目下的小型企

業貸款免除還款的優待，那麼該雇主就不能採用上述雇用

稅延遲繳納的政策；

4) 救援法案下的救助款或補貼款符合法典條款 139 的規定，

屬於災難援助项目撥款（參閱第三章第一節），可以不計

入納稅人的應稅總收入；

5) 境內 C 類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將 2017 年 12 月 31 日到 2021

年 1 月 1 日之間產生的稅務淨虧損結轉到虧損年之前 5 年

使用，用於抵減以前年份的應納稅所得額，並且不受2017

年稅率變更或應納稅所得額 80%的限制（參閱第四章第一

節）， 大限度地獲得已繳稅款的返還；

6) 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間產生的經營

活動貸款利息可抵扣上限，由 30%的調整後應稅收入增加

到 50%的調整後應稅收入（參閱第三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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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 類股份有限公司可以申請加速返還未使用的替代性 低

稅抵減常規稅負的額度（《減稅及就業法案》廢除了 C 類

股份有限公司的替代性 低稅，但允許往年已繳納的替代

性 低稅用於抵減 2018 年到 2021 年之間的常規所得稅稅

負或者獲得返還。關於替代性 低稅的條款可參閱第七章

第一節）。

二、美國聯邦稅收政策的立法過程

與其它各項法規一樣，聯邦稅收政策法規也是由國會起草、審議

通過後，再由總統簽署執行。負責聯邦稅法實施的政府部門是財政部

（英文 Department of Treasury）和聯邦稅局（英文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簡稱 IRS）。《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七款規定“任

何有關徵稅的法案都應該由眾議院提出，但參議院可通過修正案提出

建議或表示完全同意。經眾議院和參議院多數票通過的法案,在正式

成為法律之前,須呈送合眾國總統。總統如批准,便須簽署,如不批准,

即應連同他的異議把法案退還給原來提出該案的議院,該議院應將異

議詳細記入議事記錄,然後進行覆議。倘若在覆議之後,該議院議員的

三分之二仍然同意通過該法案,該院即應將該法案連同異議書送交另

一院,由其同樣予以覆議,若此另一院亦以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該法

案即成為法律。”

《美國憲法》還規定“如總統接到法案後十日之內 (星期日除

外) ,不將之退還,該法案即等於曾由總統簽署一樣,成為法律（除非當

國會休會因而無法將該法案退還時,該法案才不得成為法律）。任何

命令、決議或表決 (有關休會問題者除外) ,凡須由參議院及眾議院予

以同意者,均應呈送合眾國總統；經總統批准之後,方始生效；如總統

不予批准,則參眾兩院可依照對於通過法案所規定的各種規則和限制,

各以三分之二的多數,再行通過。”

實際操作中，眾議院（某議員）提出稅法草案後就將其交給眾議

院籌款委員會，由該委員會徵求廣大公眾對草案的意見，再經籌款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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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多數票同意後交由眾議院多數票通過。然後眾議院將草案交給參

議院財政委員會，該機構也會對草案提出意見，並多數通過帶有修改

意見的草案，再交給參議院多數通過。

參議院對任何法案草案的討論可以是無限期的，因此為了制止這

種無限期討論，將議案推到投票階段，參議院也有一種叫做“參議院

停議規則”的做法，即如果參議院議員有60票通過停止討論議案並進

行投票通過的話，那麼該議案就可以進入投票階段。但是，如果沒有

60 票通過，那麼該議案通過進程就被阻撓，即俗稱的參議院議員“阻

礙議案通過”的行為或做法。由於美國兩黨（民主黨和共和黨）政治

治理理念和策略的分化越來越大，阻礙議案通過的情形屢見不鮮，而

參議院也就不得不更多地運用停議規則15。

《1974 年國會財政預算法案》還允許另一種特殊的立法程式，叫

做“和解法案”訂立制度，適用於國會加速對稅法、財政支出和國債

額度等預案的商議和通過。這種特殊立法程式不受“參議院停議規則”

和“阻礙議案通過”等做法的限制，可以大大加快立法的進程。2010

年奧巴馬總統執政期間通過的《平價醫療法案》就是啟用了“和解法

案”的立法程式。

和解法案的立法草案起始於參眾兩院的“和解指令”提議，該提

議必須包括在年度的預算方案之中。和解指令要求參眾兩院各自指定

的委員會、在指定的日期前將所提議的草案上報參眾兩院，該草案所

涉及的內容可以包括稅收政策的提案。如果兩院中各自有多個委員會

提出多種草案建議，那麼兩院各自的財政預算委員會應把所有草案整

理成一份統一的議案，分別交送參議院或眾議院投票通過。如果只有

一個委員會提出草案建議，那麼該草案可以直接送交參議院或眾議院

投票。兩院通常只需要簡單多數票就可以通過某項稅收政策議案。如

果兩院各自通過的議案仍有差別，那麼兩院聯席會議委員會則需要共

同協商和妥協，完成一份雙方都同意的議案，該議案經總統簽字後就

可以生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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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聯邦稅法的組成部分

美國聯邦稅法的核心部分無疑是《國內稅收法典》（英文

Internal Revenue Code，簡稱 IRC），但是同樣具有法律效力、稅法

政策的外延部分則包括多方面的內容。美國整個稅法政策體系是在三

權分立的基礎上形成的，因此立法、執法和司法機構都從各自的角度

對稅法政策產生影響。

美國聯邦稅法從 1913 年僅僅 4頁的立法檔發展到目前高達7萬多

頁（甚至更多）的各類條文、解釋、通知或案例。有專業人士粗略統

計，國會訂立的法典條款有 100 萬餘字，財政部頒佈的法典細則解釋

有 300 萬餘字17。

1. 稅法法典條款

    雖然任何國會議員都可以提出其主張的稅法革新或修正方案，但

如上所述，寫入美國稅法法典的法律草案或議案應由國會眾議院首先

正式起草、審議和通過。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英文 The 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和參議院財政委員會（英文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是制定聯邦稅法 核心 重要的機構，兩個委員

會的組成都是資深的律師或多年從事財政稅收工作的專業人士。國會

下屬的兩院稅務聯合委員會（英文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也是輔助國會制定稅法的重要機構，該委員會由律師、經濟學家和會

計師等組成，負責預測稅法修正案對財政收入的影響，以及發表各類

研習聯邦稅法的專業文章等。這三個委員會就是國會制定稅法法典條

款的核心機構。

2. 財政部法典細則解釋

稅法法典是總原則和總綱領，但無法解決執行中遇到的各種實際

問題。因此法典規定財政部部長（或其指定的人員）有權解釋法典內

容，規定法典的執行細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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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從事法典細則撰寫工作的是稅收政策辦公室（財政部下屬機

構，由助理財長總管）和聯邦稅局首席法律顧問辦公室。細則撰寫工

作往往任務繁重，耗時耗力，所以每年兩家機構都會公佈下年度細則

撰寫的重點。法典細則提議稿撰寫完畢後會公之於眾，由公眾評議並

提出修改意見，正式實施版以“臨時執行版細則”（英文 Temporary

Regulation）或“ 終版細則”（英文 Final Regulation）的方式公

佈於財政部決議（英文 Treasury Decision）檔中。

3. 聯邦稅局解讀法條的各類公文19

稅收裁定（英文 Revenue Ruling）是聯邦稅局就某些特定的現實

情況來解釋稅法法典和法典細則的適用方式，體現聯邦稅局對某項稅

法規定的執行意見，發表在聯邦稅局公報（英文 Internal Revenue

Bulletin）之中。

稅收執行程式（英文 Revenue Procedure）也是由聯邦稅局發表

在聯邦稅局公報中的檔，主要是用於指導納稅人如何處理稅務合規的

程式問題和進行納稅申報的細節要求等。

個別回復意見 （英文 Private Letter Ruling，縮寫 PLR）指聯

邦稅局針對某個納稅人的實際情況和現實問題給予的、執行相關稅法

條款的具體指導意見。個別回復意見具有專一性，即針對獲得個別回

復意見的納稅人有效，而不能被其他納稅人無條件照搬照抄。但是，

聯邦稅局仍然公佈個別回復意見（刪除具體納稅人的名字和涉及保密

的商業條款等），以供其他納稅人參考。

稅法條款解讀建議備忘（英文 Technical Advice Memorandum，

縮寫 TAM）是由聯邦稅局首席法律顧問辦公室撰寫的、回復聯邦稅局

執行區域辦公室主管提出的、涉及法條解讀和合規程序的具體指導建

議。在稅務稽查的過程中，針對納稅人的具體交易和納稅申報檔，如

果區域辦公室需要對法條解讀的技術指導，那麼就可以申請獲得稅法

條款解讀建議備忘。建議備忘具有專一性，代表聯邦稅局對該納稅人

某些具體稅務事項的 終看法和執法方式。但聯邦稅局仍然公佈所有



第一章 美國聯邦稅法及納稅主體的分類 ||    13

備忘（刪除具體納稅人的名字和涉及保密的商業條款等），以供其他

納稅人參考。

聯邦稅局通知（英文 Notice）也是用來解釋稅法條款的檔，特別

是在新法典出臺後、財政部法典細則頒佈前這段時間內用於解讀法典

的新規定，幫助納稅人理解並執行新規。

4. 法庭裁決

眾所周知，美國的司法體系採用判例法（又稱案例法）的運作機

制，即法庭裁決的結果對未來的案件具有約束力。因此，經過法庭判

決的稅收案例也具有法律效力，其裁決意見也是納稅人必須理解和遵

循的規則。

5. 稅收協定和其它國與國之間的稅收規定

稅收協定是國與國之間建立的、涉及收入的來源判定、所得稅徵

收政策、避免對同一收入重複徵稅、及締約國共同遵守的互惠互利的

約定。美國和68個國家簽訂了雙邊稅收協定，包括中國（但不包括香

港特區、澳門和臺灣）。

關於國與國之間的稅收合作和各項規定， 好的例子就是經濟合

作與發展組織於 2013 年發佈的防止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的 15 項行動

計畫（參閱第二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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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納稅主體的分類

美國的經營活動實體主要以獨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C 類或 S

類）、合夥制企業（普通合夥或有限合夥）、有限責任公司和信託的

形式存在。雖然經營活動實體的法律形式和納稅要求之間有必然的聯

繫，但是兩者之間卻不是簡單直接的因果關係。特別是1997年美國聯

邦稅法建立了“納稅實體選擇”（英文 Check The Box）機制，允許

納稅人在一定的條件下選擇其理想的納稅方式並持續在該方式下計算

所得稅稅負。納稅實體選擇機制極大地增加了經營實體設立的便利性

和靈活性，也給予納稅人更多的稅務籌畫空間。

一、地方法規主導經營活動實體的設立

    在美國，所有經營活動實體的設立都在各個州、縣或市一級政府

的轄區，必須遵守地方的法律法規。美國聯邦政府除了徵收稅負以外，

並不插手實體的日常經營活動，對其設立也沒有法律管轄權。

雖然地方政府訂立有關經營活動組織形式的法律法規，但是為了

實現相對標準化的統一規定，各地方立法機構都廣泛採用業界公認的

標準化規則，並根據各地實際情況相應增減或修改統一規則。例如，

由美國律師協會起草的《股份制企業法案範本》、由統一州法律委員

會全國會議起草的《統一普通合夥制企業法案》、《統一有限合夥制

企業法案》和《統一信託法規》等是各地方立法機構制定其法律法規

的主要參照標準。

經營者或業主在確定經營實體的組織形式時通常要考慮以下幾個

方面的問題20：

1) 經營實體需要存在多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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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資人承擔經營活動貸款的責任大小以及參與經營活動的

程度；

3) 投資人持有的權益如何處置（包括轉移或出售）；以及

4) 經營實體的（法律）組織形式是否被其它地區認可等。

股份有限公司（英文 Corporation）通常被默認為是永續經營的

企業組織形式，除非它的成立章程中限定其存在的時間。股份有限公

司給投資人（股東）發行股份，股份代表對公司的所有權並且可以自

由（少數情形下有短暫限制）轉讓、買賣或贈予。股份有限公司是獨

立的法律實體，其償還各種負債的責任應限於股份公司的所有資產。

當然，貸款人在某些情形下會要求股東擔保股份公司的貸款，使股東

兼有連帶的償貸責任。僅從維持經營活動的組織形式上看，股份有限

公司成本 高，主要體現在撰寫股份公司成立的章程和規定、各州註

冊登記費、執行必要的公司法管理制度（如設立董事會並且定期組織

董事會議、指定公司高管等）、在所註冊的州和在其它經營活動發生

的地區都有納稅申報並繳納稅負的義務等。股東對股份公司的管理通

過其選舉權來實現，選舉權的大小由股東的投資額決定。

合夥制企業（英文 Partnership）的存在是為了完成合夥人共同

經營的某些業務或投資活動，合夥協定（英文 Partnership

Agreement）中通常會規定合夥制企業結束的條件和時點，任何合夥

人也有權要求合夥制企業停止經營並解散。合夥人在合夥制企業中的

經濟利益由合夥權益（英文 Partnership Interest）來體現，合夥權

益的比率通常根據各合夥人對合夥制企業的資本投入來決定。合夥權

益的比率可以不同于合夥人之間分攤淨收入或淨虧損的比率，淨盈虧

的分攤取決於合夥人在經營活動中的角色和相互之間協商的結果。合

夥權益的轉讓、買賣或贈予必須在合夥協議中明確說明，即征得所有

合夥人的同意才可以執行。從償貸方面看，普通合夥人對合夥制企業

的借款負有連帶責任，即合夥制企業無法償還借款時，債權人可以追

索到普通合夥人。但有限合夥人則不承擔高於其資本投入額度的債務

負擔。合夥制企業又細分為兩種組織形式：普通合夥制和有限合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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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合夥制下，每位合夥人都是普通合夥人，擁有同等的話語權。

普通合夥制企業不必經過任何註冊，合夥協議（甚至可以是口頭上的）

可以規定一位或數位主管合夥人。在有限合夥制下，合夥制企業應在

所成立的州政府登記註冊，該登記註冊是提供給債權人的重要證明文

件。有限合夥制企業應至少有一位普通合夥人，其合夥協議決定合夥

人的權力、義務和經營成果的分配。與股份公司不同，合夥人的投資

比例並不是決定各合夥人話語權的唯一標準。普通合夥人的投資比例

可以很低，但可以擁有重要的管理權和決策權。

有限責任公司（英文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簡稱 LLC）的

成立章程規定其存在的時間跨度，根據經營活動的需要可長可短，具

有靈活性。有限責任公司的投資人（所有人）被稱為“成員”（英文

Member），他們持有的經濟利益由成員權益（英文 Membership

Interest）來體現。與合夥權益類似，成員權益的比率通常根據各成

員對有限責任公司的資本投入來決定，成員權益的轉讓、買賣或贈予

必須在成立章程中明確說明，即征得所有成員的同意才可以執行。有

限責任公司通常也會有一個或數個主要負責經營戰略和決策的成員，

被稱作“管理人”（英文 Manager）。有限責任公司的成員和管理人

都不對公司的貸款承擔其資本投入以外的任何連帶責任，這是有限責

任公司極具吸引力的重要原因。有限責任公司的成立也必須在州政府

登記註冊，其程式類似於股份公司的登記註冊。與股份公司和合夥制

企業不同的是，有限責任公司可以只有一個業主，登記註冊後馬上就

可以開展經營活動，沒有任何其它組織形式上的限制。所以，以有限

責任公司的形式進行登記註冊是各成員享受該組織形式優越性的唯一

要求。當然，為了確保成員的權力、義務和經營成果的分配，有限責

任公司可以制定經營協議（英文 Operating Agreement），該檔的效

力類似於合夥協議，通常規定“管理人”以及他們的管理許可權等。

信託（英文 Trust）可以是無限期的、也可以按照其設立檔中的

規定時間而存在。有些州的法律限定信託可持續的時間，不允許永久

性的信託。根據其功能，信託可以分為多種形式（如經營收益型信託、

投資型信託或家族財富管理信託等），各種形式的信託在所有權、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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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權和許可權轉讓方面的規定都有所不同。它們的設立要求、程式和

設立檔也都有各自的獨特性，即便是經營收益型信託的成立和管理形

式也完全獨立於其它的組織形式，受託人通常有決策權和管理權。

合資經營的組織形式也屢見不鮮，特別是在自然資源的開採階段

各參與方常常採用合資經營來互利互惠（參閱第十四章第一節）。

當實體進行跨州的經營活動時，它們即刻面臨法律和稅收方面的

問題或潛在風險。從稅收方面看，目前各州都採用了與聯邦稅法保持

總體性一致但不乏特殊性的做法，既認可聯邦稅法下的企業組織形式

和納稅形式，又通過獨立的州立法過程來制定稅收政策和法規等。由

此可見，聯邦體制決定了美國的稅收管理在聯邦和各州（甚至縣市級）

層面實行各自獨立的立法、執法和司法系統，這對納稅人來說其稅務

管理成本也就大大提高，如何有效地管理稅務合規事項、降低稅務風

險是每個企業和納稅人需要考慮的現實問題。（作者注：法律問題超出

本書的範圍，不予討論。）

二、經營實體的稅務分類和納稅實體選擇

經營實體設立時就決定了其法律方面的分類，這種分類首先是確

定經營者對投入資產的所有權和對風險的承擔限度，也從財務核算的

角度確定了經營活動核算的範圍，建立了財務可比性的基礎。但是，

經營活動的組織形式常常並不能直接決定其應遵守的稅法規則，這裡

涉及納稅實體選擇的問題。納稅實體選擇是指經營活動實體可以根據

稅法規定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應遵守的稅法規則，形成獨立於法律實

體形式之外的“納稅實體”。

1. 經營活動實體的稅務分類

聯邦稅法的徵稅規則都是針對“稅務責任人”而制定的，法典中

“稅務責任人”（英文 Person）被定義為自然人、信託、遺產納稅體、

合夥制企業、各類公司等經營實體的統稱21。稅務責任人和前面提到

的“納稅人”的區別在於前者並不一定要做納稅申報或繳納稅負。自



18 || 美國投資最新稅務指南

然人包括個人、夫妻或以家庭為單位的戶主。信託和遺產納稅體通常

不以日常經營為目的，所以不屬於經營活動實體。經營活動實體可以

呈現出不同的組織形式，而它們 終都要歸屬為某類聯邦“納稅實

體”。聯邦稅法下定義的納稅實體主要可以分為 3大類型：

1) 獨資企業，英文 Wholly Owned Entity，指僅有一位投資

人的非股份制企業（稅務分類），它的法律形式可以是獨

立業主經營模式（英文 Sole Proprietorship）或者獨立

業主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英文 Single Member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簡稱 SMLLC）。稅法定義下的獨資企

業的 大特點是，在所得稅範疇下它們不獨立存在於其唯

一所有人的納稅實體分類，這種特點也賦予它們另一個名

稱：（稅務上）“被忽略體”，英文 Disregarded Entity。

換句話說就是從所得稅的角度看，這樣的獨資企業不是一

個獨立的納稅人，它們的全部所得應歸入到其獨立所有人

（可以是自然人或其它形式的納稅實體）的納稅核算中一

併考慮。然而，此項特殊的稅法規定並不影響獨資企業法

律形式下的責任義務，如償債義務，也不影響獨資企業其

它方面的稅負責任，如聯邦雇用稅或消費稅、地方其它稅

種等等22。

2) 合夥制企業，英文 Partnership，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出資

人或合作者共同經營的組織形式。如前所述，普通合夥制

的經營形式甚至不用經過法律上的註冊程式，但是它們仍

必須遵守合夥制企業的聯邦稅法條款。合夥制企業的法律

組織形式包括普通合夥制、有限合夥制、有限責任合夥制

（英文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和由兩個或兩

個以上成員組建的有限責任公司（如不做納稅實體選擇）

等23。

3) 股份制實體，英文 Corporation，它在聯邦稅法下的定義

非常廣泛，指由多個投資人、以股份形式持有的共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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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可以包括按法典子章 C 下的常規股份有限公司（俗

稱 C 類股份有限公司）、聯邦或州立法規定下設立的股份

制組織或保險公司、州立法規定下設立的聯合股權公司、

銀行、州政府的下屬企業，以及某些境外經營實體24。雖

然聯邦稅法將這些組織都納入股份制實體，但又對它們分

別制定了特殊法規進行稅務管理，如關於銀行或保險公司

的特殊稅法法規等。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符合稅法要求的、獨立的“合格實體”（英

文 Eligible Entity）才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納稅實體，此處獨立的

“合格實體”是指完全遵守稅法定義、而不依賴於其法律存在形式的

實體25。比如在某些合資經營的契約下各參與方履行契約時產生了經

營模式和營收分配，那麼即使各參與方沒有為此建立一個法律形式的

組織實體，該合資經營也已經構成一個獨立的“合格實體”，其稅務

屬性是合夥制企業（英文 Tax Partnership）。在判斷此類合資經營

是否為“合格實體”時， 重要的依據是各方是否進行日常經營，是

否對經營成果進行分配。如果各方僅僅是集資後各自獲得資本所帶來

的資產或被動收益，那麼這種集資行為就不構成“合格實體”，也就

不構成“納稅實體”26。

獨資企業從另一方面體現了獨立的納稅實體不依賴於其法律存在

的形式，即便獨資企業是法律實體，但它在聯邦稅法下卻不是獨立于

其唯一業主之外的所得稅納稅實體。

2. 納稅實體選擇

如上所述，一個經營實體的法律存在形式和納稅實體之間的關係

不是簡單的等號或因果聯繫，究其原因則是聯邦稅法的體系不可能和

各地方的眾多法律規則保持一致。因此在納稅實體選擇出臺之前，雖

然聯邦稅法利用各種複雜的判斷規則來定義法律實體的納稅方式，仍

很難徹底消除納稅人與聯邦稅局之間的異議，各類糾紛時常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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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3 月，聯邦稅局發出通知 95-14 號，提出簡化對經營實體

的納稅方式的分析和判定，建議使用“納稅實體選擇”（英文 Check-

The-Box）把選擇納稅的方式交給納稅人27。1997 年 1 月 1 日，採納公

眾評議後的、關於“納稅實體選擇”的法典細則解釋正式生效。

納稅實體選擇並非強制的認定措施，而是稅法給予納稅人的一種

靈活的備選方案。從事經營活動的合格實體首先具有各自強制的、或

預設的納稅實體形式，強制或預設的規則對美國境內或境外實體則不

盡相同。比如經營實體的法律形式是合夥制企業並且有合夥協定，那

麼該實體就被預設為是以合夥制企業為納稅實體。境內有兩人或兩人

以上所有的非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營實體都被預設為是合夥制企業。境

內獨資企業被默認為是不能獨立于單一業主而存在的、稅務上的被忽

略體28。再如某些特定組織形式的外國公司（名稱中可以反映其法律

組織形式），在聯邦稅法下就必須被確認為C類股份有限公司29。 後，

除了 C 類股份有限公司以外，其它類型的股份制實體不能參與納稅實

體選擇30。因此，當必須採納強制的、或願意採納預設的稅務實體認

定時，納稅人就不必再進行納稅實體選擇。

稅法規定納稅實體選擇適用的範圍是：有兩個投資人以上的合格

實體可以選擇成為合夥制企業或 C 類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其納稅實體；

只有一個業主的獨資企業可以選擇成為 C 類股份有限公司或稅務上的

被忽略體（既不獨立于其業主，也不獨立納稅）31。納稅實體選擇不

僅可以適用於境內企業，也適用於境外企業。這個規定大大增加了納

稅人進行稅務籌畫的靈活性。

經營組織成立後首先應申請納稅實體聯邦稅號（英文 Entity

Identification Number，簡稱 EIN），再通過填報表 8832 來完成納

稅實體選擇。納稅實體選擇生效的時點是給聯邦稅局提交表8832之前

75 天（含）內，或提交之後 12 個月之內32。比如，納稅人希望納稅實

體的生效日為 2020 年 1 月 1 日，那麼其提交表 8832 的時間點不應早

於 2019 年 1月 2日，或不應晚於 2020 年 3月 15 日。

【表 1-1】納稅實體選擇表 8832（現行，2013 年 12 月頒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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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8832
(Rev. December 2013)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Entity Classification Election

Information about form 8832 and its instructions is at www.irs.gov/Form8832.

OMB No. 1545-1516

填報目的：提出納稅實體選擇申請

填報人：需提出申請的合格實體

更加具體地講，以下合格實體可以進行納稅實體選擇33：

1) 美國境內實體需選擇以 C 類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其納稅形式；

2) 美國境內實體需選擇不同於其預設的納稅實體形式，或選

擇改變其現有的納稅實體形式；

3) 美國境外由多個負有限責任的所有人設立的實體需選擇成

為美國稅法認可的合夥制企業；

4) 美國境外一個或多個所有人設立的、負無限連帶責任的實

體選擇成為美國稅法認可的C類股份有限公司；

5) 美國境外獨資、且業主負有限責任的實體選擇成為美國稅

法認可的稅務被忽略體；以及

6) 美國境外實體選擇改變其現有的納稅實體形式。

美國的納稅實體選擇表 8832 僅適用於選擇 C類股份有限公司、合

夥制企業或者稅務被忽略體等 3 個大類的納稅實體形式。對於更加細

分的納稅實體形式，比如 S 類小型股份有限公司（參閱第十一章第一

節）、房地產信託投資基金（參閱第十三章第一節）等，則通過其它

方式進行選擇。這些其它方式的選擇視同為完成同等效力的納稅實體

選擇34，只是在選擇生效的時間點和選擇方式有所不同。

3. 改變納稅實體選擇

納稅實體選擇申請提交後，聯邦稅局通常都會給予批准。生效後

的納稅實體形式在 5 年內不允許改變。但是，如果經營實體 50%以上

的所有權被新的所有人（首次投資人）持有，那麼該經營實體可以在

5年內再次申請納稅實體變更，經聯邦稅局批准後可以生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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