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尔兰是欧洲最为便利的
经商之地，也是美国资本及
日益增多的亚洲资本在欧洲
做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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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
爱尔兰？



普华永道爱尔兰公司可帮助组织和个人创造他们孜孜以求的价值。普
华永道公司网络由在 158 个国家的近 169000 名员工组成，而我们是
其中的一家成员公司。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审计、税务和咨
询服务。告诉我们您所关心的问题并前往我们的网站 
www.pwc.com/ie 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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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被评为在欧元
区经商的首选地

#1

您知道吗？

为什么选择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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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000 家国际企业落户爱尔兰，使之继续
成为全球最受青睐的投资地点之一。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亚洲公司开始在爱尔
兰经营并将其作为欧洲基地，爱尔兰的投资者
基础不断扩大。

尽管欧元区面临着持续的经济挑战，但爱尔兰
利用以出口导向型使经济复苏的方法获得了越
来越多的国际承认。

本刊物旨在向您介绍爱尔兰能给您的亚洲企业
提供的先决优势。如果您正考虑在欧洲投资，
请打电话或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联系我们。

爱尔兰在 2014 年表现如何？
• 由爱尔兰投资发展局支持的外国直接

投资公司创造了 15012 个就业岗位
• 获得 197 个国外集团的投资项目
• 其中 88个投资来自首次投资者 （较去

年相比增长 13%）
• 就业岗位净增长为十年来最高
• GDP增长率达4.8%，为欧洲之首

来源：爱尔兰投资发展局

欢迎

爱尔兰普华永道外国直接投资 - 中国团队
及华裔员工 



为什么选择爱尔兰？
综述……

• 技能娴熟且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劳动力
• 拥有着欧洲最年轻的劳动力
• 国际经验丰富的高级管理人员

人才

• 增强的成本竞争力
• 欧盟最低通胀率

成本

• 打开面向欧洲 5 亿多消费者的门户 
• 当天可抵达美国和亚洲
• 北京距都柏林比距奥克兰更近

位置

• 12.5% 的公司所得税税率和众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 极富吸引力的投资和融资平台

税收

• 1000 多家跨国公司已在此经营
• 投资性价比及激励制度位于全球第一位(2014福布斯

杂志排名)

业绩记录

爱尔兰税收制度是世界上最优惠的税制之一，
吸引了数以百计的外国公司来这里落户。但将
企业吸引到爱尔兰的,不仅仅只是我们 12.5% 
的公司营业税税率。 

爱尔兰的亲商环境和年轻、受过良好教育且熟
练的劳动力也是主要吸引力。加上在物业、租
金、服务、建筑和劳动力上不断走低的成本，以
及极富吸引力的贸易激励和补助金的可用度，
您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爱尔兰能够不断获得越来
越多的投资。 

在次页，针对继续在爱尔兰投资并拓展业务的
关键原因，我们引用了一些已落户外商、跨国公
司（MNC）的评价。

为什么选择爱尔兰？
请近距离观察……

轻松做生意……

业绩记录……我们的人才成就录……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高等教育程度全球排
名第一 1

劳动力灵活性和适应性全球排名第一 2

爱尔兰全国平均接受高等教育程度全球排
名第二 2 

50%的劳动人口在35岁以下 3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高于英国和美
国 3< 

在 25 到 34 岁人口中,有 48% 的人拥有第
三级资格（欧盟平均水平为 33%） 3<

在“最适合经商国家”评比中，爱尔兰全
球排名第四 4

1 纳税便利程度在欧盟排名第一 5

1 投资者保障度在欧盟排名第一 5

5天——注册一个法律实体通常所需的处
理时间 7

1000 多家跨国公司选择爱尔兰作为其欧
洲投资基地 4

以飒特、华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兴通讯
为代表的中国公司已在这里开展业务，这
些中国公司涉及科技、精密仪器，金融服
务、电信和互联网等各行各业。

无与伦比的税务/企业制
度……

其极低的实际公司所得税方面很具优势，
欧洲排名第一 2

纳税便利程度连续6年欧洲排名第一 6

企业提供正式岗位培训力度全球排名第
三，欧洲排名第一 5

创业热度全球第二，欧洲排名第一 5

软件行业投资全球第二，欧洲排名第一 5

商品与服务出口全球排名第四 11 经济学人智库 ，衡量全球城市
2 《2013年IMD世界竞争力年鉴》

3 《爱尔兰投资发展局2013年报告》
4 《福布斯2014》

5 《2014年全球创新指数》
6 《2014年普华永道纳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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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作为第一语言
• 欧盟及欧元区成员
• 可得益于货物、服务和人员在欧盟的自

由流动

经商环境

为什么选择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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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良好的投资环境、优惠的
税收政策、充足的人力资源、当地
政府的大力支持为飒特在爱尔兰
的发展保驾护航。”

为什么选择爱尔兰？
商界领袖对爱尔兰的评价……

“爱尔兰人民聪明，勤奋。在历史上
任何时期，他们都是中国人民忠实

的朋友。 

爱尔兰共和国地处欧美非三大陆的
中心，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

置。12.5%的超低公司所得税率，贯
穿60多个国家的双边税收协定都构
成了对外商投资企业无与伦比的吸

引力。” 

吴继平——广州飒特红外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侯鹏——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航空金融事务部副总经理

“都柏林正在迅速成长
为欧洲多语言互联网首
府，能在这场变革中带

头冲锋并进一步拓展我
们在这里的业务，谷歌

对此极为自豪”

David Martin——谷歌欧洲 Geo  
业务总监

“爱尔兰给我们这样的公司带来
了许多优势——亲企业文化、高
素质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必

要的基础设施支持和成功记录” 

默克公司制造部执行副总裁兼总裁 
Willie Deese 先生针对默沙东（MSD）

投资爱尔兰所发感言

爱尔兰已经吸引并继续吸引着来自不同行业的
全球知名企业以及新兴企业，包括信息和通信
技术、制药和生命科学、金融服务以及最近的
社会媒体和在线游戏领域的企业。除了制造业
之外，经常在爱尔兰进行的经营活动包括：销
售和许可、知识产权管理、研发、供应链管理、
共享服务、金融/财务和总部/控股公司。

想知道您所在行业内有哪些公司已经落户爱
尔兰，请访问：www.idaireland.com

为什么选择爱尔兰？
因为她历经众多顶级公司的考验……

制药成就录…… 科技成就录……

金融服务成就录…… 农业企业和消费品成就
录…

世界排名前 10 的制药公司中，已有 9 家
在这里开展业务

世界排名前 20 位的医疗技术公司中，有 
15 家把生产基地设在爱尔兰

爱尔兰在药品出口国的排名中位于全球
第7

世界最有名的药品，其中7种产自于爱尔
兰

世界顶级的 6家电子及网络游戏公司中，
有 3 家在这里经营

爱尔兰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电脑和信息服务
出口国 

世界排名前10 位的通讯技术公司，有9家
在这里开展业务

排名前 10的“诞生于互联网”的公司都在
这里落户

对冲基金管理和股票交易所上市投资基
金排名第一

爱尔兰管理着全球超过50%的租赁飞机

全世界 41% 的另类投资基金在爱尔兰管
理

超过80家世界顶级银行在此落户

价值2.2万亿 欧元的投资基金在爱尔兰
管理

欧洲最大、全球排名第五的牛肉出口国

全球 20% 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在这里生产

80% 的爱尔兰乳制品出口到国外

为什么选择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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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做生意

在爱尔兰做生意极为简单，项目的启动既快速
又方便。下文简要介绍了在爱尔兰开展业务时
需考虑的重要事项。

企业注册

在爱尔兰投资的最佳企业结构确定之后，您便
可为即将在爱尔兰设立的法人实体选择适当
的法律形式。最常用的选项是：  

• 营业地点
• 分支机构
• 私营有限公司（最低股本通常为 2 欧元）

一旦注册实体，所有税种（公司所得、薪金税和
增值税）登记可通过向税务署提交单一表单完
成。

雇用人才

对于所有在新国家进行投资的公司而言，最关
键因素之一就是其招聘拥有适当教育水平、技
能和经验的员工的能力。爱尔兰人才的广度和
深度及其对欧盟乃至世界各地人才的吸引力使
之蜚声海外。

签证与移民：2012 年，爱尔兰推出了旨在吸引
成功商务人士前往爱尔兰投资的“爱尔兰移民

投资计划”。如果欧洲经济区外的国民向（例
如中国公民）爱尔兰落实已核准的投资，则他
们将可以申请在爱尔兰投资居留权。通常情况
下，他们会获得为期5年的长久居留权（该居留
权将在获得后的满两年再行审查，以次延续3
年）。此外，根据“归化计划”，居住在爱尔兰
且满足 5 年居住要求（有适用条款和条件）的
外国公民可申请成为爱尔兰公民（持爱尔兰护
照）。

薪金税：在爱尔兰，唯一由雇主承担支付的薪
金税是与工资相关的社会保险（PRSI）——最
高税率为 10.75%。该薪金税须在到期时连同
雇员扣缴税款向税务署缴纳。雇主义务、薪金
税和个人所得税率的所有详细信息都载录于我
们的税务事实出版物中。

流动的劳动力： 由于爱尔兰是欧盟成员国，劳
动力可在欧洲经济区（EEA）内自由流动。这使
得劳动力在保留爱尔兰本土人才的优势的同
时，得以接触多国语言和其它技能。来自欧洲
经济区以外国家的员工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办理
就业许可，工作签证或绿卡。

我们可以帮您处理这一流程，并为外派到海外
的员工提供节税规划输入。

“75% 的谷歌员工已经迁至都柏林
工作” 

John Herlihy——谷歌爱尔兰在线销售和运营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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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的优惠税收制度
概览

爱尔兰极富吸引力的税制

爱尔兰12.5%的法定公司营业税为世界最低之
一。 

选择爱尔兰作为其欧洲或国际大本营的企业
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爱尔兰优惠的税收制度，
从而实现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爱尔兰有着无可比拟的亲商税制。爱尔兰的公
司需缴纳基于利润的公司所得税，税率通常为 
12.5%；也没有国税和地税之分。此外爱尔兰
还有很多可进一步降低该税率的激励措施。各
州或地方无额外课税。计算和缴纳税款的流程
十分简单，主要是企业通过自我评估并将税款
直接缴纳给税务局。如果税务机关要求做出相
关澄清，他们将会以积极地态度与公司共同商
榷解决相关问题的方式方法。

那么，我们的税率同其他地方相比如何？

知识产权开发效益
• 完全为经营目的而采购的合格知识产权，

其花销可用于成本摊销
• 知识产权售出 10 年后无差额税/收回
• 持牌知识产权税务减免
• 多种节税知识产权构建良机

研发优势
• 针对符合资格的企业研发成本可获得

25% 的退税（有效津贴为 37.5%）
• 3 年周期内超额信贷的现金偿付
• 针对研发团队的退税可转化为税务有效

津贴
• 新投资者没有“基准年”限制（即在全卷

的基础上适用）
• 符合条件的研发活动有可能获得无偿援

助

控股公司 
• 国内和国外收益免税（欧盟成员国和缔

约国）
• 爱尔兰股息免税、外国股息有效免税（外

国税收抵免）
• 广泛的国内依法预提税款豁免
• 没有资本弱化或受控外国公司（CFC）规

则

%

2014 年税务事实

有关税收条约和其他企业以及个人税率的
全部细节，请查看我们的《2014 年税务事
实》刊物。

可管理转让定价规则与优惠的知识产权开发
条款、研发活动和控股公司（见下文）成就了爱
尔兰世界一流的税制，并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了
无与伦比的机会。

为什么选择爱尔兰？ 
6

5天
注册一个法律实体通常所
需的处理时间

为什么选择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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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世界一流的税制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独
特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利用爱尔兰作为其欧洲
和国际乃至全球业务的低税率“枢纽”。 

爱尔兰优惠的税收制度
独特的枢纽位置，您的最佳选择

• 欧盟指令和税务条约（共 72 
项，包括处于审查阶段）

• 条约中一般预扣所得税率为 
0%

• 完备的中国和韩国条约

• 股权投资无资本税

• 不是“避税天堂”，也没有银
行保密规则等等。

• 根据爱尔兰国内企业法，针对向境
外支付的企业利润预扣所得税率一
般为 0%——这样可避免税务条
约索赔

• 也可对流向非条约国家的资金流动
进行管理与计划

• 最近对国内预扣税豁免进行了简化

• 税收效率重组和退出规划

资金流入爱尔兰…… 资金流出……

爱尔兰的国内税制结合优秀且不断成长的税收
协定网络以及欧盟法规，意味着爱尔兰是跨国
公司理想的区域枢纽或总部地点。

无论您想通过重叠智能和现有业务模式的简
化方式，还是正为全新的/日益增长的国际业
务寻找最佳基地，爱尔兰都是最佳的选择。

国际收入流动的好处

企业愿意与我们合作，因为我们已经充分地证
明！

我们了解商业和经济环境，并能结合专业税
务、咨询和审计及坚定知识，为您提供最适合
您的业务需求的解决方案。

在您投资决策的每一步，我们都将提供帮助。
这包括指导您办理所有启动程序，包括税收、
监管、会计和法律事宜，并帮助您为自己的业
务需求设计最佳的企业结构和经营模式。 

我们与不同客户都有合作经验——既包括初
创企业也包括大型跨国公司，横跨科技、互联
网和媒体、制药、医疗技术和金融服务等不同
的行业范围。

我们的合作对象……

我们能提供何种帮助？

我们与企业合作以增加其价值的领域包括： 
• 设计并实施最优企业结构和商业经营模式
• 实现并保持有效低税率
• 选择并注册法人实体
• 获得最佳的政府补助和激励政策
• 税务登记和其他合规义务
• 管理监管要求和合规结构
• 处理就业、薪酬和流动性问题
• 支持企业收购

全球 10 家顶级科技企业中的 8 家

64% 的爱尔兰注册地基金 

全球 10 家顶级制药公司中的 9 家

普华永道思考型领导力

根据普华永道的信誉，全球税源监控*认可
我们为国际企业税务筹划全球领先的顾问
公司，在竞争中有着强大的领先优势。

*“于 2000 年推出的全球税源监控（GTM）是一项由研究机构 TNS 执行的独立调查，此调查旨在检查税务咨询市场中顶尖公司在全球、区域、国家和产业中的竞争地位。它提供了对公司声誉、客户服务和品牌健康的综合性衡

量，调查结果目前由对 31 个重点市场中主要决策者（首席财务官和税务主任）进行的 3000 多个电话采访获得。”

为什么选择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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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的税率

• 知识产权效益

• 研发激励措施

• 控股公司效益（见前页）

爱尔兰国内税
制……

为什么选择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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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与谁联系？

Joe Tynan  
电话：+353 1 792 6399 
电子邮件：joe.tynan@ie.pwc.com

Andrew O’Callaghan 
电话：+353 1 792 6247 
电子邮件：andy.ocallaghan@ie.pwc.com

Garrett Cronin 
电话：+353 1 792 8807 
电子邮件：garrett.cronin@ie.pwc.com

外国直接投资税务 外国直接投资审计与鉴定 外国直接投资咨询服务

中国/爱尔兰 
曹阳 (Eddie Cao) 
电话 (爱尔兰)：+353 86 318 2451 
电话 (中国)：+86 159 412 80052 
微信：Eddieyangcao 
电子邮件：eddie.cao@ie.pwc.com

中国 (上海) 
汪越 (Claire Wang) 
电话：+86 21 2323 1135 
电子邮件：claire.w.wang@cn.pwc.com

有关详细信息，请与我们的中国团队取得联系

为什么选择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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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给谁打电话？

我们将很高兴与您会面，商讨如何将爱尔兰作为一
个平台，扩大您的业务。

以下提供了我们合伙人的联系资料，这些合伙人专
业致力于外国直接投资并覆盖我们的主要业务
区。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询问，请拨打 +353 1 
792 7052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eddie.cao@ie.
pwc.com 联系 曹阳 (Eddie Cao)。



爱尔兰……近距离观察

文化：

爱尔兰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多样化社会。大
规模的移民帮助爱尔兰成为了技能、经验和创
造力的大熔炉。仅在普华永道爱尔兰成员公
司，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来自约 40 个不同的国
家，员工比例近10％外籍人士。

音乐：爱尔兰是活力四溢的国际化音乐之都，
这里涌现了许多成功的音乐艺术家，包括瘦李
奇、棒客乐团、洛瑞 盖乐许、鲍勃·吉尔道夫、《
大河之舞》、范·莫里森、U2 乐队以及卡百利乐
队。 

文学：爱尔兰这样的一个小国大大促进了世界
诗歌和文学的发展，从詹姆斯·乔伊斯、塞缪尔·
贝克特、布拉姆·斯托克到奥斯卡·王尔德，爱尔
兰的天才作家为古典与现代文学做出了杰出贡
献。

电影：爱尔兰电影工业在过去 20 年中突飞猛
进，产生了新一代电影导演和作家。包括肯·洛
奇、吉姆·谢里丹和尼尔·乔丹以及演员科林·法
瑞尔、加布里埃尔·伯恩、布莱丹·格里森、西尔
莎·罗南和丹尼尔·戴刘易斯。爱尔兰还是《勇敢
的心》、《拯救大兵瑞恩》和《哈利·波特》等许
多国际鸿篇巨制的拍摄地。

体育：体育项目在爱尔兰极受欢迎。爱尔兰拥
有帕德莱格·哈灵顿、达伦·克拉克、罗里·麦克罗
伊和格莱姆·麦克道尔等众多世界一流高尔夫
球手；而在橄榄球和足球方面，爱尔兰在世界
和欧洲赛场也有不俗表现。赛马是爱尔兰另一
项流行的运动，爱尔兰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适
宜养殖纯种马匹的地方之一，这里同时产生了
许多世界顶级的驯马师和骑师。

爱尔兰……近距离观察

人口： 460 万 

国籍： 爱尔兰 

语言：  英语 

地点：  爱尔兰岛位于欧洲西北部，大不列
颠以西约 20 公里处

首都：  都柏林 

面积： 70282 平方公里

货币： 欧元 

气候： 夏季每日平均气温为 14 到 16 摄
氏度，冬季每日平均气温为 4 到 7 摄氏度

时差：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 0.00（夏令时 
+1 小时）。爱尔兰比美国东海岸早 5 个小
时，比北京和香港晚 8 个小

50% 的人口在 35 岁以下

为什么选择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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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制度： 共和政体、议会民主制、政治环境
稳定。爱尔兰是欧盟（EU）成员国，也是一些
最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爱尔兰在军事问题上
保持中立。

基础设施： 爱尔兰投入巨资，兴建了从银行、
贸易融资到高效物流运输和道路等高度发达
基础设施，可提供世界一流的配套服务。通过
这些投资，爱尔兰建成了一些欧洲最安全的道
路，并获得了欧盟道路安全奖。

机场和港口： 爱尔兰的 3 个国际机场分别位
于都柏林、香农和科克，此外还有 6 个区域机
场。主要港口有都柏林、科克、罗斯莱尔和沃特
福德港。

教育： 81% 的爱尔兰学生完成了高等教育，约 
60% 的学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这种对教育
的持续贡献和投资帮助爱尔兰培育出了一批知
识渊博且创新力强的劳动力。

爱尔兰的三大机场每周有 1800 多趟
航班飞往英国、欧洲、美国、加拿大和
阿布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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