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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尊敬的商业伙伴们，征税有助于各国政府调动国内资源，从而确保其财务的可持续性，并为当地人民的包
容性增长奠定基础。
因此，我们为您提供了莫桑比克依法纳税指南，其中具体说明了莫桑比克的税收制度及依法缴税规程。
本指南适用于将在或已在莫桑比克投资的投资者。本指南回答了企业可能遇到的有关纳税途径、纳税时
间、纳税地点、纳税种类、纳税额以及纳税依据等问题。此外，指南还全面而简洁地概述了莫桑比克现阶
段适用的各种税种、税务机构、税法、税务管理机制和税务条例。
我感谢参与本指南制作的团队，感谢各位专家提供了关于国家税收的重要信息，构成了本指南的核心内
容。我们也在此感谢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以及国际贸易中心（ITC）通过非洲投资与增长伙伴关系项
目（PIGA）在本指南的制定过程中提供的大力支持。
本指南将极大地促进莫桑比克投资与出口促进局（APIEX）为投资者提供便利，共享信息，并充当投资者
的信息及指导来源。
我们认为，本指南将帮助国内外的投资者强化知识，成为投资者有力的工具及信息来源；帮助投资者遵守
莫桑比克共和国现行的税法和规章。
Lourcenço Sambo
总干事/ Director Geral
投资与出口促进局/Agência para a Promoção de Investimento e Exportações（APIEX）

本指南得到非洲投资与增长伙伴关系项目（PIGA）的大力支持。非洲投资与增长伙伴关系项目（PIGA）是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际发展部（DFID）旗舰项目“非洲制造”的有机组成部分，旨在促进对选定非洲国
家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外国直接投资。根据“非洲制造”计划，非洲投资与增长伙伴关系项目（PIGA）旨在
支持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和赞比亚吸引外国（特别是中国）在农产品加工和轻工业领域的直接
投资，为这些国家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可持续增长，同时提高这些国家有效促进投资的能力。
非洲投资与增长伙伴关系项目（PIGA）由国际贸易中心（ITC）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和中
非发展基金（CADFund）共同实施。

鸣谢
国际贸易中心感谢各方为制定本指南所作出的贡献。感谢在国际贸易中心工作人员和国家协调员的指导和
技术支持下工作的Malaika Ribeiro和T.C.A Ranganathan。国际贸易中心也要感谢Lourenço Sambo局长。
的贡献，以及其他投资与出口促进局（APIEX）同仁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以及Vanessa

Finaughty和Iva

Stastny Brosig对报告的编辑和设计。另外，我们也要感谢莫桑比克税务局和经济协会联合会（CTA）在简
化征税服务并为私营部门提供支持方面发挥的作用。
本指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际贸易中心或莫桑比克政府的官方立场。所采用的图片可能与
莫桑比克实际情况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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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与缩略语
除非另做说明，所有提到美元（$）的地方均指美国美元。

VI

CIT

企业所得税

ISPC

小规模纳税人简化税

MTA

莫桑比克税务局

MZN

莫桑比克梅蒂卡尔

NUIT

纳税人唯一识别号

PE		

常设机构

PIT		

个人所得税

USD

美元

VAT

增值税

WHT

代扣所得税

非洲投资与增长伙伴关系项目（PIGA）

第一部分：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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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 莫桑比克的税收制度
1999年以来，莫桑比克的税收制度经过了大规模
改革，引入了增值税（VAT）。2003年，完成了此

© Shutterstock.com

次改革的第二大里程碑，彻底地改革了直接税，
并出台了企业所得税（CIT）和个人所得税（PIT）
法规。此后，又通过几次立法更新，以实现国家税
收制度现代化这一政府确定的首要任务。
通过以下示例可以看出，莫桑比克的税收可分为直
接税（由纳税人直接支付/应付）和间接税（不由负
责向相应税务机关付款/汇款的人负担）。

1. 关于本指南

i. 直接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小规模纳

本税务指南旨在向计划或已经在莫桑比克开展投资
的外国投资者提供与莫桑比克国内税收制度相关的

税人简化税
ii. 间接税——增值税；印花税；市政税。

信息。
本指南希望通过详细地介绍各种现行的税种、及各
税种的税率及合规要求，使投资者清楚地了解莫桑
比克的税收制度。同时指南还介绍了外国投资者在
莫桑比克可享受的税收优惠。本文的所有信息均基
于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适用法律。
表1

莫桑比克现行的税种

税种

税率

税款性质

纳税人

责任主体

个人所得税

0%-32%

个人直接税

由公司从源头上代扣代

公司所在地或个人日常

缴或由雇员在年底申报

住宅地区的税务部门

对企业实体（在莫桑比

公司——直接缴纳或通

公司/分公司的税务部门

克经营的公司、分公司

过代扣所得税

（IRPS）
企业所得税

32%

（IRPC）

和常设机构）征收的直
接税
小规模纳

3%或每年75

对个人和年营业额不足2

税人简化税

000梅蒂卡尔

500 000梅蒂卡尔的企业

（ISP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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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征收的直接税

个人或企业实体

个人地址或公司办公室
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税种

税率

税款性质

纳税人

责任主体

增值税

17%

对个人或企业实体（公

在开具服务发票时由公

个人地址或公司办公室

司、分公司和常设机构

司或个人缴纳

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每年由个人缴纳

个人居住地的市政税务

（VAT）

（PE））征收的间接税
市政个税

最高最低工资

对市政人员征收的直

的1%-4%

接税

市政不动

住宅建筑为

对市政不动产征收的直

每年由持有房产的个人

财产所在地的市政税务

产税

0.4%；商业或

接税

或企业实体缴纳

部门

对个人或企业实体的财

由卖方根据交易金额

财产所在地的市政税务

产转让征收的直接税

缴纳

部门

对个人或企业实体使用

每年由车主缴纳

车辆所在地的市政税务

部门

工业建筑物为
0.7%
市政财产转

2%

让税
市政车辆税

浮动利率

在莫桑比克注册的车辆

部门

征收的间接税
市政经济活

每年由市政府

对从事经济活动征收的

每年由从事商业或工业

活动开展地的市政税务

动税

评估

间接税

活动的实体缴纳

部门

印花税

0.1%-50%

对文书征收的间接税

在莫桑比克因任何法律

个人地址或公司办公室

目的签署或使用文书时

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缴纳
消费税

以法律批准

对生产或进口至莫桑比

在产品进口时或在成品

为准

克的商品征收的间接税

离开保税仓库时，由生

海关部门

产商或进口商缴纳
进口税

特别博彩税

以法律批准

对进口至莫桑比克的商

在商品进口时由海关

为准

品征收的间接税

收取

20%-35%

对博彩征收的直接税

由博彩执照所有人缴纳

海关部门

综合游戏检查局的税务
部门

油气特别

原油为10%；

从事石油作业的企业

由从事此类油气活动的

税制

天然气为6%

实体

企业实体缴纳

开采特别

以法律批准

从事开采作业的企业

由从事此类开采活动的

税制

为准

实体

企业实体缴纳

公司的税务部门

公司的税务部门

来源：由作者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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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税务局（MTA）由海关总署（Direcção

通过向税务部门提交申请表以及相关的身份证明文

Geral

件（商业注册证明书和身份证复印件），可申请

das

Alfândegas

-

DGA）和税务总署

（Direcção Geral de Impostos - DGI）组成。DGA
和DGI均各自设有国家总署长，其所属上级是税务
局局长。

莫桑比克政府已批准了几种税收优惠方案，具体取
决于项目的位置、规模和行业。这些优惠方案旨在

总体税制包括该国大部分的现行税种，以及在市政

推广并吸引外国投资，从而开发基础设施，提高国

府所在城市中执行的市政税。税收具体分配给对应

家生产能力，推动国家企业家的拓展、培训和发

的税务部门和市。

展，创造国家就业机会，提高专业技能水平，增加

特定立法适用于包括市政税在内的直接税和间接
税，并且任何个人和公司均应缴纳该国的税款。

出口，减少进口。我们将深入讨论本指南中适用的
税收优惠方案。

个人和企业实体有义务出于税务目的进行注册，

尽管莫桑比克已经在筹备纳税申报表的电子化，

并获得纳税人的唯一识别号（NUIT），本唯一

并启动了一项实验性计划（主要适用于大型税务部

税号适用于莫桑比克的各种现行税种（直接税及

门和增值税），但大多数纳税人仍必须实地提交纳

间接税），MTA将根据该号码保留纳税人的纳税

税申报表。

记录。

4

NUIT。平均批准时间为2至3天。

非洲投资与增长伙伴关系项目（P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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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莫桑比克现行的主要税种
3.1 企业所得税1

 简化税制适用于年营业额2500000梅蒂卡尔
（约39000美元）的纳税人，并应基于按以下系

3.1.1. 一般规则
企业实体（例如：公司、分公司和常设机构——

数调整后的总收入：
 商品和其他产品的销售为0.20；

PE）应根据其利润（即根据税法规定进行调整的会

 住宿、餐饮和饮料的销售及服务为0.20；

计利润）和其他形式的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

 其他收益为0.30。

公司应根据其全球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分公司

当其年营业额超出规定金额后，将不再适用简化

和常设机构仅需要根据其在国内获得的收入纳税。

税制，在此情况下，纳税人必须变更为适用常规

一般情况下，适用于公司的税制也适用于非本地实

税制。

体的分公司和常设机构，特征如下：
 总部的部分一般行政费用和间接费用可分配给其

3.1.2. 应纳税人

常设机构，但要在合理的范围内，符合纳税申报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以下实体被视为应纳

表中披露并解释的标准，并且后续的纳税年度也

税人：

应一直如此（可接受性标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应比
例的营业额分摊、直接成本和有形固定资产）；
 由于在支付了年度代扣所得税后，分公司不会在
内部进行利润分配（在莫桑比克无股东），因此
该分公司可汇出净利润而无需在莫桑比克缴纳任
何代扣所得税（WHT）；
 在莫桑比克经营的分公司必须设立经审计的账
户。
企业所得税制度
企业所得税的评估适用于以下两种税制：常规税制
和简化税制，具体如下。
 对于年营业额超过2500000梅蒂卡尔（约39000

 在莫桑比克设立总部或进行有效管理的商业或民
事公司、合作社、上市公司以及的任何其他企业
性质的公共或私人实体；
 无法人资格、在莫桑比克设立总部或进行有效管
理、其收入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的
实体，它们直接属于名义上的个人或企业实体；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中预见的条款，在莫桑
比克无总部或未进行有效管理，并且其收入无
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实体（无论是否具有法人
资格）；
 收入无需直接缴纳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的
事实本地实体（例如：未分割的不动产，以及财
团、利益分配安排等未注册的合伙关系）。

美元）的纳税人，适用常规税制，并应基于经过
适当调整的公司法定账户。这意味着纳税人必须
拥有法定帐户并遵守莫桑比克会计科目表。在本
税务指南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此常规税制。

1

由2007年12月31日法律条款34/2007批准，由9月10日法律条款20/2009、1月23日法律条款4/2012、9月23日法律条款19/2013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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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纳税地点
在莫桑比克境设立总部并进行有效管理的任何企业
实体及其他实体均被视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地点。
如果非本地实体拥有场所或其他固定的营业地点，

公司拥有由其支配的特定空间，并将其用于商业活
动这一事实足以使其构成营业地点。因此，无需一
定具有使用此地点的正式法律权力。在评估是否存
在常设机构时，重点是商业活动是在非本地居民可
支配的特定地点进行。

并且其工业、商业或农业活动，包括服务在内，
全部或部分地通过这些场所进行，则视为其在莫桑
比克设有常设机构。
常设机构还包括：
 在莫桑比克的办公室、分公司、工厂、车间、
矿山、采石场、石油井或天然气井或其他自然资
源开采场所；
 工程时长超过六个月的建筑、装置或装配现场，
与这些现场相关的协调、检查和监督活动也属于
工程范畴；
 在莫桑比克行事或买卖的人员或雇佣人员，这些
人在法律上不属于独立代理人，但具有在公司的
活动范围内，代表公司并以公司的名义订立合同
的法律资格。
在评估是否存在常设机构时，场所、设施或装置是
否由外国公司所有、租赁或以其他方式支配并不重
要。因为营业地点可能位于另一家公司的商业设施中
（例如：一家外国公司可以在另一家公司的同意下代
其支配特定的场所或另一家公司所有的部分场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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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计税依据
企业所得税的征收范围：
 以任何商业形式注册成立的商业或民事公司、
合作社、上市公司和其他以商业、工业或农业活
动为主要业务的法人或实体所获得的利润；
 不以商业、工业或农业活动为主要业务的实体获
得的对应于应缴个人所得税的各类收入代数和的
全球收入；
 属于莫桑比克境内的常设机构的收入，前提是无
论其有无法人资格，其在莫桑比克无总部或未进
行有效管理，并且其收入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上述未在莫桑比克设立常设机构的实体或在莫桑
比克设立了常设机构但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实
体所获得的各类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收入。
出于上述目的，利润应为根据本税法做出调整后，
税款所属期开始时的净资产与结束时的净资产的
差额。

3.1.5. 应税收入

3.1.6. 纳税期

应税收入包括来自本地公司和其他企业实体或来自

企业所得税应在各财务期结束时支付。莫桑比

非本地实体在莫桑比克所设立常设机构的利润，

克的标准纳税期为每年1月至12月（日历年），

加上根据资产负债表同期未计入应纳税收入的股本

但公司可向财政部申请其他纳税期，在此情况下，

的正负变动，并在适用时根据《企业所得税法》

一经批准，此纳税期必须至少保留连续5年。

的规定进行调整。
公司的应税收入应根据纳税申报表和会计记录采取
直接法计算，从应纳税利润中扣出符合条件的前几
年度亏损（不超过五年）以及此前（投资）优惠立
法下规定的未付税款减免。
《企业所得税法》的利润概念非常宽泛，包括从正
常或异常商业过程中获得的任何性质的任何收入或
收益，无论是通过企业的主要活动还是附属活动获
得的，例如：
 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
 折价、奖金、佣金和经纪费；
 不动产收入；
 通过金融交易获得的收入（例如：红利、利息、
折价、外汇利润和债券发行溢价）；
 通过经营法人团体获得的收入；
 通过工业或知识产权以及提供科学或技术服务
（包括专有技术）获得的收入；

应遵循应计项目会计原则，即应将收支一贯地分配至
各财务期，除非在年末时不可预测或获悉收支情况。
如果交易周期超过一年，纳税人可采用不同的分配
标准，可按照（i）完工百分比法，或（ii）完工法。
3.1.7. 免缴税款
以下实体免缴企业所得税：
 政府和市（不包括政府企业）；
 法律承认的社会保障机构；
 福利机构；
 财政部调度部门正式承认的公用事业单位、社会
或文化协会；
 合法建立的协会通过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所获
得的收入；
 财务（税收）透明的实体；以及
 通过需缴纳特别博彩税的活动所获得的收入。

 资本利得；

注意，农业、手工艺品和文化合作社享受50%的企

 运营补贴；以及

业所得税税率优惠。

 任何性质的补偿金。
MTA有权依据间接证据（例如：平均毛利率或净利
率、平均投资回报率、技术消耗利用率、原材料使
用率及其他直接成本，特定活动的平均成本以及前
几年的应税收入）和财政部长制定的其他标准，
通过间接法确定企业实体的计税基数。
上述间接法仅适用于以下情况：
 无法定账户或在其执行过程中存在延迟或不规范
情况；
 纳税人拒绝向MTA提供会计记录；
 伪造或掩饰会计记录；以及
 交易或会计记录中存在错误或不准确，无法反映
公司的实际情况。

3.1.8. 成本和损失
在认定应缴税成本时，主要规则是这些成本是企业
实体进行活动所必须的；即这些成本与企业实体获
得的利润和收益是密不可分的。
除其他外，成本概念包括任何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成
本或购买成本，包括原材料、分销、运输、营销和
销售成本，利息和其他财务成本，行政、工资成
本、保费、租金、运输和通讯成本、税费和类似费
用、折旧费、准备金、已变现的汇兑损失和已支付
的补偿金，以及资本损失。
就不可免税并且必须重新计入税务计算表的成本，
《企业所得税法》做出了明确的限制，此类成本有：
 关于贬值项目的融资租赁租金
 未变现的汇兑损失；
莫桑比克税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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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税；
 公司已经缴纳的、但法律规定本应由第三方缴纳
的税款；
 在侵权无任何合同基础的情况下，因任何侵权而
支付的罚款和其他罚金，包括利息；
 在相关风险可由保险赔偿的情况下已支付的补
偿金；
 在使用雇员自有车辆，但未向客户开发票时，
每日津贴费用和补偿金的百分之五十；
 客户、供应商和类似人员招待费的百分之八十；
 税法中定义的免税准备金、折旧成本和社会福利
事业成本；
 有形资产投资的市值下跌；
 未经证券交易所核实的金融资产与负债的市值
变动；
 应纳税人因进行中的一年期以上工作而蒙受的
损失；
 在所述时期内超过正常活动销售额1%的广告
费用；
 因客车产生的费用的百分之五十，包括租赁或出
租、燃油、维护和修理；
 无记录、保密和非法的费用，以及无正规支持文

使用该纳税年度累计损失的权利。
3.1.9. 折旧
在税法和《特定折旧法令》的限制范围内，折旧通
常会被认定为可免税成本。2
按照规定，应通过固定费用法或直线法将固定资产
的折旧计入损益表。
折旧通常由资产的法定所有人根据相应的使用寿
命，按法律规定的折旧率完成，法律中规定了各类
固定资产的最大折旧率。
《企业所得税法》中列出了某些不可被认定为免税
成本、必须重新计入税务计算表的某些折旧，即
 无折旧的固定资产元素；
 土地（在莫桑比克，土地由国家所有）；
 超过最大使用寿命；
 未反映在公司账户中；
 购置或重估金额超过800000.00梅蒂卡尔
（约12500.00美元）的客车；
 用于旅游的船只、直升机和飞机，前提是这些资
产不是所有人租来的或不用于公共服务活动；
 出售资产收益的再投资。

件（即增值税发票要求）的任何付款。注意，对
于这些未适时记录的费用，将按35%的税率分别
累计征税；
 适用于开采和油气公司的特定税；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仅以下准备金或减值损失

 因毕业实习薪酬超过总薪酬成本25%而产生的

可被认定为可免税成本：

成本。
亏损结转

 通过在会计年度结束时，对公司正常活动产生
的信贷价值，按照1.5%的年利率和6%的累计限
额，就可疑债务而提取的（准备金）；

税收损失可从后五年产生的应纳税利润中抵消。

 在实际损失范围内，可能对库存价值造成的损失；

但是，如果产生损失的公司的目的和宗旨或活动发

 为进行中的诉讼承担义务和费用而提取的

生了变化，那么当这些变化发生时，该公司便失了
8

3.1.10. 准备金和减值

2

9月23日法令第72/2013条

（准备金）；

 根据莫桑比克中央银行或莫桑比克普通保险监察
局的公司监督规定而创建的；
 石油开采掘业公司为更换存款而提出的；
 在采掘业公司停工后，根据适用法律条款，为解
决地形和环境恢复成本而提出的；
 增加或提高准备金。

产生的资本利得，只要交易涉及到位于莫桑比克的
资产，都需要缴纳企业税。
以下不属于资本利得或资本损失：
 承租人向出租人交付的融资租赁商品；
 债务工具的有偿转让或永久拨款。
对于通过支配有形固定资产而获得的销售收益，

3.1.11. 社会福利事业成本
用于公司所维持的社会福利事业的支出可被认定为社
会福利事业成本，前提是满足特定的要求，并且需要
MTA正式承认这些成本具有社会福利事业性质。

只要能在变现后的三年内将收到的报酬用于投资，
则法律允许将其重新投资于购买、生产或建造其他
有形固定资产。资产的购置成本中应扣除任何未确
认的利得，从而减少折旧免税额，提高未来支配的
资本利得。

为此，这些福利（i）必须是一般性的（即适用于所
有雇员，并且符合客观且相同的标准），（ii）不能
代表个人就业收入，并且（iii）非常难以针对各雇
员做到个性化。
3.1.12. 捐赠
捐赠可作为应缴税成本扣除，前提是受益人为：
i.

不以盈利为目的、组织艺术、教育、科学、
健康、文化遗产保护和恢复以及社会活动的社
会文化组织——对这些实体捐赠最高可减免5%
的上年度应税收入；

ii. 莫桑比克共和国——可免除所有税款。
但是，为了使捐赠被认定为可免税成本，必须遵守
法律规定的手续。对其中规定不能作为可免税成本
的捐赠，需要重新计入年末的税务计算表。
3.1.13. 资本损益
本地公司产生的资本损益被视为普通损益，因为莫
桑比克不征收特定的资本利得税。
由于莫桑比克未设立任何特定的资本利得税。
所以，按净收益的32%对资本利得征收企业所得
税。资产的出售价值与购置价值之差再减去折旧或
摊销即资本利得。

3.1.14. MTA作出的主要税收修正
在评估应税收入时，MTA可以进行以下主要税收
调整：
a. 转让定价；
b. 资本弱化；
c. 通 过 更 优 惠 的 税 制 向 具 有 税 务 居 住 地 的 实 体
付款。
a) 转让定价
MTA可进行必要的更正，评估应缴税利润，具体
如下：
 纳税人与其他实体（本地或非本地居民）之间存
在特殊关系，或形成了与独立实体通常会同意的
条件所不同的条件；
 由于这些条件的作用，记账利润不同于当不存在
这些特殊关系时所产生的利润。
出于转让定价的目的，在以下情况下，一个实体
与另一个实体存在关系：
 如果一个实体直接或间接地（i）掌握了另一实体
控制权，或共同受同一实体的控制，（ii）持有
的公司权益可产生重大影响力，（iii）共同控制
这个实体；

《企业所得税法》进一步确定，无论直接还是间

 是合伙人或持有合资企业；

接地，无偿地还是为了获得报酬，凡是通过支配公

 是公司管理层或其总部管理层的成员；

司、分公司和非本地居民之间股权、利益或权利所

 管理着这家公司雇员离职后的福利。

莫桑比克税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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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定价方法

出于资本弱化目的，“与之有特殊关系的非本地居

公司必须根据独立交易原则，根据每笔交易采取最

民”是与另一实体存在特殊联系的一家实体，包括任

合适的转让定价方法，即

何符合以下情况实体：

i.

 直接或间接持有这家莫桑比克公司至少25%的股

可比市场价格法；

本；或者

ii. 降低转售价格法；
iii. 增加成本法或成本加成法；
iv. 利润分割法；
v. 交易净利润法；

 尽管所持股本不足25%，但对其管理有重大影
响；或者
 纳税人和非本地实体均由同一实体控制，此实体
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其股本。

vi. 适合具体交易的其他方法。
在商品进口时，应采用可比市场价格法，并遵循转
让定价税制（TPR）下确定的特定标准。

当企业所得税税率小于等于莫桑比克企业所得税税
率的60%时（例如：32%税率的60%），则是更优

TPR对相关方之间的协议做出了特定要求，即

惠的税制。

 成本共享协议；

在这些提供优惠税制的国家，任何向具有税务居民

 公司集团内的服务协议。

身份的实体付款不会被认定为可免税成本，除非莫

合规义务
以下是本地纳税人在转让定价方面需要遵守的主要
合规义务：
 准备一份档案，其中应包含与公司转让定价政策
以及与相关方所签署协议相关的所有文件和相关
信息；
 在M/20年度纳税申报表中指出与相关方的交易
（是否存在）；
 所有文件必须采用葡萄牙语；
 年营业额少于2500000梅蒂卡尔（39062美元）
的纳税人无上述义务。
最后，只要MTA在莫桑比克签署的国际税收协定中
预见到，便可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此情况下，纳税
人必须根据税收协定中的条款和条件，要求修改其

桑比克的纳税人能证明此类成本与实际发生且无异
常或超额情况的交易有关。
3.2 代扣所得税
代扣所得税具有（i）最终性质——应纳税人无需就
获得的收入承担额外的纳税义务，或（ii）预付款性
质——收入所有人仍需就获得的收入承担额外的纳
税义务。
在以下情况下，会产生代扣所得税义务，具体视情
况而定（以先到期者为准）：
i.

支付日期；

ii. 提供日期；
iii. 到期日期；
iv. 各款项的评估日期。

纳税情况。

企业所得税应从源头代扣代缴，一般税率为10%或

b) 资本弱化

20%，具体如下。

只要应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和与之有特殊关系

20%代扣所得税的收入：知识产权或工业产权，

的非本地实体存在过度负债情况，其任何相关的负

包括在工业、商业或科学领域提供与专有技术相关的

债股本比率超过两倍时，资本弱化税制则适用。

服务；设备的使用；资本收益和不动产收益（包括租

“相关的负债股本比率”是指（i）一家莫桑比克公司
对与之有特殊关系的非本地居民的直接债务和间接

10

c) 通过更优惠的税制向具有税务居住地的实体付款

金）；公司法定董事会的薪酬；通过博彩、竞赛和抽
奖获得的奖品；合同中介；劳务服务。

债务金额与（ii）该非本地居民所持有的这家莫桑比

对上述收入征收的20%代扣所得税通常被视为应缴

克公司的股本金额之比。

最终税款的付款。但是，如果收入的获得者是未在

非洲投资与增长伙伴关系项目（P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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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设立常设机构的非本地居民，则20%代扣
所得税具有最终性质。
最终性质的20%代扣所得税也适用于国库债券和公共
债务的利息，以及在无论是否计息的情况下，在向
本地实体付款时因银行间流动性交换而产生的利息。
10%代扣所得税的收入：
无论是付给本地还是非本地实体，应始终对以下收
入征收最终性质的代扣所得税：
 电信服务和国际运输服务，包括由此类服务的提
供商所提供的设备组装和安装；

 支付给参股20%或持有更多股本至少满两年的母公
司的利润，但前提是两家公司均在莫桑比克注册；
 控股公司（SGPS）获得的收入，前提是这些公司
最低持有纳税人10%的带投票权股本至少满一年；
 本地公司之间的服务和佣金；
 参与其客户法人团体的会计师公司所获得的收入；
 支付给仅持有并管理其财产的房地产公司的物业
租金，前提是这些公司不受透明税制的约束。
代扣所得税的支付
从源头代扣代缴的款项应在下个月的20日之前交付

 飞机的维护和包机；

给相应的税务部门。

 在公共农村电气化项目范围内，建设和恢复农村

但是，在支付给非本地实体的收入需要缴纳代扣所

地区生产、运输和配电所需的基础设施；

得税的情况下，在处理或批准转让之前，应首先向

 租用海船开展捕鱼和沿海贸易活动；

商业银行出示非本地居民的代扣所得税付款证明。

 在莫桑比克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但国库债券

因此，在此情况下，必须在进行转让之前，首先向

除外。

MTA支付代扣所得税。

代扣所得税的例外情况

3.2.1. 企业所得税支付规则

当本地实体收到以下款项时，不会从源头上代扣代

本地企业实体应在每年的5月31日之前缴纳最终的

缴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或者如果纳税人采用了不同的纳税年

 因贷款而产生的利息以及因未按期还清拖欠莫桑

度，则在纳税年之后的第五个月底之前缴纳。

比克信贷机构的贷款而产生的利息，这些利息应
缴纳企业所得税；
 因延期偿还商业贷款而产生的利息以及因拖欠还
款而产生的利息，这些支付给公司的利息应缴纳
企业所得税；

除最终付款外，企业所得税还应提前支付，具体
如下：

© Shutterstock.com

预付款：相当于上年度税额的80%减去代扣所得

如果上一年无营业额，则根据公司前几年中最近一

税。在5月、7月、9月分期等额支付，或者如果纳

次的营业额计算特别预付款。关于特别预付款的计

税人采用了不同的纳税年度，则在纳税年终后的第

算，《企业所得税法》并没有限制公司应具体倒推

5个月、第7个月和第9个月支付。

几年来评估其最近一次的营业额。

特别预付款：相当于上一纳税年度营业额的0.5%

在6月、8月、10月分期等额支付，或者如果纳税

（最低限额为30000梅蒂卡尔，约468.75美元，

人采用了不同的纳税期，则在纳税年终后的第6个

最高限额为100.00000梅蒂卡尔，约1562.50美元）

月、第8个月和第10个月支付。

与上一年预付款价值之间的差额。
3.2.2 强制合规义务
此外，企业纳税人还应遵守以下声明义务：
合规义务

截止日期

宣布经营活动开始

经营活动开始前15天

变更声明

对经营活动开始声明做出任何更改后15天

宣布经营活动结束

经营活动终止后30天

年度所得税申报表（税表M/22）

在5月底之前，或当纳税人采用不同的纳税年度时，
在纳税年终后的第5个月

年度纳税和会计信息申报表（税表M/20）及证明文件

在6月底之前，或当纳税人采用不同的纳税年度时，
在纳税年终后的第6个月

转让定价档案

在6月底之前，或当纳税人采用不同的纳税年度时，
在纳税年终后的第6个月

税务和会计档案

在6月底之前，或当纳税人采用不同的纳税年度时，
在纳税年终后的第6个月

替代申报表（当所评估的税款少于应缴税款，或申报
的税收损失高于实际损失时，强制执行）

法律未规定截止日期。但是，建议一并提交此类声明与

年度所得与代扣所得税沟通

在1月底之前，关于付款以及去年收入所缴纳的代扣所

年度纳税和会计信息申报表（税表M/20）

得税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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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现行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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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4. 增值税3
4.1. 一般规则
增值税（VAT）按17%的税率征收，范围包括（i）
国家领土内的商品或服务供应，无任何例外（即领
土概念），以及（ii）进口商品（即进口的商品或
服务，但有一些例外情况）。
i.

商品供应——定义为以对应于财产转让的方式
所进行的有形商品的有偿转让。《增值税法》
将电力、天然气、热能和冷能视为有形商品。
尽管被视为商品供应，但只要能够构成独立的
商业活动，商业机构的有偿或无偿转让，或资

4.3. 应纳税人
根据《增值税法》，以下为增值税的应纳税人：
 任何独立且定期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员；
 任何不定期开展业务的人员；
 开展业务的非本地居民；
 进口商（不论是否是企业家）；
 任何有义务遵守自行估税规则的人员；
 任何对发票不当收取增值税的人员；以及
 国家和其他公共实体，无重大意义的活动除外
（包括电信、水、气和配电、运输、港口和机
场、电视和广播等）。

产的全部或部分转让均无需缴纳增值税。
ii. 进口——商品进入莫桑比克领土的入口
（海关）。
iii. 服务供应——包括商品供应或进口以外的任何
有偿交易。
4.2. 增值税制度
《增值税法》规定了三种不同的增值税制，具体
如下：
a. 常规税制——适用于有法定帐户且年营业额超过
2500000梅蒂卡尔（39062.50美元）的纳税人。
b. 豁免税制——适用于没有或无资格设立法定账

4.4. 应税事项
在以下一般情况，需要征收增值税：
 商品供应——在客户取得商品时征收；
 服务提供——在提供服务或收费时征收；
 进口——在清关时征收。
4.5. 业务地点
按照规定，莫桑比克增值税是根据领土概念征收
的，即在莫桑比克提供或进口至莫桑比克的商品或
服务，但有一些例外情况。

户、不涉及进出口且年营业额不超过750000梅蒂

以下是确定应税业务发生地点的主要规则：

卡尔（11718.75美元）的纳税人。

商品供应

c. 简化税制——适用于没有或无资格设立法定账
户、不涉及进出口且年营业额高于750000梅蒂卡
尔（11718.75美元）但不超过2500000梅蒂卡尔
（39062.50美元）的纳税人。

一般规则——供货人运输商品的出发地，或在开始
供应时，商品的所在地。
例外情况——进口商在进口商品清关之前进行的
交易。

在本税务指南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增值税的常规
税制。
3

14

由12月31日法律条款32/2007批准，12月23日法律条款3/2012、12月30日法律条款13/2016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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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服务
一般规则——供应商建立其业务的场所，提供服务
的常设机构的所在地，或永久地址。
例外情况：
 与不动产相关的服务——不动产的所在地；
 与流动商品相关的工作——提供服务的场所；
 艺术、科学、体育、娱乐、教育和类似性质的服
务——提供服务的场所。

反向征收增值税
根据《增值税法》，如果客户是应纳税人，则外国供
应商在莫桑比克提供的特定服务应缴税（如果客户是
外国实体——个人或企业实体，虽然供应商是本地
实体，但提供相同的服务则无需缴纳增值税）。
需要反向征收增值税的服务包括：
 特许权使用费、许可、商标和版权；

4.6. 豁免
莫桑比克《增值税法》中规定了两类免税形式：
a) 简单免税
在此情况下，纳税人不需要在开展业务时向客户
收取增值税。此纳税人也不得扣除进项增值税。
此外，简单免税还适用于以下业务：
 提供医疗和卫生商品和服务；
 公共实体或非营利组织的商品供应（例如：社会
援助、公共实体的安保、托儿所、养老院、体育
活动、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以及向宗教机构分配
工作人员等）；
 提供与教育或专业培训相关的商品和服务；
 银行和金融业务；
 保险和再保险；
 在农村地区居住、商业、工业用途的不动产
出租；

 广告；

 赌场和社交游戏；

 电信；

 提供文化和艺术用途的商品和服务（作者本人转

 咨询、工程、律师、经济学家、会计师和研发
服务；
 提供信息和数据库的可用性；
 银行、金融、保险和再保险业务；

让的版权、报纸销售以及文化、教育、技术和娱
乐性质的杂志书籍）；
 提供用作动物饲料、种子、农药和除草剂生产原
料的大豆和特定商品；

 人员的供应；

 提供兽用针头和注射器；

 租赁——包括流动商品的融资租赁；

 提供公共客运交通服务；

 电子服务——提供网站、托管网页、远程维

 提供灌溉用水、排水沟的清理以及农业用地的农

护程序和设备、提供并更新软件、提供图片
和文字、提供音乐、电影和游戏，包括博彩、
政治、文化、艺术、体育、科学或休闲性的广播
或宣传，以及提供远程教育服务和其他类似服务；
 与上述各服务相关的中介服务。
如果上述服务的外国供应商未在莫桑比克指派税务
代表履行其固有的纳税义务，则客户（莫桑比克的
纳税居民，并应缴纳增值税）有责任评估并支付相
应的增值税。
当纳税人收到外国供应商的发票时，应立即缴纳反向
征收的增值税。如果从开具发票之日起90天内，未
缴纳反向征收的增值税，支付未应用冲销费用（最后
期限至扣除进项增值税），则增值税变为应付款项，

药喷洒。
b) 完全免税（0税率）
纳税人不需要在开展业务时向客户收取增值税，
但可以扣除进项增值税（通常称为零税率供应）。
除出口外，国内以下商品的交易均属于完全免税：
 农业业务；
 玉米和玉米粉、大米、面包、碘盐、
未满一岁婴儿奶粉、小麦、小麦粉、新鲜或冷藏
西红柿、土豆、洋葱、冷冻鲹鱼（鲭鱼）、照明
汽油、家用液化石油气（GPL）、“喷气燃料”、
普通自行车、避孕套和杀虫剂；
 因工业生产供人食用动物的饲料而生产的产品。

因为纳税人将无法再扣除已入账的销项增值税。
莫桑比克税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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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免税
可能享受增值税减免的进口产品包括：
 根据国内法免税的商品；
 享受进口税减免的商品；
 以海关过境手续或临时进口方式进口的商品；
 由相同出口方按相同条件再进口的商品；
 莫桑比克中央银行的黄金进口；
 关税清单中的K类设备，这些设备作为依据
《莫桑比克投资法》批准的投资项目进口。

 价格由政府确定时的燃油供应——销售收益减去
燃油税；
 价格由政府确定时的电力供应——金额的62%；
 价格通过航空税率确定时的服务供应——金额的
85%；
 公共工程和施工——金额的40%；
 饮用水供应——金额的75%。
进口商品的应税金额是相应的海关定价加上
（i）进口税和其他应对进口征收的税种（不包括增
值税）和（ii）附属费用（例如：包装、运输、保险

4.7. 应税金额

及其他相关费用）。

根据一般规则，应税金额是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收

4.8. 增值税扣除

到的对价。
有些特定的商品或服务存在例外情况，具体如下：
 二手商品的转交——销售收益与购置金额之间的
差额，不包括增值税；
 在公开拍卖中二手商品的转交——向买方开具的
发票金额减去拍卖组织者应付的净额，以及拍卖
组织者应就商品买卖缴纳的税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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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项增值税只能在90天之内扣除，并且当反映在供
应商的发票或类似文件中时，是以供应商的名义出
具并反映了所有强制性的发票要求。
当可免税的增值税超过已支付的增值税额时，超出
部分可结转到下个月。只要增值税抵免额在四个月
内超过100000梅蒂卡尔，纳税人有权要求退还增
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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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进项增值税的例外情况
对于从事应征收增值税活动的纳税人，通常可以
收回已缴纳的增值税。但是，某些成本不具有免
税权，其中包括：
 不合法发票中包含的增值税；
 因购置、制造或进口产生的增值税，包括租赁、
使用、改装、维护和修改乘用车、休闲船、直升
机、飞机、自行车和摩托车，除非这些资产的出
售或探究与纳税人的活动范围直接相关；
 通常的汽车燃油增值税，不包括柴油的购买，
可以减免50%的税率；
 纳税人及各工作人员因交通和旅行产生的增
值税；
 因住宿、食品、饮料、烟草和招待费用而产生的
增值税，包括鼓励从公司外部招人的费用；
 以纳税人的名义，通过电话交流支付的增值税，
有线电话除外；以及
 对娱乐和休闲征收的增值税。
部分免税
每当纳税人提供商品和服务时，部分不具有免税权
利，进项增值税仅能根据与享有增值税减免的交易
相对应的比例进行免税——这就是比例法。
尽管有上述规定，但纳税人可始终通过直接分配全
部或部分资产和服务的方法，免除进项增值税，前
提是已预先告知税务总署。当（i）纳税人进行明显
的经济活动和/或（ii）比例法无法提供清晰的交易

4.9. 增值税发票要求
根据《增值税法》，本地纳税人开具的所有发票应
一式两份，使用葡萄牙语（也可以是双语），以梅
蒂卡尔为单位，并包括以下内容：
i.

卖方和买方的姓名、地址和纳税人编号
（NUIT）；

ii. 日期和序列号（不接受重复）；
iii. 供应的商品数量和类型；
iv. 以梅蒂卡尔为单位的税后净价；
v. 增值税税率（17%）、应缴税额或增值税不适
用的理由（单一免税或零税率）；
vi. 如果发票由经认可的打印机签发的，则必
须包括打印机的商名、授权号和纳税人编号
（NUIT）；
vii. 如果发票是由此前批准的计算机计费软件签
发的，则发票中必须包含“由计算机处理”一
词——在此情况下，应向MTA提交批准计算机
计费程序的申请，并在给此类计费软件开发票
之前取得批准；以及
viii.

向国家提供服务时的银行标识号（NIB）。

缺少上述任何内容的增值税发票不符合进项增值税
的免除条件。这也进一步涉及到企业所得税，因为
企业所得税同样不能作为成本的证明文件，因此，
需要重新计入最终税务计算表，并按35%的税率单
独征税。

视图时，MTA也可以采用直接分配方法。

莫桑比克税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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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通过填写并提交每月的增值税申报表
（模板A），并在纳税申报表显示出应纳税额时，
支付增值税。
每月缴税，直至交易结束后下一个月的月底。
4.11. 增值税退税流程
如果在超额期开始后四个月，抵免额仍超过100000
梅蒂卡尔（纳税人受益），如果不选择转接至下一
周期，则可以要求相应的增值税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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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增值税支付

（i）在给定的月份内注册了超500000梅蒂卡尔
（7812.50美元）的抵免额；（ii）正在停止其活
动，（iii）开始只进行单一免税交易，或（iv）更改
其增值税制，便可始终要求增值税退税。
出口商只要其增值税抵免额达到20000梅蒂卡尔
（312.50美元），就有资格申请增值税退税。
如果增值税抵免额超过100000梅蒂卡尔
（1562.50美元），MTA可要求退税申请的具体文
件、银行保函或其他法律形式的担保，以支付退税
申请。

无论上述四个月的期限如何，只要纳税人
4.12. 合规义务
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应遵守以下合规义务：
合规义务

截止日期和审查意见

宣布经营活动开始

经营活动开始前15天

变更声明

对经营活动开始声明做出任何更改后15天

宣布经营活动结束

经营活动终止后30天

增值税申报表

在5月底之前，或当纳税人采用不同的纳税年度时，
在纳税年终后的第5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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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具发票或等效文件

应税事件发生后的第5个工作日之前

会计记录

遵守莫桑比克会计科目表（PGC-NIRF）

非洲投资与增长伙伴关系项目（P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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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人所得税
5.1. 应纳税人

5.3. 应税收入
对当年获得的总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包括非法来
源的收入。这些收入分为以下几类：

个人应按照以下要求缴纳个人所得税（PIT）：

1. 第一类：

就业收入和养老金

i.

在全球范围内，如果视作应缴税的居民，对于

2. 第二类：

业务收入

无论在莫桑比克还是在国外获得的收入，均有

3. 第三类：

资本收益和资本利得

责任申报并缴税；

4. 第四类：

不动产收益

5. 第五类：

其他收益

ii. 在莫桑比克赚取的收入，如果视作应缴税的
非本地居民，仅对于在莫桑比克获得的收入，
有责任申报并缴税。
莫桑比克的税制依靠向家庭单位中的个人（例如：
有家属或无家属的已婚夫妻、已分居或离异、但有
家属的夫妻）征税。家属包括上代、后代或领养的
未成年人。

5.3.1 第一类——就业收入和养老金
a) 应税收入
包括来自就业收入、养老金和年金或任何其他类似
收入的收入。
豁免：养老金和死亡抚恤金。

5.2. 税务居民

b) 就业收入

如果符合以下情况，则将位于莫桑比克的个人视作

就业收入包括工资和应支付给雇员的任何其他附加

纳税居民：

福利，源自：

i.

 通过工作合同或其他类似方式形成的雇佣关系；

在该国（连续或累计）停留180天以上；

ii. 如果停留时间较段，但在该国拥有住所，并被
认为有意将此住所作为其惯常居所；
iii. 是船舶或飞机的机组人员，但其服务的实体具
有税务居住地，该实体在莫桑比克设有总部或
进行有效管理；

 通过服务协议、但在客户的授权和指导下进行的
工作；
 提供的公共服务；
 退休前福利和退休时通过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发放
的其他福利。

iv. 在国外为莫桑比克共和国服务；
v. 是莫桑比克一个家庭单位的一员。

附加福利
附加福利涵盖未包括在底薪中的任何权利和福利，
但这些权利和福利根据雇佣关系归属于雇员，并为
雇员创造经济利益，例如：
 膳食津贴——超过现行最低工资时；
 住房津贴或类似津贴——公司周边的雇主住房
除外；

莫桑比克税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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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车辆使用权的归属——如有书面文件规定该
车辆使用权归属于雇员；
 雇主支付的且与公司内部雇员职能无关的旅费
和住宿费；
 雇员应缴纳的税款和其他法律费用（由雇主代其
支付）也被视为出于纳税目的的就业收入；
 每日津贴超出法律规定的限额（每天6000梅蒂
卡尔——约每天93.75美元）；
 收缩津贴支付给直接处理雇主货款的员工——
超过每月固定薪酬的5%；
 在纳税期结束前未经适时作出解释的差旅费；
 雇佣关系开始、变更或终止时支付的补偿金；
 与雇主无关，与雇员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报酬。

应税收入除外条款
以下就业收入不在征税范围内：
 公司对强制性社会保障制度的缴款，包括养老
金、退休、生存或残疾计划；
 满足《个人所得税税法》中的某些要求（某些
医疗计划和退休计划可被视为社会福利计划），
雇主维护的社会福利事业的使用和开发所产生的
福利；
 不超过现行最低工资数额的膳食津贴；
 同上——不超过每月固定薪酬5%；
 雇员在公司服务中使用私家车的每日津贴和补偿
金（注：每日津贴和补偿金不超过针对国有雇员
规定的限额）；
 雇主因专业培训而产生的费用；

© Shutterstock.com

 解雇时支付给雇员的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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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评估——每月预扣税款
向雇员支付的所有薪酬应根据法律批准的具体附表（见表2）中规定的最终税率按月预扣，具体取决于已
收总额、个人和家庭的具体情况。
表2

最终税率

工资额
（莫桑比克）

根据较低工资额，按家属数量扣缴的个人所得税

适用于较低工资额的每
一附加额的系数

0

1

2

3

4+

不超过20 249.99

-

-

-

-

-

-

20 250.00-20 749.50

0.00

-

-

-

-

0.10

20 750.00-20 999.99

50.00

0.00

-

-

-

0.10

21 000.00-21 249.99

75.00

25.00

0.00

-

-

0.10

21 250.00-21 749.99

100.00

50.00

25.00

0.00

-

0.10

21 750.00-22 249.99

150.00

100.00

75.00

50.00

0.00

0.10

22 250.00-32 749.99

200.00

150.00

125.00

100.00

50.00

0.15

32 750.00-60 749.99

1

1

1

1

1

0.20

775.00

725.00

700.00

675.00

625.00

7

7

7

7

7

275.00

325.00

300.00

275.00

225.00

28

28

28

28

28

375.00

325.00

300.00

275.00

225.00

60 750.00-144 749.99

超过144 750.00

0.25

0.32

来源：由作者编撰。

个人所得税从源头扣缴，这说明就业收入没有额外

c) 养老金

的纳税或退税。雇主扣缴的个人所得税应在下个月

养老金收入包括：

的20日之前交付给相应的税务部门。

 退休、遗属、高龄和残疾补助；

所有以实物形式提供、定期且固定的附加福利均需

 保险公司、养老基金或任何其他实体就补充社会

按月缴纳代扣所得税。每月代扣所得税不包括住房
津贴、（公司支付的）不固定且不定期的住房和车

保障缴款而应付的养老金；
 临时或终身年金收入。

辆的使用，以及其他实体支付的任何报酬，其须经
由雇员在其年度纳税申报表上进行申报。有关这些
福利的个人所得税应在纳税年度结束时支付，并由
雇员提交年度纳税申报表。

5.3.2 第二类：——业务收入
第二类个人所得税收入包括商业、工业、农业、
林业或养牛活动（包括提供服务）产生的业务收入。

莫桑比克税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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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表》（PGC-NIRF）或根据简化的制度进行
评估，具体取决于年营业额（例如，等于或超过
2500000梅蒂卡尔，或小于2500000梅蒂卡尔），

© 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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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收入可通过法定账户、根据《莫桑比克会计

 如果股票持有时间在24至60个月之间，
则为其价值的65%；
 如果股票持有时间超过60个月，其价值
的55%。

类似于企业所得税制度。
5.3.3 第三类——资本收益和资本利得

5.3.4 第四类——不动产收益
不动产收益包括向各自所有者支付或提供的不动产收

资本收益

益，以及业务勘探转让所得收益，包括各自不动产。

资本收益包括资本投资产生的利息、利润和其他收
益，以及知识产权转让、技术援助或设备使用特许
权产生的收入。

不动产收益包括：
 物业租金，包括相关服务；
 租用物业内安装的设备或材料的租金；

资本利得
资本利得包括不被视为业务收入的任何利得，
来源：

 转租收益（向出租人支付的租金与从转租人处收
取的租金之差）；
 用于广告或其他特殊用途的部分或全部租金。

 不动产或股权的有偿转让；
 与不动产有关的合同或其他权利的有偿转让；
 知识产权的有偿转让。

总收益中扣除，最高不超过租赁金额的30%，无需
提供证明文件。任何与该建筑物有关的维修及保养

利得来自销售收入与购置价值之间的差额，按如下

费用及银行利息，如超过租赁金额的30%，仍可从

方式征税：

不动产总收益中扣除，在这种情况下，须提供证明

4, 5

 出售不动产、固有权利或知识产权所得价值
的50%；
 当出售股份产生利得时，应考虑：
 如果股票持有12个月，则为其价值
的100%；
 如果股票持有时间在12至24个月之间，
则为其价值的85%；

4
5

22

与建筑物维护及保养有关的任何费用，可从不动产

获得的考量或交易市场价值.
由相关合理文件材料支持的成本

非洲投资与增长伙伴关系项目（PIGA）

文件。市政不动产税也可从年度租金总额中扣除。
5.3.5 第五类——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包括：
 作为社交和娱乐游戏奖品的现金；
 不属于任何其他收益类别（如损害赔偿金）的任
何资产增长。

© Shutterstock.com

ii. 当产生国际双重征税时，可获得以下减免

5.4 纳税评估和支付
个人所得税由纳税人首先填写年度纳税申报表
（表10），然后根据表3所示的年度税率对上一个
日历年的收入进行年度评估。
表3

（仅适用于纳税居民），以较小者为准：
 在国外缴纳的税款；或者
 对国外收入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比例。
iii. 作为预付款项预扣的税款。

年度税率

年收入
（莫桑比克）

税率

返利金额
（莫桑
比克）

不超过42 000

10%

-

42 001-168 000

15%

2 100

168 001-504 000

20%

10 500

504 001-1 512 000

25%

35 700

超过1 515 000

32%

141 540

5.5 代扣所得税
与企业所得税类似，代扣所得税（WHT）具有最终
性质或预付款性质。代扣所得税费率为10%或20%
，具体如下。
最终代扣所得税
20%的最终代扣所得税适用于以下收益：
 股票收益；
 就业收入；

来源：由作者编撰。

 非本地居民收益；

仅根据最终代扣所得税纳税的个人不用提交年

 在莫桑比克证券交易所报价的债务证券收益；

度纳税申报表。年收入不超过225000梅蒂卡尔

 知识产权或工业产权的资本收益，包括在工业、

（3515.63美元）的，无需征税。
个人所得税申报表必须在每年1月至4月期间向有关
税务部门备案。个人所得税一般在每年5月31日前
支付。
应缴总税扣除额
《个人所得税税法》中仅适用于居民纳税人的应缴
总税扣除额如下：
i.

就纳税人个人及家庭情况而言：
 每位纳税人：1800梅蒂卡尔；
 一名家属：600梅蒂卡尔；
 两名家属：900梅蒂卡尔；
 三名家属：1200梅蒂卡尔；
 四名或更多家属：1800梅蒂卡尔。

商业或科学领域提供与专有技术相关的服务；
 不受其他利率限制的资本收益。
10%的最终代扣所得税适用于以下收益：
 定期存款利息；
 在莫桑比克证券交易所报价的证券所得收益，
债务证券除外；
 作为社交和娱乐游戏奖品的现金；
 戏剧艺术家、舞蹈演员、马戏表演者、影视明
星、音乐家、歌手或运动员等的收入。
代扣所得税作为预付款
第三类和第四类的个人所得税适用于20%的代扣所
得税利率。独立工作或协议调节佣金收益同样适用
于20%的代扣所得税利率。

莫桑比克税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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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个人支付的物业租金收益适用于14%的代扣所得

 纳税人无需针对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开立法
定账户

税税率。
代扣所得税的支付

受ISPC约束的个人或企业实体免征增值税和其他所

从源头代扣代缴的款项应在下个月的20日之前交付

得税（如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给相应的税务部门。
但是，在支付给非本地实体的收入需要缴纳代扣所
得税的情况下，在处理或批准转让之前，应首先向
商业银行出示非本地居民的代扣所得税付款证明。
因此，在此情况下，必须在进行转让之前，首先向
MTA支付代扣所得税。

以下税率适用于ISPC制度下的缴款人：
 年统一税率为75000梅蒂卡尔（1172美元）；或者
 税率为3%（根据年营业额计算）。在税收活动
的第一年，该比率下降至1.5%。

6 小规模纳税人简化税6

上述税率的选择必须在税收活动开始声明中注明。

莫桑比克于2009年1月推出了小规模纳税人简化税

应在本季度结束后的一个月（如4月、7月、10月和

（ISPC）制度，其适用规则如下。

1月）支付每个季度的ISPC。

6.1 课税范围

6.3 豁免

ISPC适用于在莫桑比克境内开展小规模商业、工业

上一年度7 12月31日最低工资最高8 的纳税人（目前

和农业活动的个人或公司，包括服务提供和小规模

为459366.48梅蒂卡尔， 约7177.60美元），其年营

进出口业务。

业额不超过此前一年12月31日时的最高一档的最低

ISPC取决于特定财政年度内纳税人的年营业额，
前提是：
 上一年度，年营业额等于或少于
蒂卡尔（39.062美元）；以及

6

24

6.2 税率和支付

工资标准36倍时，免缴ISPC。
6.4 合规义务

2500000.00梅

以下是合规义务及其各自截止日期的列表。

合规义务

截止日期

宣布经营活动开始

经营活动开始前15天

变更声明

对经营活动开始声明做出任何更改后15天

宣布经营活动结束

经营活动终止后30天

ISPC纳税申报表

每季度末，4月、7月、10月和1月

购销年度报表

每年2月

开具发票

每次出售商品或服务时

交易登记

交易后30天内

由1月12日（《ISPC税法》）法律条款5/2009批准，受4月14日（《ISPC法规》）法令14/2009管制。

7

 2019年现行的较高最低工资标准为12760.18梅蒂卡尔（199.37美元；当前汇率下为140美元）。因此，工资不超过302400.00梅蒂卡尔
（当前汇率下大约为5040.00美元）的雇员，应在2019年免缴ISPC。

8

 根据行业不同，莫桑比克实行几种不同最低工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最低工资标准的最高额应该予以考虑，以确定缴纳的最低营业
收入（即36倍的最高一档最低工资标准）。

非洲投资与增长伙伴关系项目（P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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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市政税9
市政税收制度包括各种税收和征费，由本市居民
缴纳。
7.1 市政个税
所有18至60岁且有工作能力的市居民个人应缴纳市
政个税（imposto pessoal autárquico），但以下情
况除外：
 永久或暂时不能工作的个人（因疾病或残疾）；
 服兵役的个人；

 如果建筑物用于多种用途，则按照最高税率的用
途征收。
每年1月和6月分两次交税，也可以在1月统一缴纳。
豁免：
 州和市政府机构；
 在本市从事公益活动的人道主义协会和其他非营
利组织；
 获得专为其大使馆所在地或大使馆或领事馆所在
地的不动产，且享有互惠待遇的外国政府；
 在签发居住许可证后五年内的新建筑物。

 21岁或25岁以下的全日制学生（如高中或大学）；
 无其他收入的领养老金者；

7.3 市政财产转让税

 享受互惠待遇的外国人员。

市政财产转让税（autárquico do SISA）是对位于

根据市政当局的等级/分类，每年按照以下税率，
按照每年6月30日生效的最高一档最低工资收取市
政个税：
 A级：4%

本市范围内的所有不动产（包括使用权、永久租赁
权、永久租权等）的有偿转让征收的税，其税率为
交易价值的2%。
不动产转让还包括：

 B级：3%

 承诺买方获得该财产时的承诺买卖协议；

 C级：2%

 通过交换获得的不动产；

 D级：1%

 授予财产出售权的不可撤销的授权书；

该税自1月2日起每年缴纳一次，取代市政范围内的
国家重建税。

 具有强制性购买条款的租赁协议；
 超过20年的租赁或转租。
以下情况应缴纳市政财产转让税：（i）公司成立

7.2 市政不动产税
市政不动产税（imposto predial autárquico）是指

时，股东将其不动产转让至公司股本，（ii）通过合
并或分拆转让不动产。

不动产所有人在上一年度12月31日前，对位于本市

豁免

范围内的建筑物的遗产价值征收的税费。

 州和市政府机构；

市政不动产税的税率如下：

 社会保险机构；

 住宅建筑为0.4%；

 依法成立的公用事业单位；

 商业或工业建筑物为0.7%；
9

受1月16日（《市政系统法》）法律条款1/2008、12月30日（《市政税务税法》）法令63/2008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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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专为其大使馆所在地或大使馆或领事馆所在
地的不动产，且享有互惠待遇的外国政府；
 人道主义非营利机构；
 博物馆、图书馆、学校和其他科研机构（专门用
于其活动的不动产）；

7.4 市政车辆税
市政车辆税（imposto autárquico de veículos）
是指在莫桑比克进口车辆180天后，对所注册车辆
的使用征收的税费，即：
 使用25年以下的轻型车辆和重型车辆（包括挂牌

 执行法院判决的不动产转让；

照的挂车）；

 企业实体基于合并或分拆的不动产转让。

 使用15年以下的摩托车；
 私人飞机；
 私人娱乐船。
税款由车主、金融承租人和保留所有权的买方支
付，税率取决于车辆类型（轻型车辆或重型车辆、
摩托车、船只或飞机等）。表4、表5和表6列出了
一些适用的费率。

表4

轻型车辆税率

组别

用电运行

年薪税

汽油机容量
（cm3）

其他产品
（发动机
容量）

总电压

1级——最
多6年

2级——
6-12年

3级——
12-25年

A

不超过1 000

不超过1 500

不超过100

MT200

MT100

MT50

B

1 000-1 300

1 500-2 000

超过100

MT400

MT200

MT100

C

1 300-1 750

2 000-3 000

-

MT600

MT300

MT150

D

1 750-2 600

超过3 000

-

MT1 600

MT800

MT400

E

2 600-3 500

-

-

MT2 400

MT1 200

MT600

F

超过3500

-

-

MT4 400

MT2 200

MT1 100

表5

重型货运车辆税率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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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类型

运输能力（KG）

年薪税
1级——最多6年

2级——6-12年

3级——12-25年

G

不超过5 000

MT180

MT120

MT60

H

5 000-10 000

MT360

MT240

MT120

I

10 000-16 000

MT1 080

MT720

MT360

J

超过16 000

MT2 160

MT1 440

MT720

非洲投资与增长伙伴关系项目（PIGA）

© Shutterstock.com

表6

重型客运车辆税率

组别

客运人数

年薪税
1级——最多6年

2级——6-12年

3级——12-25年

K

10-25

MT180

MT120

MT60

L

26-40

MT360

MT240

MT120

M

41-70

MT1 080

MT720

MT360

N

超过70

MT2 160

MT1 440

MT720

在每年1月至3月期间或开始使用车辆时，应缴纳市政车辆税。
7.5 改良税

7.6 市政经济活动税

改良税是一项特殊缴款，由受益于该工程建筑物的

在本市范围内进行商业或工业活动或服务的纳税

所有人或合法持有人缴纳。

人应缴纳市政经济活动税（taxa

以下情况应缴纳改良税：（i）实施导致建筑物增

por

actividade

económica）。税率由市政当局每年确定。

值的公共工程，或/和（ii）当位于工程区域内的建

请注意，根据法律，市政经济活动税是在进行经济

筑物受益于（a）城镇广场的开放、增设或照明，

活动的场所征收的，且考虑到（i）所进行活动的性

（b）公园和花园的建设和扩建，（c）一般的装饰

质，（ii）场所的位置，和（iii）占用面积。

工程。
豁免
 州和市政府机构；
 在本市从事公益活动的人道主义协会和其他非营
利组织；

最多分3期付款，分别在3月、6月和9月，也可以在
3月一次性缴纳。
7.7 市政附加税
市政附加税（derrama）可由市政当局按企业所得

 享有互惠待遇的外国政府；

税的15%和不动产税征收。

 市政当局铺设的公共道路和通道。

市政当局认为必要时，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酌情

改良税根据工程量计算，由受益建筑物分摊。最多

征收附加税。该税在特殊情况下征收。

分12期付款，如果一次付款，可享受15%的折扣。

莫桑比克税务指南

27

© Shutterstock.com

7.8 其他市政收费
市政当局还可以征税的领域
 基础设施和简易设备的变现；

本或资源，由当地投资者自行承担用于投资项目
进行经济活动的收益和风险。
 外国直接投资是指任何形式的外国资本出资
（具有货币价值），构成自有股本或资源，

 私人工程的实施；

由外国投资者自行承担通过一家根据莫桑比克法

 城市土地的使用和开发；

律注册成立并在莫桑比克境内经营的公司从外部

 劳务服务；

来源带来和/或用于投资项目以开展经济活动的

 集市和市场的占用和使用；
 广告和宣传；
 通过旅行推销员进行交易。

收益和风险。外国直接投资可包括下列任何形式
（具有货币价值）：
 自由兑换货币；
 设备及相关备件、材料和其他进口
商品；

8 财政收益

10

 使用专利技术或注册商标的特许权，其
使用费仅限于参与已使用或将使用该技

8.1 GENERAL RULES
当地公司可以申请投资项目，并从投资法规定的海
关和税收优惠中受益。
现行的投资法依据平等对待国内外投资者原则

 无息股东贷款。
 间接投资（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是指其报酬和
（或）偿还不完全由其出资人直接参与项目经营
利润分配的任何形式的投资，在间接投资中采用

（具有同样的权利、职责和义务）。11

了具体的投资形式。这适用于贷款、附加资本、

无论是国内投资还是国外投资，都应有助于莫桑比

专利技术、技术工艺、工业设计、特许经营、

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应符合莫桑比克经济政策
的原则和目标以及其他适用法的规定。
注意，如果将利润转移到国外投资的企业，根据上
述规定，（因外国投资者的资金流入而符合出口收
入条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最低限额为2500000梅
蒂卡尔（39062美元）。
既可以是国内投资或国外投资，也可以是直接投资
或间接投资，具体如下：
 国家直接投资是指国家资本任何形式的出资，
通过在莫桑比克成立和经营的公司，构成自有股

28

术或商标的活动所产生的利润分配；

注册商标、技术援助以及获得独家许可或受地理
区域或工业和/或商业活动区域限制的其他形式
的使用许可。
8.2 一般性投资法规定的优惠政策
投资者可获得的利益包括税收和海关优惠政策，
可根据项目所在位置和目标制定一般或特定的税收
和海关优惠政策。优惠政策通常包括：（i）应税收
入扣减，（ii）加速折旧和摊销，（iii）税收抵免，
（iv）免税和降低税率，以及其他具体适用的政策。

10

受1月12日（《财政收益税法》）法律条款4/2009、10月7日（《财政收益法规》）法令56/2009管制。

11

受6月24日（投资法）法律条款3/93、8月21日（投资法规）法令43/2009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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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被视为税式支出，每年以税收和会计信息

 代表莫桑比克文化的艺术和其他项目发生的费用
减免50%。

的年度纳税申报表（表M/20）附件形式提交的适当
收益申报受到MTA管制。
只有遵守莫桑比克法律且拥有经投资与出口促进机
构（APIEX）正式批准投资项目的公司，有资格享
受税收和海关优惠政策。
a) 一般税和海关优惠政策
一般优惠适用于所有无资格从特定税收和海关优惠
政策中受益的公司。

b) 特定税和海关优惠政策
特定优惠方案针对各活动所属行业具体确定。
该类优惠方案不得累加，而且如果某公司的活动为
多项，则与最初纳税活动相关的一项优惠方案适用。
i.

建造基础设施

这项优惠政策适用于以建立促进和吸引投资以及诸
如公路、铁路、机场、供水供电、电信建设和改造

一般税和海关优惠政策如下：

等特定活动实施所必需之基本公共基础设施为唯一

 免除《海关税则》中归入K类设备进口产生的进

目的的私人或公私合营投资。

口税和增值税，包括设备随附备件和配件。请注
意，除其他外，K类设备包括大多数大型设备和
机械、机械设备和组件；
 投资减税额等于总投资金额的5%，可抵销在马

这类投资优惠包括：
 免除《海关税则》中归入K类设备进口产生的进
口税和增值税，包括设备随附备件和配件。

普 托 实 施 项 目 相 关 5年 内 的 应 付 企 业 所 得 税 。

 在最初5年内，企业所得税费率减免80%，第6年

对于在其他省份实施的项目，减税额为总投资金

至第10年期间，减免60%，第11年至第15年期

额的10%；

间，减免25%。

 将标准折旧率提高至50%，实现快速折旧和摊销；
 在5年内，新技术设备所有投资的企业所得税应
税收入减免上限为应税收入的10%；
 在5年内，莫桑比克工人职业培训相关的任何费
用也将从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中扣减，扣减上限
为该类应税收入的5%。如果职业培训涉及高新
技术设备的使用，则相关费用的扣减上限为企业
所得税应税收入的10%；
 在5年内，对于因马普托省内公路、铁路、

ii. 农村地区的工商业
优惠政策适用于农村地区工商业专用基础设施建设
和/或改造的投资。
该等项目优惠包括：
 商业投资——免除《海关税则》中归入K类设备
进口产生的进口税和增值税，包括对该类活动
至关重要的其他设备（如，冰柜、天平、砝码、
收银机、油表和燃料表）；

机场、电信、供水供电、学校、医院和其他公
用设施的建设和改造产生的费用，其可免税成
本视为实际产生费用的110%。对于其他省内的
投资，可免税成本视为实际产生费用的120%；
莫桑比克税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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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投资——免除《海关税则》中归入K类设备

 在5年内，对于因马普托省内公路、铁路、

进口产生的进口税和增值税，包括设备随附备件

机场、电信、供水供电、学校、医院和其他公

和配件。

用设施的建设和改造产生的费用，其可免税成

iii. 制造和组装行业
维持年度发票金额至少为3000000梅蒂卡尔

本视为实际产生费用的110%。对于其他省内的
投资，可免税成本视为实际产生费用的120%。

（46875美元），且最终产品增值20%的制造和组

v. 酒店和旅游

装行业企业将享受如下优惠政策：

该类优惠方案适用于酒店、野营和大篷车旅店的

 减免工业生产过程所需原料的进口税；
 减免机动车辆、电子设备和计算机组装以及通信
技术这些工业生产过程所需材料的进口税。
iv. 农业和渔业
 免除《海关税则》中归入K类设备进口产生的进
口税和增值税，包括设备随附备件和配件；
 2015年前减免80%的企业所得税率（已经过期，
未更新）；
 2016至2025年，减免50%的企业所得税率；
 在5年内，莫桑比克工人职业培训相关的任何费
用也将从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中扣减，扣减上限
为该类应税收入的5%。如果职业培训涉及高新
技术设备的使用，则相关费用的扣减上限为企业
所得税应税收入的10%；

建设、现代化改造和扩建，码头开发和勘探所需设
备，旅游用野生动物保护区、国家公园和狩猎保护
区的开发。这类优惠政策包括：
免除《海关税则》中归入K类设备以及上述活动所
必需之下列货品（如，建筑材料、地毯和毛毯、
卫生设备、家具、纺织品、电梯、空调、厨房和制
冷设备、计算机和音响设备、电视、休闲和水上运
动设备、飞机、直升机和其他旅游活动相关的设
备）进口产生的进口税和增值税。
 投资减税额；
 酒店和旅游活动所用新固定资产、交通工具和其
他有形资产的快速折旧；
 现代化改造和新技术的引进；
 专业培训；
 支出费用视为征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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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适用于餐厅、酒吧、咖啡厅和其他餐饮机构的
翻新、建设和扩建，亦不适用于汽车租赁公司、

 减免建筑材料、机械、设备、随附备件和配件及
其他所需货品的进口产生的关税和增值税；

旅行社及旅游运营商。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些领域

 投资减税额；

的投资可享受一般优惠政策，即：

 快速折旧；

 投资减税额；

 现代化改造和新技术的引进；

 快速折旧；

 专业培训；

 专业培训；

 支出费用视为征税成本。

 增加可免税成本。

viii.

快速发展区

vi. 科学和技术园区

快速发展区（RDZ）是指拥有巨大自然资源潜力，

在科学研究、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包括研究和开

但缺乏基础设施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理区域。

发）领域的投资，在项目存续期间，可享受下列优

RDZ包括赞比西河谷、尼亚萨省、纳卡拉区、莫桑

惠政策：

比克岛、伊博岛和其他经批准的该类区域。只有

 减免科学、教学和实验室材料和设备（包括技

特定活动可享受RDZ优惠政策：农业、造林种树、

术、科学教育、研究所需的软件和支持材料、

林业经营、供水、野生动植物相关经营活动、电力、

建筑材料及其随附配件和备件）的进口产生的关

运输与配送、电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业、

税和增值税；

教育、卫生、住房建设、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

 在最初5年内，减免企业所得税费率，第6年至第
10年期间，减免50%，第11年至第15年期间，
减免25%。
vii. 大型项目
适用于金额超过12500000000梅蒂卡尔（195312500
美元）的投资以及在特许经营制度下实施的公共基
础设施的投资，可享受下列优惠政策：

适用的优惠政策包括：
 减免《海关税则》中归入K类货品（包括随附配
件和备件）进口产生的进口税和增值税；
 投资减税额为实现投资的20%，减免应付企业所
得税；
 专业培训；
 支出费用视为征税成本。

莫桑比克税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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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工业自由贸易区
工业自由贸易区（IFZ）的运营商和公司可享受下列
优惠政策：
 减免建筑材料、机械、设备、随附配件和备件以
及其他在IFZ进行许可活动所需货品的进口产生
的关税；
 在最初10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第11年至第15年
期间减免50%的企业所得税，在剩余项目存续期
间减免25%的企业所得税。
x. IFZ独立公司
这类公司可享受下列优惠政策：
 减免项目实施和许可活动勘探所需货品的进口产
生的关税；
 在最初5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第6年至第10年期
间减免50%的企业所得税，在剩余项目存续期间
减免25%的企业所得税。

8.3 外来投资的确认
投资与出口促进机构（APIEX）为负责审批投资项目
授权期限的实体机构，在授权期限获批后，相应项
目和外来投资必须及时在中央银行进行注册。
外来投资在中央银行的注册允许投资资本的回流，
以及相应项目下活动开展产生的任何红利或利润的
回流。
如未能完成投资在中央银行的注册，将导致无法确
认出口利润和红利所有权或再投资资本所有权。

9 印花税12
9.1 一般规则
印花税是针对《印花税税法》（SDC）的印花税附
表所列所有文件、合同、文书、图纸和契约征收的
税费。

xi. 经济特区

印花税的应纳税人为在印花税附表所列任何文件、

经济特区（SEZ）的运营商和公司可享受下列优惠

合同或契约等中拥有经济利益的任何实体。当多个

政策：

实体拥有某项共同的经济利益时，这些实体按照利

 减免建筑材料、机械、设备、随附配件和备件以
及其他在SEZ进行许可活动所需货品的进口产生
的关税和增值税；
 经济特区运营商在前5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6年
至第10年期间减免50%的企业所得税，在剩余项
目存续期间减免25%的企业所得税。
 经济特区企业在前3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4年至
第10年期间减免50%的企业所得税，在剩余项目
存续期间减免25%的企业所得税。

益比例分担纳税义务。
9.2 地域范围
印花税适用于国家领土范围内发生的所有上述实际
情形。此外，其也适用于以下情形：
 按照与莫桑比克国内发布或实施相同的条款在莫
桑比克国土范围外发布或实施的文件、法案或合
同，当其在莫桑比克用于任何合法目的时；
 总部位于莫桑比克国土范围外的信贷机构、融资公
司或其他任何性质实体、境外子公司或莫桑比克国
内信贷机构的分支机构、融资公司或其他任何性质
实体（如，总部、分公司、子公司或常设机构位于
莫桑比克）开展的信贷业务和提供的担保。

12

32

由4月1日法令6/2004批准，由8月29日法令38/2005进一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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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豁免
以下实体免缴印花税：
 州和市政府机构；

 国外下发的票据，需获得在莫桑比克同意、认可
或提交的付款；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以下发文件和文书或发生该
事实的日期为准。

 法律承认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机构；
 依法成立的公用事业协会；
 从事科学、文化、慈善、护理、慈善或以慈善为
目的的公用事业协会。
以下交易活动也免缴印花税：
 由莫桑比克实体单位签署的再保险保单；
 人寿与健康保险单；
 通过莫桑比克证券交易所实现、注册、成交或冲
销的现金或定期交易合同，以及直接或间接涉及
可流通证券的合同；
 贷款及相应利息，来自由莫桑比克信贷机构拨款
的资金，涉及在莫桑比克的工业、农业、林业、
畜牧业、渔业以及农村贸易和工业活动；
 用于购买、建造和修复个人住房的贷款及相应
利息；
 股东贷款及相应利息；

9.5 纳税评估和支付
以下实体单位应进行印花税评估及支付：
 干预有关契约、合同和其他相关事宜的公证人
员、注册机构（民事的、商业的以及不动产相关
的）以及其他公共实体；
 发放贷款或担保函的实体，或是利息、保费、
佣金以及其他报酬形式债权人的实体；
 票据以及其他信用文件的发行者，或者，如果文
件在国外下发，参与相关协商的第一实体；
 参与契约以及合同协商，或发行、使用文件、
手册及各种文件的其他实体；
 在莫桑比克由任何实体强制指定为独立服务提供
商的代表，以及在莫桑比克根据《印花税税法》
（SDC）规定范畴，执行任何其他业务操作的
代表。

 企业实体合并及增加的股本；

请注意，根据《印花税税法》（SDC）规定，如果

 公共债务及相应利息，包括其转交；

恣意造成税收支付评估失败，干预契约、合同和运

 代表公司股本的股份和证券以及债券的转让

营的任何人员都共同并各自对以上列出的实体支付

（以进入莫桑比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为目的进
行转让）；
 保证负债义务的担保，这些担保实质上附属于根
据印花税表（SDT）而被特别征税的合同，并且
同负债保证同时生成（尽管通过不同文件）；
 由非盈利组织推行的、不需要缴纳特别博彩税的

印花税负有责任。
根据文件或交易类型，当税率达到印花税表
（SDT）中设定的数值（0.1%到50%不等）时，
应支付印花税。应税事件发生后，当月的第20天，
应将税收金额支付给主管税务部门。

博彩赌注；
 金融租赁协议以及所有构成交易一部分的相关文
件和担保；
 对配偶、后代和上代的赠予和划拨。

印花税纳税义务规定如下（除其他）：
 完成契约及合同签署；
 如果文件、契约或合同在莫桑比克以外下发或

© Shutterstock.com

9.4 应税事件

签署，这些文件应该提交给莫桑比克境内的任何
实体；
莫桑比克税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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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双重税收协定
莫桑比克拥有九个双重税收协定，即与葡萄牙共

所有协定遵照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协定规

和国、意大利共和国、毛里求斯共和国、南非共和

范，相关适用税率请见表7。

国、博茨瓦纳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华
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
及印度共和国签订的双重税收协定。
表7

OECD协定规范的税率

国家

红利

利息

特许权使用费

葡萄牙

10%

10%

10%

毛里求斯

8%/10%/15% (i)

8%

5%

意大利

15%

10%

1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

0%

5%

澳门

10%

10%

10%

南非

8%/15% (ii)

8%

5%

越南

10%

10%

10%

博茨瓦纳

0%/12% (iii)

10%

10%

印度

7.5%

10%

10%

来源：由作者编撰。

（i）当母公司持有超过25%的莫桑比克公司股本时：8%；当母公司持有少于25%的莫桑比克公司股本
时：10%；其他情况：15%。
（ii）当母公司持有25%或更多的莫桑比克公司股份时：8%；其他情况：15%。
（iii）当母公司持有莫桑比克公司至少25%的股份时：0%；其他情况：12%——不同于葡萄牙版本，博茨
瓦纳税收协定英文版具有10%和12%两种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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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协定的执行不是自动的，相应协定表格需由国

格应提交给MTA。如果未能提供这些表格，则不能适

家税收部门正式签署并盖章，而在该国家收入所得

用协定优惠税率。

人是纳税居民。申请时，正式签署并盖章的此类表

时限向MTA提供协定表格，并申请退回多缴的税款。

非洲投资与增长伙伴关系项目（PIGA）

尽管如此，纳税人有两年的

11 其他税项

莫桑比克具有以下特别关税制度：
a. 临时进口是指允许因特殊目的进口的商品，并且

11.1 消费税

13

当特定商品生产或进口到国家境内，做好产品消
费介绍后，应支付消费税（比如：当产品离开工厂
时、当产品进口到保税仓库时，或当成品离开保税
仓库时）。
消费税税率或者按价或者特定，按照《消费税法》

计划一定时期之后将再出口的商品，延迟支付进
口税进入国家境内的关税制度，但须提供担保，
且商品除因使用而正常折旧外，不发生任何变
化。临时进口的商品受海关永久管制。
b. 临时出口允许计划再进口的商品延时支付关税进
行临时出口。所有临时出口的商品必须在一年时
限内再进口，经海关总署署长批准可延期。

附件表格所示执行。除其他外，应税商品主要是那

c. 再进口与再出口是根据临时出口或进口规定，

些被认为是奢侈的、有负面影响的让人上瘾的商品

在该国的商品进口或出口。其不受制于任何关税

和具有低价格弹性的商品。

规定。

原材料以及成品或半成品，无论进口的还是当地生
产的，如果它们用于国家工业或与当地生产的产品
进行组合，那么，免征消费税。
《消费税法》对酒精、啤酒、葡萄酒和其他烈性饮
料、烟草制品和机动车辆规定了特别税收制度。
11.2 进口税14
任何进口或出口的商品，都应根据关税税法规定，
缴纳关税以及其他相关费用，除非享有特别免税待
遇。
《莫桑比克关税税法》根据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
度的解释总则制定。关税估价根据1994年签订的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第七条的定义进
行制定。
如果对于某些商品有特别协定，并且在进口时出
示原产地证书，商品原产地对进口时应付关税具
有一定影响。

d. 海 关 运 输 是 指 代 当 进 口 商 品 确 定 海 外 最 终 目
的地时，在海关监管下，从一个海关运输到另
外一个海关。
e. 海 上 运 输 适 用 于 自 由 流 动 的 商 品 ， 或 使 用 容
器运输（不同于进口时所使用的一次性容器）
的进口商品，事先遵守固有税收义务，在关税区
内从一个地方运输到另一个地方。
f. 转运允许根据担保规定，在国家关税区内，将商
品从出境地转关到入境地。
g. 保税仓库允许商品存放在安全地点，延期支付
关税。
h. 免税商店是授权使用外币进行交易的商业机构。
这些机构通常设立在机场、边境和港口，受益于
暂停征收关税，因为商品仅设定在这些特殊地点
销售。
i. 工业自由贸易区是指进出口自由贸易区域，其目
的是在关税区内建立除外区域。进口到自由工业
区的商品可暂停缴纳关税。
j. 经济特区适用于实行特别税收和海关制度的指定

根据将要进口商品的特别分类，关税税率有所

地理区域，所有进入该地区或在该地区流通的商

不同。

品均免征关税。

出口商品没有关税。

13

受12月28日（《消费税法》）法律条款17/2017、9月16日（《消费税法规》）法令75/2019管制。

14

由12月30日（关税税则）法律条款11/2017批准，由12月28日法律条款18/2017、5月24日（清关法规）内阁文书51/2019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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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特别博彩税

石油生产税可以使用现金或实物代款方式，以原油

对于博彩以及社会和娱乐游戏，莫桑比克有特定
立法。

的10%以及天然气的6%进行支付。
11.5 开采特别税制16

博彩活动须缴付特别博彩税并免征企业所得税，而社
会与娱乐游戏须缴付一般税（比如：企业所得税）。

本制度适用于在莫桑比克从事开采活动的任何个人
或企业实体。一般来说，此类开采实体受制于莫桑

在税率达到各个特许协议设定的税率时，并且在其

比克现行的一般税收制度，以及以下列举的特别开

将奖金支付给赌客获得博彩收入后，应支付特别博

采税：

彩税。税率不得超过：

矿业生产税（imposto sobre a produção mineira -

 20%，特许期在10到14年之间；

IPM ）在每个日历月应按钻石8%、贵金属和宝石

 25%，特许期在15到19年之间；

6%、半宝石和重砂3%、普通金属、煤炭和其他

 30%，特许期在20-24年之间；

矿物3%、砂和石头1.5%的税率征税。

 35%，特许期在25-30年之间；

区域税（imposto sobre a superfície - ISS）每年征
收，仅以根据探测和开发许可、开采特许或开采证

11.4 油气特别税制

15

一般来说，从事油气业务的实体须缴纳莫桑比克现
行的一般税收，以及石油生产税（imposto sobre a

produção de petróleo-IPP）。
a. 石油生产税（IPP）

书授权的土地公顷数为基础进行计算，按照法律批
准的税率进行征收。
 由开采特许和开采证书持有者以20%税率支付
矿产资源租赁税（imposto sobre a renda do

recurso mineiro - IRRM）。

在特许区域产出、生产的石油进入政府设立的检测
点时，应支付石油生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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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由9月23日法律条款27/2014批准，12月28日（税收特别制度及石油业务税收优惠）法律条款14/2017以及12月31日（石油作业具体税收
制度和税收优惠的规定）法令32/2015修订。

16

 由9月23日法律条款28/2014批准，12月28日（税收特别制度及开采税收优惠）法律条款15/2017以及12月28日（开采活动具体税收制度
和税收优惠的规定）法令28/2015修订。.

12 税务违规制度17
一般税务违规制度（regime geral de infracções
tributárias - RGIT）适用于所有莫桑比克现行的直接
和间接税，无论其性质和纳税人是谁。
税务违规行为包括违背税法的纳税人的任何行动、
行为或疏忽。
12.1 税收债权义务
企业实体应对其法人团体（或成员）和/或以企业实
体名义或代表的法人代表犯下的任何税务违规行为
负责。
在企业实体中担任管理角色的主管、经理和其他个
人对于特殊情况下的税务违规和处罚负连带责任。

处罚应考虑其严重性、纳税人罪过、经济情况和应
缴税款相关事项，一般来说，在应付税款金额及其
双倍之间浮动。
其他从犯处罚也适用于犯有税务违规行为的纳
税人，即：
 免除享有公用实体授予的津贴的权利；
 暂停适用于其的税收优惠或免除其享有税收优惠
的权利（期限在三个月到两年之间不等）；
 临时免除其参与展会、市场推广、拍卖和公开投
标的权利；
 关闭公司；
 取缔运营执照；
 发布可强制执行的判决。
纳税人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的特定标准，申请减少

12.2 罚金上限
适用于企业实体的处罚金额，法律规定最高金额为
2500000梅蒂卡尔（39052.50美元）。适用于个人

处罚。
12.3 正式的税务违规

的处罚金额，最高为1250000梅蒂卡尔（19531.25

以下是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列表，其适用于所有莫

美元）处罚最低金额为3000梅蒂卡尔（46.87美元）

桑比克现行的税务相关规定。

违规

罚金

未能提供会计记录及其他相关文件材料

MT3,000-MT1,000,000 ($46,87-$15,625)

未能缴纳税款

应纳税及其双倍金额

最后期限内未能提交纳税申报表

MT3,000-MT65,000 ($46,87-$1,015.62)

未能提交特别纳税申报表（比如：开始申报、活动改变或中止，

MT6,000-MT130,000 ($93.75-$2,031.25)

或税收优惠）

17

遗漏纳税申报表及其他相关会计文件

MT6,500-MT350,000 ($101.56-$5,468.75)

遗漏税务登记申报表以及NUIT信息的更新

MT500-MT15,000 ($7.81-$234.38)

法定会计记录或强制性会计手册缺失

MT3,000-$300,000 ($46.87-$4,687.50)

未组织会计记录或会计记录延迟

MT3,000-MT50,000 ($46,87-$781.25)

未能在使用前提供需盖章的强制性手册，缺少手册保存

MT1,500-MT15,000 ($23.43-$234.37)

在法定最终期限内，违反开具发票和收据的职责

MT5,000-MT70,000 ($78.12-$1,093.75)

未能要求开具发票或收据

MT2,000-MT30,000 ($31.25-$468.75)

通过非授权打印店打印发票或收据

MT25,000-MT1,000,000 ($390.62-$15,625)

未能指定法定代表人

MT3,000-MT100,000 ($46,87-$1,562.50)

无NUIT情况下，根据纳税人的代扣所得税进行的收入支付

MT1,500-MT15,000 ($24.43-$234.38)

未付税情况下，根据代扣所得税，收入在国外的移交

MT6,500-MT650,000 ($101.56-$10,156.25)

由12月26日（税收违法行为一般规定）法令46/2002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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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税收争议解决

13.3 行政诉讼（请求审查或复议）

在莫桑比克，税务诉讼可以在税务检查后开始——

诉讼请求（reclamação graciosa）发送给发布通知

在这种情况下，MTA准备的初始文件将成为调查

的税务部门。

结果通知（nota

constatações）——也可以

尽管提交了行政诉讼，如果未在通知令中规定的

在主管税务部门审查完公司文件之后开始——

最后期限内按时交税，程序仍然可以被提交到税

在这种情况下，MTA准备的初始文件为一则通知令

务取

（mandado de notificação）。

execuções fiscais），除非提交了带有税收评估金

无论以哪种方式，纳税人有权利通过以下步骤提出

额（包括利息和罚款）的银行担保函或其他形式的

异议或申诉。

担保函。

13.1 结果通知

13.4 税务法庭发出的通知令

调查结果通知在税务审计程序最后发布，反映检查

来自税务法庭的通知令（mandado de notificação

期间出现的调查结果及相关问题。

do tribunal fiscal）必须按照以上第13.2部分的要

de

MTA发布结论报告（nota de conclusões）后，对
纳税人提出的异议给予考量并给出最终纳税评估，
评估应指出（i）应缴附加税（为发布相应的通知
令，执行程序已移交给税务部门），或（ii）无应缴
附加税（执行程序关闭），此时，纳税人依法有权
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提出正式申诉。

消抵押品赎回权法庭（juízo

privativo

das

求，完全遵循和税务部门通知令相同的程序。其还
应指出支付最后期限，在此期限内，如果纳税人反
对通知令中指称的事实，允许其提出抗辩。
13.5 税务抗辩
纳税人有权根据以上规定的行政诉讼程序，向税务
法庭提出税务抗辩 (contestação fiscal)。

13.2 通知令
通知令概括了结论报告中发现的问题，并且由对纳

内提交。通常，期限为10至30天不等，这取决于税

税人就税务事宜进行注册的相关税务部门发布。

务法庭发出的通知令中规定的条款。

注意：通知令也可以由与特别税务审计无关的税务
部门发布（比如：与纳税申报表错误完成相关造成
附加税的相关案例，等等）。
一旦纳税人决定付税，支付完成后，程序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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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抗辩应在法院发布的通知令中规定的最后期限

13.6 法庭作出的税务决定
收到纳税人提交的抗辩并向税务部门咨询后，法院
将发布最终决议。

尽管如此，如果纳税人反对作出的评估，其仍可以

此决议允许向行政法庭提出申诉——第2部分：

按以下规定，提出申诉。

税务事宜，如下所述。

非洲投资与增长伙伴关系项目（PIGA）

13.7 向行政法庭提出申诉——第2部分：税务事宜
税务法庭发布决议通知后，纳税人有权向处理税务
事宜的行政法庭二级部门提起申诉。
此类申诉的标准期限为8天，从税务法庭决议通知
日开始算起。
为了避免程序移交到税务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法庭，
纳税人必须向行政法庭提交银行担保函或其他形
式的担保函。该担保函必须包含评估的税收金额
以及相关适用罚款金额，并应以相关税务部门名义
发布。
行政法庭发布的决议允许纳税人向行政法庭全体会
议提出申诉。
13.8 向行政法庭提出申诉全体会议
这通常是税务程序的最后阶段。申诉必须在行政法
庭二级部门决议发布后的8天内提起。
在该全体会议中作出的决议是最终的判决，税务机
构和纳税人均不允许任何进一步的申诉。

莫桑比克税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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