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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摘要  

为鼓励对高新科技的投资，迈向泰国4.0时代，泰国政府推出新的投资促进政策，给予额外投资优惠权益，

重点鼓励对东部经济走廊（EEC）的高科技投资。 

基于技术的投资优惠权益 

以下技术领域的投资可免征10年企业所得税： 

生物技术 

纳米技术 

先进的材料技术 

数字技术 

东部经济走廊投资优惠权益 

在北柳府、春武里府、罗勇府的投资项目可获得： 

额外减征企业所得税50%   ５年 

符合泰国4.0政策但未获得其他优惠
权益的战略性投资项目。 

免征企业所得税最长可达15年。 

有资格申请研发、创新和人力资源开发的         

优惠权益。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becuo.com/wifi-icon-vector&ei=TBUmVd2wDdG0uATgx4DwAg&psig=AFQjCNElpjWUD93TkoCq9gQPAlrmJDU1Iw&ust=1428645580307334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shutterstock.com/pic-192415898/stock-vector-forbidden-symbol-no-tax.html&ei=qPUlVdSPEcObuQTy_YGICg&psig=AFQjCNHCO8DtN9NRuY5owAdNWSLmRe5Hcg&ust=1428637480340911


3 

   简介与概况  

    基于行业的优惠权益 

   基于技术的优惠权益 

   基于效益的优惠权益 

  基于地区的优惠权益 

    特殊投资优惠权益 

目录  



4 

简介 

基于行业的 

优惠权益 

基于效益
的优惠  
权益 

特殊    
优惠权益 

基于行业和
技术的优惠

权益 

基于效
益的优
惠权益 

基于地区
的优惠  
权益 

特殊   
优惠权益 

现有政策框架 泰国4.0政策框架 

为了促进泰国4.0政策，泰国政府在现行政策框架即基于技术的优惠权益和基于地区（东部经济走廊）的优
惠权益基础上推出了新的投资促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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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投资促进政策结构 

1) 基于行业的优惠权益 2) 基于技术的优惠权益 

可获较高优惠权益的行业 

 应用先进技术的制造业 

 高附加值的业务和服务 

免征企业所得税最长8年 

可获较低的优惠权益的行业  

 基本行业 

 辅助行业 

免征企业所得税10年 

生物技术 
先进的材料技术 

纳米技术 
数字技术 

5) 特殊优惠权益 4) 基于地区的优惠权益 

• 东部经济走廊(EEC) 
• 经济特区(SEZs) 
• 其他 

额外优惠权益取决于投资地点。 

3) 基于效益的优惠权益 

提升竞争力的投资活动可获额外优惠
权益 
 • 研发 
• 先进技术培训 
• 其他 

特定目的额外优惠权益。 

• 扶持中小企业优惠权益 
• 提高生产率措施 
• 其他 

核心优惠权益 

泰国投资促进政策的结构强调核心优惠权益（包括基于行业和技术的优惠权益）和额外优惠权益（取决于投资
地点，投资项目在提升竞争力方面的效益和其他特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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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业的优惠权益中， 

行业可享受较高的优惠权益，包括免征企业所得税， 

而B类行业享受较低的优惠权益。 

Ａ类和B类行业的定义 

  

A 类行业 

 先进、高技术行业 
 环境友好行业 
 使用当地富余资源的行业 

  

B 类行业 

 技术含量较低，但对价值链具有重

要性的辅助行业。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boi.go.th 

A1 

A2 

A3 

A4 

B1 

B2 

 A类 

基于行业的优惠权益–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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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类行业享受最高的投资优惠权益，而B2类行业享受最低的投资优惠权益。 

 

基于行业的优惠权益中， 

优惠方案 
A1 A2 A3 A4 B1 B2 

免征企业所得税 

机械进口税 

原材料进口税 

非税务优惠权益 

免征企业所得

税８年，免税
额度不超过投
资额 

免征企业所得

税3年，免税
额度不超过投
资额 

免征企业所得

税５年，免
税额度不超过
投资额 

无 

新机械免征进口税 无 

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原材料免征进口关税１年（可延展）。 

允许持有土地、雇用外国技术人员、汇出外汇等。 

  
免征企业所得税
８年，无限额。 

基于行业的优惠权益–优惠方案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thinkstockphotos.in/image/stock-illustration-power-icon-set/187039215&ei=0tOTVOmjLM2n8AW_ooJQ&psig=AFQjCNHrWimhV7_F68wuWyavF1EkmI98Gw&ust=1419060562829346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shutterstock.com/s/"raw+materials"/search.html&ei=6_QlVZ7kL8e9uASH3IDYBg&psig=AFQjCNFvM68OQ78hOYaVTPwiC5fDeENaew&ust=1428637291849454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shutterstock.com/pic-192415898/stock-vector-forbidden-symbol-no-tax.html&ei=qPUlVdSPEcObuQTy_YGICg&psig=AFQjCNHCO8DtN9NRuY5owAdNWSLmRe5Hcg&ust=142863748034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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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获基于行业的优惠权益的 

行业清单 

汽车及零部件 电器电子 

钢铁 机械设备 

化工产品 纺织服装 

农产品 医疗产品 

酒店及旅游业 物流服务中心 各产业中的行业 
分为A类和B类。 

大约 

B类行业 A类行业 

250 种行业可享受基于行业的优惠权益。 

基于行业的优惠权益–享受优惠权益的行业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4GA&url=http://depositphotos.com/23598605/stock-illustration-transport-travel-vector-icons-set-isoalted-on-white.html&ei=DNaTVNXCKoTn8gXKz4CoAw&psig=AFQjCNGtBV2tOSWL7BVKvu7LquO8SPwRPw&ust=1419061132801931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becuo.com/wifi-icon-vector&ei=7wglVdqFIZKhugTs4YGQDA&psig=AFQjCNE2cWQ8aTfInKvyDGYKi0kVOQkD6A&ust=1428576879644340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farmville.wikia.com/wiki/File:Steel_Beam-icon.png&ei=WAolVZapGMzIuATa_oDADA&psig=AFQjCNEAaPjmulL0SrFJUP8I8imESBYJOg&ust=1428577240494440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thinkstockphotos.in/image/stock-illustration-power-icon-set/187039215&ei=0tOTVOmjLM2n8AW_ooJQ&psig=AFQjCNHrWimhV7_F68wuWyavF1EkmI98Gw&ust=1419060562829346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shutterstock.com/similar-126685475/stock-vector-chemical-test-tubes-icons-illustration-vector.html&ei=KQslVfDsCtiLuASHxIDYDA&psig=AFQjCNHdqLkTI8XL25TxrLRwEdQAgt4a7w&ust=1428577449254177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vecteezy.com/fashion/56837-male-clothing-vector-icon-pack/premium&ei=8g4lVb3VLs6iugTbr4DIBg&psig=AFQjCNH6hgtW8DfjKIIsuHv9LczsnmXykw&ust=1428578418845427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4tQE&url=http://www.thinkstockphotos.com.au/image/stock-illustration-set-agrotechnics-icons/469825743&ei=IKSXVOrsDs_auQS2j4LICQ&psig=AFQjCNHETsei9ZZCV9Vdp-bzdvxOeC06kQ&ust=1419310496322387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vectorstock.com/royalty-free-vector/medical-vector-101448&ei=RRElVeW4BIOruQSw_oCIBg&psig=AFQjCNES4c3_vo6rD1QEq4UgtxHMqZUFfA&ust=1428579013156976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4-gE&url=http://www.conceptdraw.com/How-To-Guide/design-pictorial-infographics&ei=FYGXVO-mGtCfuQTioICYCg&psig=AFQjCNH-z_G7VM1iVpcEg2RUgQF-Nxr58w&ust=1419301525508345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istockphoto.com/illustrations/distribution+center&ei=nxIlVbGcIcTguQTPo4KQCQ&psig=AFQjCNEVvhqL_dm0AD_zdPGzfcGYyoXu4w&ust=142857935963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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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以设计和研发活动为主的知识型行业 

                            A2  
                          在泰国尚无或较少的高技术行业，如电动车零部件制造.     
                       

                           A3 
                  在泰国已存在/较多的高技术行业，如汽车发动机制造。 

                            A4 
                          技术水平低于 A1-A3类，但能强化产业链的行业，如 
                        汽车发动机装配。 

                           B1  
                         技术水平较低但为汽车产业配套的辅助行业，如其  
                      他汽车零部件制造业。 

汽车行业中可获优惠权益的行业示例 

汽车产业中享受优惠权益的行业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depositphotos.com/25555789/stock-illustration-man-outdoor-activity-geologist-research.html&ei=ef0lVab2H8OVuAT-toHAAQ&psig=AFQjCNFDiXYOXY-ToCftTLYBchNkSs6mTA&ust=1428639481600645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vectorstock.com/royalty-free-vector/electric-powered-car-vector-637223&ei=lf4lVamcCsqRuASsvIGIBA&psig=AFQjCNH_Yevp68jPjywSIGC9-4QwSB29dQ&ust=1428639765260657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pixgood.com/engine-png.html&ei=1yAmVYKUIoqKuASakYGoAw&psig=AFQjCNFNc91UhNxCdJj8NUXZHKVukH_KJw&ust=1428648535651288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pixgood.com/engine-png.html&ei=1yAmVYKUIoqKuASakYGoAw&psig=AFQjCNFNc91UhNxCdJj8NUXZHKVukH_KJw&ust=1428648535651288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shutterstock.com/pic-124072405/stock-vector-car-parts-icons.html&ei=QSUmVaz2CJSruQSyvIH4DQ&psig=AFQjCNElpRTiLmgFXsnhYB7z4oiPyfaaYw&ust=142864966524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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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电子电器设计研发 

                                 A2  
                                光纤和无线通信产品制造、光伏电池制造。 

                                    A3 
                       具备互联网功能的先进电器制造、硬盘驱动器制造。 
                         

                                       A4 
                                     符合最高能效标识—5号能效标识条件的空调、冰箱、冷冻箱
制造。 

                                          B1  
                                        技术水平较低的配套辅助行业，如线束件制造。 

电子电器行业中可获优惠权益的行业示例 

电子电器产业中可获优惠权益的行业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depositphotos.com/25555789/stock-illustration-man-outdoor-activity-geologist-research.html&ei=ef0lVab2H8OVuAT-toHAAQ&psig=AFQjCNFDiXYOXY-ToCftTLYBchNkSs6mTA&ust=1428639481600645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becuo.com/wifi-icon-vector&ei=TBUmVd2wDdG0uATgx4DwAg&psig=AFQjCNElpjWUD93TkoCq9gQPAlrmJDU1Iw&ust=1428645580307334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dreamstime.com/stock-images-vector-green-eco-friendly-label-image9543714&ei=KxcmVf-0I4jiuQS3r4DQDw&psig=AFQjCNFZ81S6R5oSy-IZ3HgprosQ93XX5g&ust=1428646059677366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imgarcade.com/1/hard-drive-icon-vector/&ei=VC4mVf_hIMqLuASYiYC4CA&psig=AFQjCNGK3HtjYG65LYhUUVCBB-vqOZOSsg&ust=1428651988623666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depositphotos.com/30925961/stock-illustration-wifi-internet-cafe-wifi-vector.html&ei=izAmVe6cA9iPuASClIGwCw&psig=AFQjCNGhw958k1iWaEhsbB87-fXP8cam4A&ust=1428652555135180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hualian.co.th/detail_art.php?id=34&id-art=34&ei=aj4mVd3SLNOPuATNtoBA&psig=AFQjCNHZrDKAxLemdbaGZL2cg1C1cleaNw&ust=1428656106862145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imgbuddy.com/electrical-wire-vector.asp&ei=PUImVef2CJCcugSLmIGwCQ&psig=AFQjCNFoqDWc_gWL6Gm76PUqLMAPVqm6sQ&ust=1428657085228251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polarview.net/vrw/energy-saving-man-made&ei=KlMmVeeCOczIuASnxYDwBw&psig=AFQjCNF9yH6UKTKRXMd6H9JYJKIfCois8w&ust=1428661419010439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imgbuddy.com/electrical-wire-vector.asp&ei=PUImVef2CJCcugSLmIGwCQ&psig=AFQjCNFoqDWc_gWL6Gm76PUqLMAPVqm6sQ&ust=142865708522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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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基于行业的优惠权益项下获得最大利益，外资企业可以考虑从事以下行业； 

1 

2 

3 

高技术制造业 

环境友好型制造业 

使用当地 

富余资源的制造业 

电动车 无线通信 具备互联网功能的电器 
 

光伏电池 符合最高能效标识条件的电器 

   橡胶制品 农产品交易中心 
 

基于行业的优惠权益对外资企业的含义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becuo.com/wifi-icon-vector&ei=TBUmVd2wDdG0uATgx4DwAg&psig=AFQjCNElpjWUD93TkoCq9gQPAlrmJDU1Iw&ust=1428645580307334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dreamstime.com/stock-images-vector-green-eco-friendly-label-image9543714&ei=KxcmVf-0I4jiuQS3r4DQDw&psig=AFQjCNFZ81S6R5oSy-IZ3HgprosQ93XX5g&ust=1428646059677366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shutterstock.com/s/rubber+plantation/search-vectors.html&ei=5BcmVa-6E4jmuQSw94HoAg&psig=AFQjCNFEwyze4KawXWB4dSx1LBvsj1lpvg&ust=1428646244414801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vectorstock.com/royalty-free-vector/electric-powered-car-vector-637223&ei=lf4lVamcCsqRuASsvIGIBA&psig=AFQjCNH_Yevp68jPjywSIGC9-4QwSB29dQ&ust=1428639765260657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depositphotos.com/30925961/stock-illustration-wifi-internet-cafe-wifi-vector.html&ei=izAmVe6cA9iPuASClIGwCw&psig=AFQjCNGhw958k1iWaEhsbB87-fXP8cam4A&ust=1428652555135180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depositphotos.com/30925961/stock-illustration-wifi-internet-cafe-wifi-vector.html&ei=izAmVe6cA9iPuASClIGwCw&psig=AFQjCNGhw958k1iWaEhsbB87-fXP8cam4A&ust=1428652555135180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polarview.net/vrw/energy-saving-man-made&ei=KlMmVeeCOczIuASnxYDwBw&psig=AFQjCNF9yH6UKTKRXMd6H9JYJKIfCois8w&ust=1428661419010439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shutterstock.com/s/tires/search.html&ei=T1EmVf-lIoXiuQSA2ICoAw&psig=AFQjCNG5UVl7XWvPYDwUO1wPUO9_qQpTJA&ust=1428660943671309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4tQE&url=http://www.thinkstockphotos.com.au/image/stock-illustration-set-agrotechnics-icons/469825743&ei=IKSXVOrsDs_auQS2j4LICQ&psig=AFQjCNHETsei9ZZCV9Vdp-bzdvxOeC06kQ&ust=1419310496322387


13 

    简介与概况  

基于行业的优惠权益 

基于技术的优惠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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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技术的优惠权益–概况  

基于技术的优惠权益中， 

对有利于提升泰国整体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开发的投资 ，有资格获得极具吸引力的优惠方案 。 

优惠方案 
核心技术投资项目 

免征企业所得税 

机械进口税 

原材料进口税 

非税务优惠权益 

新机械 免征进口税 

用于研发、相关测试以及生产出口产品的原材料 免征进
口税１年（可延展）。 
 

允许持有土地、雇用外国技术人员、汇出外汇等。 

免征企业所得税10年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thinkstockphotos.in/image/stock-illustration-power-icon-set/187039215&ei=0tOTVOmjLM2n8AW_ooJQ&psig=AFQjCNHrWimhV7_F68wuWyavF1EkmI98Gw&ust=1419060562829346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shutterstock.com/s/"raw+materials"/search.html&ei=6_QlVZ7kL8e9uASH3IDYBg&psig=AFQjCNFvM68OQ78hOYaVTPwiC5fDeENaew&ust=1428637291849454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shutterstock.com/pic-192415898/stock-vector-forbidden-symbol-no-tax.html&ei=qPUlVdSPEcObuQTy_YGICg&psig=AFQjCNHCO8DtN9NRuY5owAdNWSLmRe5Hcg&ust=142863748034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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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技术的优惠权益–符合条件的技术  

生物技术 纳米技术 先进材料技术 数字技术 

o 细胞培养/组织工程技术 

o 基因和分子技术 

o 基因工程技术 

o 组学技术 

o 生物可降解生物材料技术 

o 生物信息学 

o 先进的生物处理技术 

o 生物分析技术 

o 生物材料生产技术 

o 药物输送系统 

o 纳米包封技术 

o 纳米纤维技术 

o 组学技术 

o 纳米材料合成 

o 膜技术 

o 吸附技术 

o 纳米表征和测试 

o 纳米结构制备 

o 表面涂层/工程技术 

o 先进的催化剂技术  

o 复合材料技术  

o 功能材料技术  

o 光子与光学技术  

o 印刷电子和有机电子  

o 先进材料成型工艺  

o 材料表征技术  

o 能量储存 

o 大数据分析技术 

o 分散的序贯交易数据库 

o 人机交互技术/大脑计算机接口 

o 物联网技术 

o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o 虚拟和增强现实技术 

o 数字工程和制造技术 

o 软件测试技术 

o 嵌入技术 

o 智能电网 

o 可穿戴技术 

o 人工智能技术 

o 传感器技术 

o 自动化技术 

o 机器人技术 

所有符合条件的技术可分为4类主要的核心技术，即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先进材料技术和数字技术。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becuo.com/wifi-icon-vector&ei=TBUmVd2wDdG0uATgx4DwAg&psig=AFQjCNElpjWUD93TkoCq9gQPAlrmJDU1Iw&ust=142864558030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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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技术的优惠权益对外资企业的含义 

先进的材料技术 

数字技术 

纳米技术 

生物技术 

为了在基于技术的优惠权益中获得最大利益， 
外资企业可考虑投资与四大核心技术有关的项目。 

1 

仅申请基于行业  
的优惠权益 

选项 2 

仅申请基于技术 
的优惠权益 

选项 3 

基于行业     
的优惠权益 

选项 

+额外优惠权益 

基于效益和/或 
地区和/或 

特殊优惠权益 

4 

基于行业     
的优惠权益 

选项 

+额外优惠权益 
基于效益和/或 

地区和/或 
特殊优惠权益 

 
 

投资优惠选项 
o 公司可申请基于行业或技术的优惠权益。 

o 为了有资格获得额外投资优惠权益，公司必须符合基于

行业或技术得优惠权益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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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行业的优惠权益 

    基于技术的优惠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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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获得此类优惠权益的 
       
          行业/业务类型 获得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年限 

取决于投资额占头3年合计收入的百分比。 
研究与开发 

向泰国的技术和人力资源发展基金
捐款 

商业化应用泰国研发技术的                                       
知识产权使用费/许可证费 

先进技术得培训 

产品及包装设计 

投资额占头3年合计销售收入 
的百分比 

免征企业所得税的    
额外年限(有上限)  

1%或不少于2亿泰铢  1 年 

2%或不少于4亿泰铢 

3%或不少于6亿泰 

2 年 

3 年 

有利于增强国家竞争力的行业可获得额外免征企业所得税年限。 

. 

基于效益的优惠权益-概况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depositphotos.com/25555789/stock-illustration-man-outdoor-activity-geologist-research.html&ei=ef0lVab2H8OVuAT-toHAAQ&psig=AFQjCNFDiXYOXY-ToCftTLYBchNkSs6mTA&ust=1428639481600645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canstockphoto.com/vector-clipart/charity-donation.html&ei=kl8mVen2LZSsuQSzhoHQCQ&psig=AFQjCNGADwl3AYhFyx-veD5e05Rt021IRg&ust=1428664594831755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123rf.com/stock-photo/intellectual_property.html&ei=YGEmVb73C5eIuASs04H4Aw&psig=AFQjCNF2SG2bIt8kB4aPGvHN5JH7PZI2Mw&ust=1428665056260414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123rf.com/photo_14550710_office-icon.html&ei=VGQmVYrwJ8P_ugSshYHICw&psig=AFQjCNFU4Rw7VmiGmbBrHTw2FLWpuI0m0A&ust=1428665812724632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shutterstock.com/similar-192737168/stock-vector-abstract-flat-vector-illustration-of-design-and-development-concepts-elements-for-mobile-and-web.html&ei=Ri8nVf2OGcSLuATAwYHwBQ&psig=AFQjCNELHD1zsBDTQelUF2BPnF00KMZoSQ&ust=1428717766504006


19 

基于效益的优惠权益对外资企业的含义 

投资优惠选项 

1 3 4 

基于效益的优惠权益 

仅申请基于行业 
的优惠权益 

2 选项 选项 选项 选项 

基于行业 
的优惠权益 

基于效益的优惠权益 

 免征企业所得税最长8年 

仅申请基于技术 
的优惠权益 

免征企业所得税最长10年 
(免征企业所得税1-3年) 

免征企业所得税最长11年 

基于技术 
的优惠权益 

(免征企业所得税1-3年) 

免征企业所得税最长13年 

为了充分利用投资促进优惠权益，外资企业可考虑从事研发、先进技术培训和产品设计，以获得最长

13年的免征企业所得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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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区的优惠权益-概况 

2经济特区(SEZs) 1) 东部经济走廊(EEC) 

投资于北柳府、春武里府、罗勇府 投资于设在10个府的经济特区 

富有潜力的优惠权益 

3) 低收入府治 

投资于人均收入低的20个府治 

4) 南部边境府治 

投资于南部边境4个府治 

在诸多基于地区的优惠权益中，富有潜力的是：（1）符合“泰国4.0”战略的东部经济走廊（EEC）投资

优惠权益；（2）呼应区域互联互通的经济特区投资优惠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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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经济走廊 

(E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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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老挝 

柬埔寨 

越南 

马来西亚 

缅甸 

新加坡 

东部经济走廊 (EEC)–概况 

1. 出口产业集群 

泰国工业化时代的枢纽 

汽车 电子 纺织品 

炼油 
天然气分离  

2. 能源和石油化工总厂 

1 

一体化的基础设施 

机场 

双线铁路 工业园区 

深水港 高速公路 

2 
现有 待开发 

塑料与化工 

东部三府地处东盟区域的中心，经以下通道连接：  
1.东西经济走廊 
2.南北经济走廊 
3.印度洋和太平洋 

关键的战略位置： 
泰国与区域国家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相连接。 

美国 

欧盟 

韩国 

日本 

澳大利亚与大洋洲 

印度 

3 

东部经济走廊(EEC)是高技术和创新产业的理想投资地点，地处东盟地区中心，拥有一体化的基础设施，
是泰国工业枢纽。 

E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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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经济走廊 (EEC)–优惠权益  

东部经济走廊现有产业集群 东部经济走廊的目标产业 

汽车产业集群 
主要参与者：丰田、五十铃、马自达、
三菱、福特、宝马 

电气电子产业集群 
主要参与者：三星、日立、富士通、
LG、三菱 

石油化工产业集群 
主要参与者：泰国石油公司（PTT）和
暹罗水泥集团（SCG） 

食品产业集群 
主要参与者：味之素 

新一代汽车 
航空 

智能电子产品 
自动化和机器人 
数字产业 

生态友好型石化与化工 

未来食品 

医疗中心 
医疗保健旅游 

医疗产业集群  主要参与者：卡地
纳健康集团(Cardinal Health), 
日机装(Nikkiso) 

目标产业的投资项目有资格获得丰厚的投资促进优惠权益， 
免征企业所得税最长可达15年。 

东部经济走廊投资优惠权益 

有资格获得基于行业或技
术的优惠权益的目标产业
项目 
 
额外减半征收企业所得

税５年 

战略性投资项目 
 
免征企业所得税最

长15年 
有资格申请研发和

人力资源开发优惠
权益 

*战略性投资项目必须是符合“泰国4.0”战略但不能获得其他优

惠权益的目标产业。 

曼谷 

北柳 

罗勇  
春武里 

E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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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经济走廊投资优惠权益对外资企业的含义 

优惠权益的选项 

通过投资于目标行业，外资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东部经济走廊的投资优惠权益，置身于拥有深而
广的供应链的战略性集群产业中，同时可获得良好的基础设施。 

2 

基于行业或技术 
的优惠权益 

  

3 选项  选项  

基于效益                      
的优惠权益 

 

免征企业所得税最长10年 +    
额外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５年 

东部经济走廊  
投资优惠权益 

基于行业或技术 
的优惠权益 

东部经济走廊  
投资优惠权益 

免征企业所得税最长13年  +
额外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5年 

选项  4 

战略性 
投资项目 
优惠权益 

免征企业所得税最长15年 
+  有资格获得研发资金 

1 选项 

基于行业或技术 
的优惠权益 

免征企业所得税最长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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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特区 
(SE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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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SEZs)–概况 

达府 

清莱府 

北碧府 

廊开府 

莫拉限府 

纳空帕侬府 

沙缴府 

桐艾府 

宋卡府 陶公府 

随着区域互联互通的加强，经济特区的投资潜力巨大，特别是贸易和物流业。 

经济特区的位置 

第一东西经济走廊 
 达府经济特区 
 莫拉限经济特区 

• 贸易和物流 

o 达府靠近仰光和印度，莫拉限靠近老挝和越南 

• 达府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o 利用缅甸丰富的劳动力（达府） 

• 莫拉限的轻工业如电子电器(E&E）零部件 

o 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靠近主要电子电器 出口商（越南） 

经济特区有潜力的产业/行业 

第二东西经济走廊 
 沙缴经济特区 
 桐艾经济特区 
 北碧经济特区 

• 贸易和物流 
o 靠近主要城市，如曼谷、金边和胡志明市。 

• 轻工业，如沙缴的汽车零部件行业。 
o 利用柬埔寨的廉价劳动力，并接近泰国的汽车产业集群 

• 桐艾和北碧的旅游业 

o 拥有良好的生态系统和自然风光 

南北经济走廊 
 宋卡经济特区 
 陶公经济特区 
 清莱经济特区 

• 贸易和物流 

o 靠近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宋卡府和陶公府）以及中国
（清莱府）。  

• 农产品加工业 
o 食品行业-> 针对周边国家的市场 

o 橡胶相关行业-> 利用当地的丰富资源 

中央经济走廊 
 廊开经济特区 
 纳空帕侬经济特区 

• 贸易和物流 
o 靠近老挝主要城市(万象)  *泰国政府计划在经济特区建设多项基础设施项目，

以加强区域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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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 (SEZs)–优惠权益方案 

达府 

清莱府 

北碧府 

廊开府 

莫拉限府 

纳空帕侬府 

沙缴府 

桐艾府 

宋卡府 陶公府 

企业所得税 

进口税  

非税务             
优惠权益 

一般行业 目标行业 

• 允许雇用外国非技术劳工 
• 允许持有土地、雇用外国技术人员、汇出外汇等。 

 

• 免征新机械进口税 

• 免征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原材料进口税5年 

• 运输费和水电费按双倍抵扣应税收入，为期10年。 
• 设施安装和建设成本可额外抵扣25% 应税收入抵扣 

• 免征企业所得税8年，免税额度不超过投
资额。 

• 在免征企业所得税期结束后，额外减半
征收企业所得税５年。 

A1 & A2    

额外减征企业所得税50%５年 
A3, A4, B1, B2  

额外免征企业所得税3年 

目标行业有资格获得比一般行业更多的优惠权益。  

经济特区允许雇用外国非技术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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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投资优惠权益对外资企业的含义 

达府 

清莱府 

北碧府 

廊开府 

莫拉限府 

纳空帕侬府 

沙缴府 

桐艾府 

宋卡府 陶公府 

of tentative target activities 
包括62个目标行业活动的13个目标行业清单* 

农业、渔业及 
相关行业 

 

陶瓷制品 

纺织、服装和皮革 

家具 

珠宝饰品 
医疗设备 

汽车及零部件 
电子电器 

塑料 
药品 

物流 工业园区 

旅游 
及相关行业 

通过投资目标行业，外资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特区优惠权益，
并且位于区域战略地区。 

* 各个特区的目标行业不同。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4tQE&url=http://www.thinkstockphotos.com.au/image/stock-illustration-set-agrotechnics-icons/469825743&ei=IKSXVOrsDs_auQS2j4LICQ&psig=AFQjCNHETsei9ZZCV9Vdp-bzdvxOeC06kQ&ust=1419310496322387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vecteezy.com/fashion/56837-male-clothing-vector-icon-pack/premium&ei=8g4lVb3VLs6iugTbr4DIBg&psig=AFQjCNH6hgtW8DfjKIIsuHv9LczsnmXykw&ust=1428578418845427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dreamstime.com/stock-photo-vector-furniture-icons-set-image34985060&ei=358nVZDuE8y3uASqi4HYCw&psig=AFQjCNHvw9q360DE9mOoX9syNnq0tDhm3g&ust=142874659140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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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简介与概况 

    基于行业的优惠权益 

    基于技术的优惠权益 

    基于效益的优惠权益 

  基于地区的优惠权益 

  特殊优惠权益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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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优惠权益-概况 

2) 扶持中小企业的措施 1)提高生产率的措施 

对现有投资促进项目的特殊优惠权益，支持

对机械设备更新的投资以提高生产率。 
扶持泰国中小企业的特殊优惠权益，外

资企业可以通过与泰国中小企业建立合

资企业来获得优惠权益。 

潜力较大的投资优惠权益 

3) 其他 

• 短期投资加快措施。 

• 打造泰国优势的措施—
—以农业部门为主。 

在多种特殊优惠权益中，潜力较大的是（1）促进机械设备更新提高生产率的措施，以及(2)扶持泰国中小企
业的措施，外资企业可通过与泰国中小企业合资经营获得这项优惠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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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产率的措施-概况 

符合条件的投资 

提高生产效率，如自动化。 

• 对机械设备更新进行投资，以便 

节约能源 

使用可再生能源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条件 

• 研发活动或工程设计 

免征企业所得税优惠权益 
已过期的现有投资促进项目 

申请人 

投资额 

最低100万泰铢 
中小企业最低50万泰铢 

最后期限 

 2017年12月31日 

优惠权益 

免征企业所得税3年 

免征机械进口关税 

外资企业可考虑投资机械设备更新以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并可获得额外投资优惠权益。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www.dreamstime.com/stock-images-vector-green-eco-friendly-label-image9543714&ei=KxcmVf-0I4jiuQS3r4DQDw&psig=AFQjCNFZ81S6R5oSy-IZ3HgprosQ93XX5g&ust=1428646059677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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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中小企业措施-概况 

符合条件的投资 

对不同产业的38种行业投资，这些行业在

基于行业的优惠权益下未获得或获得较少

免征企业所得税优惠权益。 

举例 

汽车零部件制造 

空调基制造 

冰箱制造 

洗衣机制造 

条件 

泰国籍人持有 
至少51%的股权 

申请人 

资本要求 

最低资本额为50万泰铢 
最高资本额为 2亿泰铢 

机械使用 

 至少50%须为新机械。 

优惠权益 

免征企业所得税最长8年 

为从扶持中小企业优惠权益中获益，外资企业可考虑与泰国中小企业建立合资企业。 

获得与泰国中小企业成立合资
企业所享受的优惠权益。 

以风险较低的方式进入新市场。   

获得合作伙伴的现有客户作为
自己的客户基础。 

获得市场、消费者行为、买方
和供应商等当地信息。 

不能完全控制和管理合
资企业。 

与泰国中小企业建立合资企业的

优点与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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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优惠权益对外资企业的含义 

提高现有投资促进项目的生产率 

1 
投资于机械设备更新改造 

以使非高科技制造业获得中小

企业扶持措施。 

2 
与泰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 

为最大限度享受特殊投资优惠权益，外资企业应定期跟踪政府投资政策的变化，以发现适合公司业
务计划的新投资商机和投资条件。 

有关当前特殊优惠权益的建议  

http://www.google.co.th/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gQjRw&url=http://m.kinibiz.com/tag/thailandinvestment&ei=BkweVcq1D9GhugSEnoDYCQ&psig=AFQjCNFgRNUx8s5sZOahI4IKyzzQ57N5pw&ust=142813530234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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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及对外国投资者的建议 

总结 建议 

 新投资政策在实现“泰国4.0”中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给予投资优惠权益来吸引: 

(1) S曲线（S-Curve）行业  
新一代汽车、航空、智能电子、自动化和机器人
技术、数字产业。 

(2) 核心技术 
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数字技术和先进的材料技术。 

(3) 提高生产率的业务 
人力资源培训开发，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发展中小
企业的能力。 

投资于可最大限度地受益于“泰国4.0”新政策
的行业或业务： 
最大投资优惠权益：免征企业所得税15年。 

在东部经济走廊(EEC)投资可享受世界级的基础
设施。 

进行提高生产率的投资活动，如引入工业自动化、
节约能源或进行研发等。 

外国投资者应投资于S曲线（s-curve）行业和/或核心技术，进行提高生产率的投资，并在战略上选择东部经
济走廊作为投资目的地，从而从新的投资促进政策中获取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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