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GSZ - China Newsletter
2022 年 2 月

尊敬的 EGSZ 每月通訊讀者:
2025 年 1 月 1 日，由於財產稅改革，新的土地稅將開始生效。標準值將失去
其作為以前計稅基礎的有效性。然後，它們將被那些沒有偏離此法規的聯邦州所
採用的土地稅價值所取代。因此，稅務機關今年將要求業主提供大量的新數據。
孩童託管費用的支付，要留意不用現金支付，否則您在個稅申報時無權申請
扣除。
與境外的資金往來，無論是境外匯入還是境內匯出，是企業還是私人，若超
過特定的金額，必須履行向德國聯邦銀行申報的義務。
請看本期內容:
•
•
•
•
•

2022 年土地稅改革：信息狀態的參考日是 2022 年 1 月 1 日
年度財務報表: 2020 年的公示限期延長
房東也可以對居家辦公統一費用進行扣稅
以現金支付的孩童託管費不能作為特殊費用開支進行扣稅
關於外貿支付的申報義務

您對本期月刊的文章有什麼疑問嗎？請聯繫我們，我們很樂意幫助。
祝您身體健康！
EGSZ 大中華事務部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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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2 年土地稅改革：信息狀態的參考日是 2022 年 1 月 1 日
由於土地稅改革，新的土地稅將在 2025 年 1 月 1 日開始生效。在此之前作為
土地稅計稅基礎的統一價值將作廢。取而代之的是在那些沒有偏離法規的聯邦州
實行的土地稅價值。
今年，稅務局將要求業主即土地所有者提交大量新的數據。業主申報其土地
狀況的截止日是 2022 年 1 月 1 日，也就是說在這一天，業主擁有土地狀況的數
據。然而，在這個日期之前，業主暫時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他們將 在 2022 年 3
月底以公告的形式被進一步告知。
業主必須整理出他們所擁有土地的類型、面積、適用的標準地價、居住面積、
建造年份，以及如何計算在共同土地面積上建造公寓所對應的所有權份額。在某
些情況下，所需信息並不那麼容易確定。另一個複雜的因素是，稅務機關目前假
設數據必須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以申報形式（所謂的確定聲明）提交給稅務
局。
稅務局在其 2022 年推行的土地稅改革中的要求，意味著大約有 3600 萬套不
動產，其中有 2400 萬套住宅，將不得不在未來幾個月內進行重新估價。關於時間
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從 2022 年 7 月 1 日開始，提交電子申報（Elster 門戶網
站）才有可能，但目前還沒有這方面的申報表格。
提示: 立法者頒布了一個所謂的聯邦模式，根據這個模式，土地的價值才是
決定性的。然而，只有柏林、勃蘭登堡、不來梅、梅克倫堡-西波美拉尼亞、北
萊茵-威斯特法倫、萊茵蘭-法爾茨、薩克森-安哈特、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和
圖林根等州採用了這種模式。其他聯邦州則自行製定了與此偏離的法規。例如在
巴伐利亞州，從 2025 年起，不管所處位置如何，都只有土地和建築物的面積才被
計算在內。而土地和 其上房產的價值卻無關緊要。

2. 年度財務報表: 2020 年的公示限期延長
聯邦司法部（BMJ）宣布，在 2022 年 3 月 7 日之前，將不會對中小型企業延
遲公示 2020 年年度財務報表啟動行政罰款程序。德國稅務顧問協會也指出了這一
點。
2021 年 12 月 23 日，BMJ 在其網站上發布了以下信息："經與聯邦司法部商
定，在 2022 年 3 月 7 日之前，聯邦司法局將不會根據《德國商法典》第 335 條，
對那些財務年度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作為資產負債表日期的公司，其財務報表公
示法定截止日為 2021 年 12 月 31 日，啟動行政罰款程序。這是為了保護受疫情影
響的公司的切實利益。"
提示: 這也適用於所謂的微型公司的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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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房東也可以對居家辦公統一費用進行扣稅
對於居家辦公總費用來講，每天最多可以在所得稅申報表中申報 5 歐元，每
年最多 120 天，即總計最多 600 歐元。這不僅適用於僱員，也適用於房東。
條件是在相應的時間內，商業或職業活動只在家裡進行，沒有在外面的工作
地點進行。比如，這適用於工作日在其雇主辦公室工作而在周六也負責其出租物
業的物業管理的僱員。如果他沒有進行任何其他因公外出，例如去郵局或建材市
場，他可以申請週六的居家辦公統一費用。居家辦公統一費用的適用不限於工作
日，也不必要求全天工作。
另一方面，如果僱員入職後在晚上負責物業管理，則他不能在白天的租賃活
動中申請居家辦公統一費用。又比如，如果房東作為養老金領取者不從事任何其
他活動，也可以適用於居家辦公統一費用的扣稅。
根據目前的情況，居家辦公統一費用的規定僅適用於 2021 年。但是，新聯盟
已宣布將決定將此政策延長至 2022 年。
4. 以現金支付的孩童託管費不能作為特殊費用開支進行扣稅
慕尼黑財政法院裁定，可作為特殊費用抵稅的孩童託管費還可以包括被託管
人員報銷的交通費用，前提是發票或合同中詳細列出了相關信息，並且此費用是
用非現金的方式支付的。
本裁定涉及的原告是一位母親，她在報稅時申報了她小孩的孩童託管費。這
些費用包括祖母照顧小孩的六次交通費用（650 公里*0.30 歐元/公里*2*6=2340 歐
元）。這些交通費用原告都是以現金形式在 2 年內報銷給祖母的。此交通費用卻
沒有得到作為被告的稅務局認可為特殊支出從而在報稅時予以扣除。原告則通過
訴訟，要求根據 2015 年和 2016 年修訂的《所得稅稅法》作為特殊費用進行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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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於外貿支付的申報義務
對於非企業的個人來說，如果你從海外匯款到德國，德國的銀行會在匯款清
單上寫明 "注意 AWV 申報義務"。當涉及到國際支付時，這通常是由銀行作為標
準打印的。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指的是 AWV 第 11(2)條與第 67(1)(1)條共同規定
的義務。對來自國外超過 12500 歐元的付款必須始終向德意志聯邦銀行申報。
根據《對外貿易和支付條例》（AWV）第 67 條第 1 款第 1 項的規定，在德國
的居民必須向德國聯邦銀行申報他們從境外人士那裡收到的或向境外人士支付的
款項。
• 因此，報告義務同時適用於流入和流出的付款。
• 在這方面，"支付 "一詞應作非常廣泛的理解。 AWV 報告義務涵蓋了直接
和間接的支付交易，例如國外轉賬、現金支付、直接借記、兌現外國支票
和匯票，這些錢甚至不一定直接來自境外人士。
• 如果另一個人代表外國公司或個人行事，那麼這項付款也必須申報。
根據 AWV 第 67(2)條規定，以下情況可免於履行申報義務:
•
•
•

不超過 12500 歐元的匯款。
同樣，所有用於進口、出口和轉讓貨物的付款都免於申報要求。
最後與貸款的發放、獲取或償還有關的付款也有豁免。

任何在德國有慣常居所、住所或註冊辦事處的自然人或法律實體都是居民，
因此要履行申報義務。
公司可以直接使用 Z4 表格進行申報，該表格可以在聯邦銀行的網站上找到。
私人可以通過聯邦銀行的熱線電話來履行其 AWV 報告義務。
在遺忘或遲交申報的情況下，以及在申報不正確或不完整的情況下，主管的
主要海關辦公室（AWG 第 22 條第 3 款）有可能啟動罰款程序（參見 AWV 第 19
條第 3 款第 1b 項和第 81 條第 2 款第 19 項）。主管海關當局可對每筆未申報的付
款處以最高 30,000 歐元的罰款。因此，過去被遺忘的、不正確的或不完整的 Z4 報
告肯定應該被認真對待，並通過自願披露的方式予以補救。
對於德國公司來說，應注意以有約束力的方式提交 AWV 申報，並建立內部流
程，確保會計或稅務顧問得到充分的了解和控制，否則會產生不必要的 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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