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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 EGSZ 每月通訊讀者:
就公司而言，分配給股東的利潤份額只能在利潤分配決議通過後才能產生。
在流入個人賬戶時才進行徵稅。股東們因各自納稅情況不同，分紅流入的時間點
對股東繳納個稅的稅負也會有所不同。如果公司章程允許在不同時間對個別股東
進行利潤分配，可以通過股東決議來進行。這是聯邦財政法院作出的裁決。
有限責任公司所有人將一部分股權無條件轉讓給公司高管會導致高管收入增
加嗎? 薩克森-安哈爾特州財政法院對此做出了裁決。
內閣已製定一項法律草案，以延長與 COVID-19 疫情相關的特殊規定，以提
供短時工作津貼和其他福利。據此，短時津貼的領取期限將延至最長 28 個月，直
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法律草案於 2022 年 2 月 16 日和 2 月 18 日提交該法獲得通
過。
請看本期內容:
•
•
•
•
•

主要付款和剩餘付款在兩個以上的納稅年支付則不算特別收入
股東利潤分配在不同時間點的流入
將有限責任公司的股份轉讓給該公司高管是否被視為非工資的股份贈送
短時工作津貼將被延長
發給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的新冠疫情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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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付款和剩餘付款在兩個以上的納稅年支付則沒有特別收入
如果為多年商業活動支付的報酬分佈在兩個以上的納稅年，即使在第一個納
稅年已經收到主要付款，也不算為特別收入。這是圖林根州財政法院的裁決。

根據《所得稅法》（第 34 條第 1 款 EstG），特別收入按低稅率納稅。持續數
年的活動報酬可被視為特別收入。如果一項活動至少延續了兩個報稅年，並且其
中一個涵蓋了 12 個月以上的時間，則被稱為是多個納稅年的。然而，一般來說，
只有在被稅收優惠的收入記錄在一個納稅年裡，並且收入總額導致稅負增加的情
況下，才會被視為特別收入。而此案例卻並非如此。

2. 股東利潤分配在不同時間點的流入
資合公司的利潤分紅只有在通過了公司利潤分配的股東決議後才可以流入個
人賬戶。然後在資金流入時支付稅款。股東的稅後分紅在流入時間點上的利益，
會因為各不相同的納稅狀況而存在差異（累進稅率）。如果公司章程（主要指
GmbH）允許將公司的可分配利潤在不同的時間點分給各個股東，則可以通過股東
決議進行不同時間點進行分紅。聯邦財政法院正在審理這樣一個案件。

一個大股東和多個小股東持有某有限公司的股份。財政年度結束後，股東們
批准了年度財務報表，並通過股東利潤分配決議決定，只向小股東分配利潤。而
大股東相應的利潤份額則被分配到大股東的個人準備金賬戶上。這一程序符合公
司章程的規定。然而，稅務局將分配給大股東的儲備金歸為分紅的一部分。地方
財務法院也認為，大股東已經通過利潤分配的決議獲得了股息，因為該公司有流
動資金進行分配。

爭議提交到聯邦法院。聯邦法院首先確定，該程序符合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
也就是說，根據公司法，該程序是被允許的。聯邦財務法院認為，根據稅法，股
東利潤分配決議也是有效的。儲備金只歸屬於大股東，而且他可以憑藉其控股權
在隨後的決議中隨時決定分配利潤，這一事實並沒有改變民法和稅法下的分紅資
金流入個人賬戶的時間點。本案中也不存在濫用結構化方案的情況。在進一步的
分配決議之前，大股東也沒有對有限公司的提出付款要求。因此，這一裁決允許
各個股東根據其稅收利益，在法律上保證其利潤流入的不同時間點。

提示: 通常情況下，稅收是通過所謂的最終預扣稅（資本利得稅加團結附加費
加（如果適用）預扣稅）來實現的。公司不必分配全部的利潤。因此，大股東的
股息總額可以留在公司，同時，小股東可以通過利潤分配得到滿足，而不需要從
公司大量提取流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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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有限責任公司的股份轉讓給該公司高管是否被視為非工資的股份贈送

許多企業主缺乏繼任者。如果公司被轉讓給僱員，需要檢查是否在繼承和贈
與法規的範圍內可以申請免稅，因為其中還可能涉及到應稅工資，因此界定會較
為困難。薩克森-安哈爾特州財政法院的一項裁決表明了這一點。
一對夫妻作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希望在家庭內部做出繼承安排。但
他們覺得將股份單獨轉讓給他們共同的兒子是會有風險的，因為他缺乏企業管理
經驗。只有將大部分股份轉讓給兒子，而其餘則轉給公司另外 5 名高層的情況下，
才能保證公司繼續正常運轉。在本案中，如果股份轉讓協議既沒有說明轉讓的原
因，也沒有要求或規定等價對象，也沒有規定高管在過去或將來所帶來的業績從
而換來股份轉讓，並且也沒有規定持股期限或者規定高管只有在公司繼續任職的
期限才能轉讓股份，而轉讓股份更多的是"無保留和無條件 "的，那麼這樣的股份
轉讓令人疑慮是否會導致高管的應稅工資。
歸根結底，這是公司繼承背景下的股份轉讓，其目的是為了確保公司的延續，
其中，公司法規定的戰略考慮是最重要的，由於公司法所激勵的贈與，它是基於
一種特殊的法律關係，這種關係也可以獨立存在，脫離僱傭關係，因此不會導致
工資。

4. 短時工作津貼將被延長

德國內閣已經批准了一項法案，以延長與新冠疫情有關的短時工作福利和其
他福利的特別規定。這是由聯邦勞動和社會事務部宣布的。

隨著 2022 年 2 月 9 日德國內閣批准，享受短時工作津貼的期限被延長至 28 個
月，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由於自 2020 年 3 月疫情開始以來一直從事短時工作的
公司最早將在 2022 年 2 月用完目前 24 個月的短工津貼最長期限，因此延長津貼
期限的規定將從 2022 年 3 月 1 日開始追溯生效。

此外，以前與疫情有關的特別規定將持續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
•
•
•
•

免於將 Minijob 工作計入短時工作津貼
在短時工作較長的情況下增加了津貼率，並為獲得短時工作提供了便利
必然受到工時損失影響的僱員人數將繼續從至少三分之一降低到至少 10%
繼續完全放棄負工作時間餘額的累積

在 2022 年 3 月 31 日之後，如果短時工作與資格認證相結合，雇主將繼續得
到一半的社保繳納補償。繼續執行短時工作津貼的特別規定是為了確保第二季度
的就業關係得到穩定，避免失業和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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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發給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的新冠疫情獎金

由於新冠疫情帶來的高壓，聯邦政府在春季做出決定，發放給員工的獎金可
免交個稅和社保費。這同樣適用發給公司總經理。

新冠疫情獎金是為了表彰在新冠疫情期間的特殊付出而設立的。雇主可以向
僱員支付高達 1500 歐元的免交個稅和社保費的獎金。支付新冠疫情獎金的可能性，
最初限製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預計聯邦政府將延長到 2021 年 6 月 30 日。

發放這樣的新冠疫情獎金並不僅限於員工，同樣也可以發放給公司總經理，
但要符合以下條件:
•

有限責任公司（GmbH）總經理的新冠疫情獎金

如果你是一個有限責任公司（GmbH）的總經理，並受僱於該公司，你可
以獲得免稅的新冠疫情獎金。但是，您必須是第三方的總經理（即職業經理
人）。
•

經理股東能否獲得免稅的新冠疫情獎金？

原則上，股東-總經理也可以獲得立法者為其他僱員提供的免稅福利。同
時與 "他們的 "有限公司有僱傭關係的股東-總經理在支付獎金時必須注意，
這會不會導致所謂的 "隱性利潤分配"。如果是的話，獎金的免稅待遇就不再
適用於股東-總經理，而且該費用不能被有限公司作為減少利潤的企業費用來
考慮。
•

新冠疫情獎金還是隱藏的利潤分配？

根據稅務局的說法，如果沒有令人信服的經營理由，只是支付是由公司
關係引起的，那麼新冠疫情獎金就屬於隱性利潤分配。
為了確保稅務局在進行稅務稽查時不把發放給有限公司股東-總經理的新
冠疫情獎金視為隱性利潤分配，您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 您必須證明這是免稅的援助和支持，以減輕新冠疫情的額外負擔。
➢ 滿足免除稅收和社保費的其他要求。
➢ 在發放獎金之前要有書面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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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滿足法律形式上的要求，應在僱傭合同或其補充文件中作出規定。
此外，應該有一個相應的關於保證發放免稅工資的股東決議。這樣的股東
決議也將滿足稅務局對引用第三方作比較的公平原則。
這也適用於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幸運的是，股東-總經理在提供證據
方面沒有其他更嚴格的要求。不管是大股東還是唯一的股東—總經理，都
無關緊要。
與 "他們的 "有限公司有僱傭關係的股東–總經理收到的新冠疫情獎
金是屬於非獨立經營的收入（《歐盟法》第 19 條）。
•

作為津貼的新冠疫情獎金

最高 1500 歐元的新冠疫情是一種免稅津貼，即使雇主支付更高的津貼，
僱員也能從中受益。超過津貼最高限額的那部分金額就需要全額納稅，並繳
納社會保險費。

例如:

雇主向僱員支付 5,000 歐元的新冠疫情獎金

解決方案:
新冠疫情獎金總額：5000 歐元
其中免除個稅和社保費：1500 歐元
須繳納個稅和社保費：3500 歐元

因此 1500 歐元以下的新冠疫情獎金不屬義務繳納社保費的工作收入，也
就不需要繳納社會保險金。
•

新冠疫情獎金只作為工資的額外支付

免去繳納個稅和社保費的前提條件是，雇主無論如何都要在所欠工資之
外額外地發放獎金。因此，將合同約定的工資部分（如聖誕獎金）轉換為新
冠疫情獎金是不可能的。
•

我們的評估

獎金支付免稅的前提條件是 出於新冠疫情的需要，否則，就沒有進一步
的法律要求（如具體理由或特定目的）。在工資表或工資賬戶中註明 "由於新
冠疫情危機 "就足夠了。獲得新冠疫情獎金的員工不一定要受到新冠疫情危機
的影響。在實踐操作中我們越來越注意到，許多雇主現在都在發放可免去繳
納個稅和社保費的新冠疫情獎金。

上述闡述也適用於其他類似的有限責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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