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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投资委员会介绍

新投资促进针对的活动

• 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 老年护理服务 Elderly Care Services

• 国际采购办公室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Office (IPO)

• 电动汽车 Electric Vehicles (EV)

新投资措施

• EEC的投资促进措施

• 刺激投资措施

• 效率提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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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A1  
A1

临床研究

8年企业所得

税免税（无
免税上限）

8年企业所得

税免税（无
免税上限）

7.38.1 合同研发组织

7.38.2临床研究中心

还授予根据第30/1节的优惠措施-研发设备以及相关测试免征进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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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7.38.1合同研究组织（CRO）[1/2]

必须具有支持和容纳临床研究的业务范围。

必须有详细的人力资源招聘计划。 在申请所得税免税之前，从事临床研
究的泰国人员必须接受过国际协调会议（ICH GCP）颁布的《临床试验管
理规范》或同等标准的培训。

申请投资促进的项目中从事临床研究的泰国人员的工资总额每年不得少于
1,500,000泰铢，并且必须是新招募人员，或者投资资金必须不少于
1,000,000泰铢（不包括土地成本和营运资金）



条件：7.38.1合同研究组织（CRO）[2/2]

04

05

根据董事会批准，必须与研究组织，公共卫生组织或当地教育机构进行合
作

有资格获得公司所得税的收入必须来自符合董事会批准范围的临床研究



条件：7.38.2临床研究中心（CRC）[1/3]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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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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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具有支持和容纳临床和临床前研究的业务范围

必须执行至少一个涉及人类受试的临床研究阶段

必须提供相关的详细信息，即研究人员数据，研究中心基础设施以及参
与者的护理和保护方案等

必须提供设施以适应临床研究的实施，即检查室，药品存放处，临床研
究中使用的医疗设备等

根据董事会批准，允许将现有的医疗用品和设备用于投资促进的项目



条件：7.38.2临床研究中心（CRC）[2/3]

06

07

08

临床研究必须遵循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或等效标准。

申请投资促进的项目中从事临床研究的泰国人员的工资总额每年不得少于
1,500,000泰铢，并且必须是新招募人员，或者投资总额必须不少于
1,000,000泰铢（不包括土地成本和流动资金）

在申请公司所得税免税之前，必须具有泰国人员从事临床研究，并且必须
接受过ICH（国际协调会议）或ICH GCP颁发的“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或
同等标准的培训。



条件：7.38.2临床研究中心（CRC）[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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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据董事会批准，必须与研究组织，公共卫生组织或当地教育机构进行
合作

有资格获得免征所得税的收入必须来自符合董事会批准范围的临床研究，
并且必须在申请免征企业所得税之前获得伦理委员会（EC）或机构动物
护理和使用委员会（IACUC）的许可



老年护理服务



促进老年护理服务投资

5年企业所得税免税

（有免税上限）

7.28.6老年人/受抚养人护理中心

A 3

7.28.5 老年人医院

A 4 3年企业所得税免税

（有免税上限）

老年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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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6

A3
5             年

条件：7.28.5老年人医院

必须有适当的医务人员招聘计划。

住院患者过夜的病床必须不少于50张。

必须拥有董事会批准的服务工具和设备。

04

必须获得相关机构的许可，并遵守公共卫生部发布的专业标准或
相关标准的规定。

在开放运营之前，必须获得特定患者医院的许可证。

免征企业所
得税（有免
税额）



A4
3      年

条件：7.28.6老年人/受抚养人护理中心
根据保健业务建立法，必须成为老年人/受抚养人护理中心。

住院患者过夜的病床必须不少于50张

必须允许老年人/受抚养人过夜，以提供照顾和支持以及康复
活动

泰国国民股东必须拥有不少于51％的注册资本。

申请豁免企业所得税之前，必须获得经营保健业务建立的许可证。

有资格获得豁免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必须完全来自住宿和老年人护理服
务，即活动和饮食服务等。

免征企业所
得税（有免
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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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采购办公室（IPO）



优惠

免征机械进口税

7.37国际采购办公室：IPO

条件

1. 必须采购制造行业中使用的原材料，零件和
组件。

2. 必须拥有或租用仓库，并且必须使用专门用
于仓库管理的IT的系统来管理库存。

3. 必须进行适当的商品采购和管理活动，即质
量检查，包装等。

4. 必须拥有多个采购资源，至少包括国内资源。

5. 必须是国内批发和/或海外出口。

6. 注册资本必须不少于一千万泰铢。。

免征用于出口的原
料或用于生产的原
料的进口关税

非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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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EV）



电动气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三轮车

电动巴士
和卡车

电动船

充电站

电动汽车BOI促销套餐

电动汽车零

部件



电动汽车（BEV，PHEV和HEV）的制造

1. 必须在套餐中提出计划。

2. 投资促进证书颁发之日起三年内：必须开始制造所有类型的电动汽车，并且 电池必须从模块制造开始。

3. 在电动汽车制造开始之日起的三年内：必须至少另外制造3个关键零件（牵引电机，DCU，BMS）中的1个。 此外，对于HEV
和PHEV，必须至少制造2个符合活动4.8.3的部件。

4. 如果是国内销售，则产品必须符合规定的标准，即UN R100，R13H，R94 / 95和Euro5（仅适用于HEV / PHEV）。 除非有正当
理由，否则不允许延长机械进口时间。

总投资资本不
超过50亿泰铢

HEV    :
PHEV :
BEV    :

+ 如果在2022年开始生产，则可享有2年的豁免。  
+ 如果除标准要求外还生产其他关键零件，则每件零件可享受1年豁免
+ 如果三年内任何一年中的实际生产量每年超过10,000辆汽车，则可享
受一年免税（仅适用于BEV）
+研发情况下1至3年豁免税额

如果位于工业区，则无其他豁免。

根据套餐的投资资金（不包
括土地成本和流动资金），
例如 汽车制造商和零件制造
商：制造BEV汽车以及主要部
件，包括电池，BMS，电动机
和DCU。

该项目的制造数量被允许

计入环保汽车的实际制造

数量。  
 

 

HEV ：无豁免企业所得税

PHEV ：豁免3年的企业所得税

BEV ：豁免8年的企业所得税+研发情况下1至3年豁免税额

如果位于工业区，则无其他豁免

总 投 资资 本 不
少于50亿泰铢。

条件：

优惠：
无企业所得税豁免
3年豁免
3年豁免



电池电动摩托车的制造

1. 必须在套餐中提出计划。

2. 必须在投资促进证书签发之日起3年内制造电池电动摩托车和电池。 （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不允许延
长机械的进口时间。）

如果是国内销售，则产品必须符合规定的标准，即UN R136，UN R75和UN R78。

 

三年豁免企业所得税

+如果2022年开始生产，则可享受1年豁免。

+如果从投资促进证书颁发之日起三年内从模块生产过程开始制造电池，则为期一年的豁免。

+在投资促进证书颁发之日起3年内如果另外生产其他关键零件（BMS，电机或DCU），则每件零件可享
受1年豁免。
+研发情况下1至3年豁免税额

如果位于工业区，则无其他豁免

条件：

优惠：



电池电动三轮车的制造

1. 必须在套餐中提出计划。

2. 从投资促进证书颁发之日起3年内必须制造电动三轮车和电池。（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不
允许延长机械的进口时间）

如果是国内销售，则产品必须符合规定的标准，即UN R136。

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 若从投资促进证书颁发之日起3年电池生产并从模块生产过程中开始，则为期一年的豁免。

⁺ 如果其他关键零件（BMS马达或DCU）在促销证书颁发之日起3年内另外生产，则每件零件
可享受1年豁免。

⁺ 研发情况下1至3年豁免税额

如果位于工业区或工业区，则无其他豁免

条件：

优惠：



电池电动客车和卡车的制造

1. 必须在包装中提出计划。

2. 从促销证书颁发之日起三年内必须制造电池电动公共汽车或卡车和电池。 （除非有正当理由，

否则不允许延长机器的进口时间。）

如果是国内销售，则产品必须符合规定的标准，即UN R100。

三年豁免企业所得税
⁺ 若从投资促进证书颁发之日起3年从模块生产过程中开始生产电池，则为期一年的豁免

⁺ 若在投资促进证书颁发之日起3年内另外生产其他关键零件（BMS马达或DCU），则每件
零件可享受1年豁免。

⁺ 研发情况下1至3年豁免税额

如果位于工业区，则无其他豁免

情况：

优惠：



修改当前活动以适应电动船

4.9船舶建造或修理

活动 优惠

4.9船舶的建造或修理

条件：从开始运营之日起2年内必须获得

ISO14000。

4.9.1.建造或修理不少于500吨的船舶

4.9.2.建造或修理总吨重不超过500吨的

船舶（仅装有发动机或电力驱动系统和

设备的钢制或玻璃纤维船）

A2

A2

八年豁免企业所得税



电池充电站的优惠措施

• 五年豁免企业所得税

• 免税机械进口关税

提议电动汽车智能
充电系统发展计划

至少制造40个充电器

（至少其中25％是快速型）

申请人不得获得其
他政府部门的特权

投资认证后3年内获得ISO 
18000 

提议零件和设备的采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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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零部件

电动汽车的17个关键部件

• 空调系统

• DCDC变换器

• 电动客车前桥/后桥

• 电路断路器

•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

• 智能充电系统

• 车载充电器

• 牵引电动机

• 便携式电动汽车充电器

• 逆变器

• BMS
• DCU
• 电池*
• 高压线束

• 减速器

• 电池冷却系统

• 再生制动系统

免征企业所得税-8年

电池* CIT 5-8年

+对国内无法购买的必须原材料

减免2年的90%进口关税的优惠政策

电池*

24

包装组件- CIT 5年

模块生产-企业所得税 8年
+对于该国内无法购买的必须原材料减免2年的90%进口关税的优惠政策

细胞生产-企业所得税8年（无上限）
+对于该国内无法购买的必须原材料减免2年的90%进口关税的优惠

政策



EEC投资促进措施



东部经济走廊（EEC）的激励计划

CHACHOENGSAO

CHONBURI

RAYONG

目标位置
投资项目必须位于北柳府，春武里府或罗勇府。

目标活动:
• 新的激励措施针对至少有5年免税期的投资项目（即A1，A2，
A3组），包括第8节下的技术和创新发展活动。

• 不适用于没有特定位置的活动或要求位于EEC外部的活动。

申请期限：
位于EEC区域的项目必须在2021年12月31日内申请

位于EECi，EECd，EECa，EEDMd或Geonomics的项目，可享有
优惠，且无申请截止日期

26



新EEC计划下的新税收优惠计划

*关于人力资源

开发标准

A1 / A2
企业所得税免

税8年

目标活
动

(基础优惠)

1 HRD 标准 *

EEC全部区域

申请人可以根据一项或两项标准申请优惠政策。

+减免3年
的50％的企业所得

税

A3
企业所得税免

税5年

+降低3年的50％的
企业所得税

第八节

企业所得税免
税10年

+免征2年的

企业所得
税

2 位置标准

+减免2年
的50％企业所得

税

+减免2年
的50％企业所

得税

+免征1年的

企业所得
税

+免征1年的

企业所得
税

+免征1年的

企业所得
税

-

EECi* / EECa
EECd / EECmd / Genomics

工业区或BOI促进工
业园区

• 必须建立与机构或组织建立合作
关系以开发科技人力资源

• 参加培训的人员不得少于雇员总
数的10％或大于或等于40名参加
人员。

或

或

27

**科学技术领域的目标活动，例如 电子设计，研

究与开发以及目标技术的开发等都应获得额外优

惠，由于项目位于促进发展的科技园区EECi（+减

免5年的50%的企业所得税或+ 豁免2年的企业所得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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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投资促进措施

33

目标

期间

条件

优惠

促进对目标行业的大型项目投资

适用于2021年第一个工作日到2021年最后一个工作日提交的申请

• 必须是指定的目标活动(A1-A3)，但无固定地点的活动和SEZ区内未获得50%企业

所得税减免的活动除外。

• 必须根据投资促进措施获得不超过8年的企业所得税豁免。

• 项目不得延长接受促进决议的期限和投资促进证书的签发日期，但将适当延长机

械进口期限和全面运营的开始日期。

• 自发行投资促进证书之日起的12个月内的实际投资（不包括土地成本和流动资金）

必须不少于10亿泰铢。

• 自发行投资促进证书之日起18个月内必须提交真实投资证据，以申请其优惠，

但依然豁免企业所得税。

额外减免5年的50%的企业所得税



效率提升措施



措施1

措施3

效率提升措施

（改善现有措施或改善现有生产线或服务）

措施2

措施5

措施4

节能，替代能源利用和
减轻环境影响

研究开发或工
程设计

数字技术
的采用

更换或升级机械以提高效率，
例如 利用机械，自动化或机
器人技术来提高效率等。

升级生产线以获得国际可
持续性认证，
例如 GAP，FSC，PEFC，
ISO 22000，
ISO 14061（SFM）等



情           况

措施1-4（现有活动）的条件和优惠

• 此措施适用于现有活动，无论是BOI还是非BOI促进项目。
-申请时，项目必须符合BOI的投资促进条件。
-对于现有的BOI促进项目，其豁免/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必须已经过期，或者从未获得企业所得税豁

免
• 最低投资额> 1,000,000泰铢。（不包括土地成本和流动资金）

范围

优惠

• 豁免机械进口税
• 为期三年的企业所得税免税（以现有项目的收入为准），其中50％用于改善投资资本，不包括土

地/流动资金的成本（如果使用超过30％的家用自动化机械，则企业所得税免税率应提高至100
％）。

• 企业所得税的免税期应自颁发投资促进证书后取得收益之日起。

• 该项目必须在颁发投资促进证书之日起3年内完全实施
• 该项目必须按照规定的指标进行，例如 减少 单位直接成本，增加产量并减少制造过程中的废物。
• 该项目必须在2022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内申请投资促进。

申请投资的项目必须是当前正在进行的活动，并且办公局的公告，不得是列入负面
清单的活动

从2020年11月4日起生效



优惠

3年CIT豁免，上限相当于通过采用数字技术提高效率的投资资本的50%。

条件

措施5：采用数字技术（1/3）
组织中采用数字技术的现有活动，且无机械或设备投资。

• 奖励适用于现有活动，无论是BOI还是非BOI推动的项目。
-除某些活动（例如软件开发，云服务和数据中心等需要根据条件采用

数字技术的活动）外，必须符合豁免企业所得税条件的活动（A组）
-对于现有的BOI促进项目，豁免/减免企业所得税必须已到期。

• 最低投资额：1,000,000泰铢（不包括土地成本和流动资金）



条件（续）

措施5：采用数字技术（2/3）

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下，必须按照规定的标准提出利用数字技术升级运营的计划：

1.实施软件，程序或信息系统链接到组织内部（集成的）和部分地在组织
外部（连接的）或组织内部和外部两者。 数据链路必须至少具有3个功能
以用于资源管理，以提高制造和服务效率。

2.应用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并利用大数据或数据分析。

3.为公司系统与公共部门在线系统之间的数据链接实施软件，程序或信
息系统，例如与国家电子支付系统等的链接

在第1和第3种情况下，软件、程序或信息系统必须由泰国的企业家开

发或改进，并由相关机构认证。从国外开发或改进的成本应计为投资
资本的一半。



措施5：采用数字技术（3/3）

条件（续）

• 与提高效率有关的租赁/使用云服务或数据中心的成本应计为提高效率的投
资资本。 若是在国外租用/使用Cloud Service或数据中心的成本，则仅将一
半成本计为投资资本

• 该项目必须在2022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内申请投资促进

• 该项目必须在颁发投资促进证书后的三年内完全实施



根据BOI的公告，申请投资促进
的项目不得是负面清单中的项
目。

自动化和机器人用户投资促进措施（新投资的情况下）

• 豁免机械进口税
• 豁免3年的企业所得税，其上限相当于自动化系

统投资资本的50％（如果使用超过30％的家用自
动化机械，则企业所得税免税额将提高至100％）

范围
• 制造/服务线的新投资项目
• 参加不符合豁免企业所得税条件的活动（B组），但

由办工局特定为无资格获得豁免企业所得税的活动
除外。

• 最低投资额：1,000,000泰铢（不包括土地和土地成
本）营运资金）

促进投资的申请应在2022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内提交

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