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所得税豁免和e‐Tax
系统使用指南

投资促进委员会办公室



申请

决议通知

接受决议

截止进口机械期

间

办理开业截止期限
取消投资
促进证 

每年7月
报告1次你年度

报告

开始有收入可
申请使用M.31

款的权利

延长办理开业时间

 每个投资促进证的步骤流程

项目审批 

每年两次进度报告，
2月和7月

申请停止
营业ISO截止

签发证书



第一类 农业和农产品

第二类矿物，陶瓷和基础金属
第三类轻工业

第四类金属制品，机械和运输设备

第五类电器电子行业

第六类 化工，塑料和造纸

第七类服务和公用事业

第八类科技发展与创新

促进的业务类型



(1) 证 

 (2)证 

(3-7) 证 

 投资促证编号格式

XXXX(X)/25XX 

 (8-9) 证 

/อO/ 

以数字7开头  

以数字7＆/ ย/开头

/ร R/ 

• 需要提交行使权利申请，但不规定税额限额

• 需要提交行使权利申请，且规定税额限额

• 特殊措施（农业、科技、中小企业、硬盘、软件）

• 获得特殊措施+未规定税额限额

• 业务转移项目

• 迁移项目 (之前未获得 BOI)

• 迁移项目 (之前获得 BOI)

•总促进投资证项目



解读-投资促进证编号格式

AA BBBB C DD E F

1 2 3 4 5 6

1 显示出具投资促进证的年份 2位尾数，比如：15 

2 显示出具投资促进证的顺序（Running No.）比如： 0001

3 显示填写主要的促进政策，分别为

0‐旧的投资促进政策（在2015年前申请）

1‐新的投资促进政策（从2015年1月1日申请）



4 显示该项目在出具促进证阶段获得促进的政策

00 –普通政策 01 – SMEs                    02 ‐南部边境省份区

03 ‐ 经济特区 04 –节约能源/再生能源/减少环境影响

05 ‐机器修整 06 –研究和发展部 07 – 04+05

08 – 04+06                                   09 – 05+06                    10 – 04+05+06

11 – Long term investment       12 –自然灾害 13 ‐可持续发展

备注：不使用 STI 或Merit 来制定，由于获得投资促进之后可以申请 STI/Merit ，
因此，不使用这些数字做统计目



0 –未获得M.31 1 ‐ 获得M.31  第1段 2. 获得M.31  第2段

5 显示 M.31表格中获得的优惠，分别为：

6 显示投资促进证的特征，分别为

0 –平常 1 –仅M.36 (1)(2)可用 2 –转证

3 –综合证 4 –迁移



示例-投资促进证

58 0001 1 01 1 2

1 2 3 4 5 6

1 在2015年签发投资促进证

2 投资促促进证序号1

3 新的投资促进政策

4 SMEs政策

5 获得M.31 第1段优惠

6 业务转证



编号 编号

公司
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英文名称

有限公司注册编号

公众有限公司注册编号

公司地址

公司地址



投资促进证的重点 

投资促进证

优惠

税收优惠 非税收优惠

条件

普通 特定项目



示例 投资促进证

投资委员会

公司
英语名称

优惠权益

编号



5.根据第31条第1 段获得豁免企业所得税的经营所得净利润，
总计不超过投资的100％，不包括土地价值及流动资本。自经
营产生收入之日起，为期8年



5.根据第 31 第1段获得豁免企业所得税的经营所得净利润，总
计不超过投资的50％，为了调整生产力方面生产效率，且不

包括土地及流动资本，自获得投资促进后产生后入当日算起，
为期3年。



6.根据第31条第2段规定，获得豁免企业所得税的经营所得

净利润，豁免不包括土地及流动资本，自经营开始产生收入
当天算起为期8年。







5.获得投资促进权益根据第31条款规定，必须编制获得投资促进业务的收‐付
账户，与其他业务区分，无论是否获得投资促进。以便于计算豁免企业所得
税的净利润。

7. 自获得投资促进证后，期满6个月、1年、2年需向投资促进办确认项目的
实施进度。 .



8.2必须每年在次月的7月31日之内报告根据投资促进办规定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



8. 自签发投资促进证起直至批准开业，需在每年2月和7月之前以税
务局指定的形式向投资促进办报告项目进度。
因此，对于发证日期为2月和7月的项目，要求从次月向投资促进办
提交项目第一次进度报告。

9.根据投资促进办的规定，要去每年提交年度经营报告，且在次年7月
提交会计期间内的报告，直至终止获得投资促进人身份。



6.自会计期间结束后120天内，需向投资促进办公室提交豁免

企业所得税优惠权益使用申请表，及经审计确认的经营报告。

以申请获得在该会计期间内的企业所得税豁免优惠权益。企
业所得税的权利和利益





วนัที่อนุมตัิ

วนัที่ออกบตัร

7.根据第31条第1段和第3段规定获得企业所得所豁免税额不超过
37,932,000泰铢。将根据投资额进行调整（不包括根据投资促进证中
项目开业当天土地价值和实际营运资金）。

批准日期

出具投资促
进证日期



获得投资促进后进行的步骤

每年2次进度报告
每年2月和7月
年度报告

每年1次，每年7月

通过投资促进办公室系统报告, IC

-通过 eMT系统
申请使用机器优惠权益

申请使用原料优惠权益 通过投资促进办公室系统报告, IC

-通过 RMTS 2011 系统

申请使用工艺优惠权益 通过投资促进办公室系统报告

-通过 e-Expert System系统

通过投资促进办公室系统报告
‐通过e‐Monitoring系统



申请M.31所得税优惠权益

申请土地方面优惠权益

仅延迟开业条件报告

开业条件报告

获得投资促进后进行的步骤

通过投资促进办公室所系统, IC

- 通过 e-Tax 系统

投资服务部 1-5 , 区域中心

投资服务部 1-5 , 区域中心

投资服务部 1-5 , 区域中心

-自发证之日起36个月内报告。



ISO 条件报告

停业条件报告

其他条件报告 (Mer it)

申请取消投资促进证

获得投资促进之后的进行过程

投资服务部 1-5 , 区域中心

-开业后2年以内的报告

投资服务部 1-5 , 区域中心

-批准开业后

投资服务部 1-5 , 区域中心

投资服务部 1-5 , 区域中心



主旨

           获得BOI促进的企业需要遵守投资促

进证的条件，要求根据商务部规定的会
计准则及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制作账务，
且有义务遵守《税收法典》所有方面规
定。



遵守《税收法典》规定

1. 会计期间

– 会计期间第一天，指登记员受理公司注册的第一天。

（营业第一年或停止营业的最后一年，会计期可能无法期
满12个月 ）         

–可以根据日历指定会计期间：1月1日-12月31日或4月1日-3

月31日或10月1日-9月30日，但需要期满 12个月。

2. 编制显示净利润或亏损的财务报表提供审计确认。

3. 申报税务申报表（PND.50申报表，PND.51申报表）



净利润（亏损）表格式 

**销售 / 收入 XX

      减 销售成本 XX

   毛利 XX

      减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XX 

   扣除特殊项目前的利润 XX 

**  减/加 特殊项目                     XX 

   税前利润  XX 

      减 企业所得税 XX 

净利润（净亏损） XX 

* 需要符合会计准则* 



会计期末企业所得税的计算

• 根据会计原则的净利润 XXX 

• 根据《税收法典》第65条、第65之二、第65 之三、第70之三、第74条进行调整项目

加 1. ………..…… XXX

2. …………… XXX

3. …………… XXX

减 1. ……..……… (XX)

2. …………… (XX)

3. …………… (XX)

• 根据《税收法典》条件的净利润 XX 

•  税率(30％或根据法律要求) XX 

• 应付所得税                                        XX 

*企业有义务每年申报PND 50以缴纳企业所得税/免缴纳企业所得税 * 



获得BOI促进后
企业起始收入的日期

根据准则（《税收法典》第65条），视

项目从获得投资促进企业生产的产品销

售中获得收益的日期（无论是否收款），

或项目首次确认收入的日期，为是使用

豁免企业所得税的权利和利益开始的日

期。



* 不能投资促进证中指定的获得促进批准前的日期
*  获得优惠权限的年限计数，要求自产生收入当日起，

根据投资促进证中规定的截止期限，在该截止年限中与
之前产生收入当日相同的日期截止。

   例如 

      获得M. 31，8年，起始收入日期为：2007年11月11日
使用权益将在2007年11月11日至2015年11月10日之间



平均收入/支出和 NON-BOI业务

1. 明确区分投资促销证期间的收入和支出

2. 无法区分的情况：

- 同类收入/产品应根据企业生产规模，

或根据安装生产用的机械生产力区分。 

                   -支出/无确切标准定义，要求根据每个
业务的收入来平均分配



编制会计需要注意的事项

无法区分收入-支出的投资促进证属性，从而导
致优惠权益的错误使用

第 55/1条 

可以取消与企业所得税有关的权益
(2001年《投资促进法》（第3号）补充条款



提交豁免企业所得税优
惠权益使用申请表条件



条件

自会计期间结束后120天内，需向投资促

进办公室提交豁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权益
使用申请表，及经审计确认的经营报告。
以申请获得在该会计期间内的企业所得
税豁免优惠权益。



使用豁免税权利之前的经营报告原则

• 对于自2000年8月1 日起的申请起效
•  投资促进证将特殊注明 XXXX (X) / 25XX 或 在第10位不是0（新版证）   

是获得豁免企业所得税的证
•  条件
     “自会计期间结束后120天内，需向投资促进办公室提交豁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权

益使用申请表，及经审计确认的经营报告。以申请获得在该会计期间内的企业
所得税豁免优惠权益” 

•  需根据投资促进证中的条件向投资服务管理部门提交豁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权益
使用申请表。
•  仅针对投资促进证中的会计期间需要申请使用豁免权限的净利润。
•从具有投资促进证的第一笔收入的会计年度开始，可以使用豁免企业所得税不
得超过投资促销证中规定的税额，无需经投资促进办批准开业（办公室将检查投
资促销证中指定期限的条件）

•  若有投资促进证可以申请豁免企业所得税，企业需填写所有获得的证的信息，

以供审计员审核并根据投资促进办规定的格式提供经认证的意见，且审核员可以
仅认整单证也可认证所有。



会计期结束后120
天内

审核 + 通知结果

会计期结束后150
天内

税务局

使用权益前经营报告程序

审计员 

使用权益申请表和会计凭证

提交使用权益的申
请表以及审计报告

投资促进委员会办公室
获得促进者



4/2544年
• 关于使用权益前经营报告的规定

• 检查获得投资促进的项目的原则和方法（审计师）

12/2001年
• 关于分配、标准和计算方法的规定

1/2002年

3/2016年
• e-Tax

投资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免征企业所得税的公告

2/2016年

(原)ป.5/2544

• 关于指定投资项目的含义







แบบคาํขอใช้สิทธิและประโยชน์ยกเว้นภาษเีงนิได้นิตบิุคคล 

                        รอบระยะเวลาบัญชีตั้งแต่ ....วนัที่ 1 มกราคม 2560 ถงึ…วนัที่ 31 ธันวาคม 2560...

ส่วนที่หนึ่ง สําหรับบริษทัฯ เป็นผู้กรอกข้อมู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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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减免企业所得税权益使用申请表

会计期间 2560年1月1日至2560年12月31日

公司名称



1.1 公司名称รวม บีโอไอ จํากัด                                       

英语名称 RUAEM BOI CO., LTD

总公司地址：门牌号   123 MOO  4 , -   街 Pluakdaeng 分区，
          Pluakdaeng   县，   Rayong 府，邮政编码         21140 ， 

电话号码 038-123456-7         传真 038-123457,

工厂或营业地址：门牌号 123 MOO 4 ， - 街， Pluakdaeng 分区 ，
Pluakdaeng 县， Rayong 府，邮政编码 21140 ，

电话号码 038-123456-7 传真 038-123457，

名称  SUMCHAI  电话号码    038-123456-7 转线 140

审计师姓名 Mr. Thaweesin注册编号 3085     电话号码 02-9361429 ต่อ -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如有) BOI Bookkeeping Company Limited 电话号码         02-9361429 转线 -   

纳税人识别号 1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1.2 公司经营
1.2.1 ☑企业未获得促进 (如有) 请填写是 (1) 生产螺丝钉

(2) (3) 

1.2.2 ☑企业获得了 4   张投资促进证（包括A + B + C + D）分别为：

A. ☑截止/未获得企业所得税免税证数量 1     证

投资促进证
编号

签发
日期 生产 企业类型

1234/2539 39/1/11 生产 Plastic Coated Wire

(自2017年12月1日起获得停止

业务的许可，并处于考虑取
消项目阶段)

6.9

B. □处于将企业所得税减半的过程中数量  证
投资促进证 签发

日期
生产 企业类型



รอบบญัชี
ปีที8

获得优惠减免的企业所得税金额(泰铢) 
会计期间第一年 亏损 会计期间第六年 26,780,404.43

会计期间第二年 亏损 会计期间第七年

会计期间第三年 亏损

会计期间第四年 亏损
会计期间第九年

会计期间第五年 11,796,363.89 至目前的使用优惠权益的
总税额

38,576,768.32

- 若上年度会计期间填写预估数，本年申
请权益的金额为这是按去年PND.50企业所
得税填写。

B. ☑处于办理促进证豁免企业所得税期间数量 2 证

(1) 投资促进证编号 1639(1)/2553 签发日期 2010年10月16日

生产/服务 生产 Tapping Screw          业务类型 4.3

获得8年的豁免企业所得税，自2012年8月27日至2020年8月26日。

□根据促进证的税额不超过 泰铢☑ 没有设置企业所得税限制的条件。

� 收到营业许可证编号 …000256/ Sor Bor Tor .2/2556.. 未收到营业许可证



(2)投资促进证证编号       1419(2)/2556 2013 年 5月 31日

生产/服务 生产 Metal Parts for Autormotive&Electronic Product     

业务类型    4.3
 获得8年的企业所得税豁免 ，自 2015年10月12日到2023年10月11日。

☑根据促进证的税额不超过45,000,000泰铢 □没有设置企业所得税限制的条件

�收到营业许可证编号……………………………� 未收到营业许可证

获得优惠减免的企业所得税金额(泰铢) 

会计期间第一年 1,404,435.30 会计期间第六年

会计期间第二年 8,222,546.89 会计期间第七年

会计期间第三年 6,454,031.59 会计期间第八年

会计期间第四年 会计期间第九年

会计期间第五年 至目前的使用优惠权益的总
税额

16,081,013.78



D. ☑项目尚无收入 数量 1   证

投资促进证
编号

签发期 生产/服务 业务/服务类
型

获得权益
的年数

1234/2559 16年1月12日 Trade & Investment Suppor t 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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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资促进证编
号/ 

签发日期 (按
发证日期排序

)

(2)

机械设备价值 (成本价格)

(3) *

计为投资规模的资产

于上年度会计
期间截止日

于申请使用权
益年度会计期

间截止日

于上年度会计期
间截止日

于申请使
用权益年
度会计期
间截止日

1234/2539 ลว. 11 ม.ค.39

1639(1) /2553 ลว.16 ต.ค.53

1419(2) /2556 ลว.31 พ.ค.56

105,000,000.00

212,197,130.96

25,128,479.42

105,000,000.00

256,752,067.98

27,434,519.43

合计 342,325,610.38 389,186,587.41

备注：请在第2栏只要填写机械价值不超过 100 万泰铢的项目或搬迁经营地址的项目或超
过投资促进证证规定的豁免税额的项目。因此，需要其他附件的明细如下：建筑价值/

建筑物、其他资产等等。使用根据投资办第 1/2545号公告的投资价值，对于出售或出租房
地产的企业类型，请填写公共事业系统的价值。

1.3 机械设备的投资 (针对每项促进证获得促进的项目) 

 单位 : 泰铢 

1.请填写所有收到投资促进证证号，并在第（1）栏中的根据签发日期排序。
2. 填写所有机械和设备的价值（包括境内采购和境外进口，获得/未获得投资促进证的，根据投资促进证区分并填写成
本价格）包括未记录未公司资产的如：租赁/租购/关联公司提供的资产等填写到第（2）栏。
3. 对于在2001年之前发行的证和获得权利企业所得税豁免结束，每个项目无法显示机器的价值 ,但可以作为填写总值。 

(示例：已经获得10 个项目投资促进证，但是在2001年之前已有3 个项目截止使用权益，可以包括这3个项目的机械价值,

其余7个项目按每个项目区分) 



1
投资促进
证编号

2
产品/服
务类型

3
根据促进证的
生产力/服务

规模

4
实际生
产/服
务

5

销售/使用服务

6

申请使用权益的

销售/使用服务

7
预计税务
方面利润
（亏损）
(泰铢)

单位 数量 数量 数量 价值(泰
铢)

数量 价值(泰
铢)

1639(1)/2
553签发日
期：2010
年10月16
日

Tapping
Screw

件 35,000,000 35,000,000 36,000,
000

482,400,000 35,000,000 469,000,000 133,902,022.15

1419(2)/2
556

日期：
2013年5月

31日

模压金属
零件

件 30,000,000 10,250,000 9,100,0
00

74,800,000 9,100,000 74,800,000 32,270,157.95

合计
65,000,000 45,250,000 45,100,

000
557,200,000 44,100,000 543,800,000 166,172,180.10

1.4 根据每个证年度会计期间获得投资促进的产品/服务的生产和销售数量

备注：根据示例，随附办理获得豁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期间投资促进证的产品/

服务的生产和销售明细（第4、5、6栏明细），以便于评估使用。
（公司可使用公司编制的表格作为附件，但须包含示例显示的信息）



按月区分获得投资促进的产品/服务的、销售和服务的产品的详细信息
对于2010年10月16日之后签发的投资促进证编号 1639（1）/ 2010，产品Tapping Screw

月份 实际发生生产
和服务

销售/提供服务 申请权利企业所
得税豁免的销售/

提供服务

备注

单位 数量 数量 价值(泰铢) 数量 价值
(泰铢)

一月 个 3,000,000 3,000,000 40,200,000 3,000,000 40,200,000

二月 个 3,000,000 3,000,000 40,200,000 3,000,000 40,200,000

三月 个 3,000,000 3,000,000 40,200,000 3,000,000 40,200,000

四月 个 3,000,000 3,000,000 40,200,000 3,000,000 40,200,000

五月 个 3,000,000 3,000,000 40,200,000 3,000,000 40,200,000

六月 个 3,000,000 3,000,000 40,200,000 3,000,000 40,200,000

七月 个 3,000,000 3,000,000 40,200,000 3,000,000 40,200,000

八月 个 3,000,000 3,000,000 40,200,000 3,000,000 40,200,000

九月 个 3,000,000 3,000,000 40,200,000 3,000,000 40,200,000

十月 个 3,000,000 3,000,000 40,200,000 3,000,000 40,200,000

十一月 个 3,000,000 3,000,000 40,200,000 3,000,000 40,200,000

十二月 个 2,000,000 3,000,000 40,200,000 2,000,000 26,800,000



取消por.5/2544



生产/服务数量

检验方法



检验方法

销售/服务量及销售/服务价格



通过电子系统（e-Tax）

申请企业所得税豁免
优惠



2016 年9月1日开始。

完整
2018 年8月31日



接受服务人的操作程序

• 准备文件、信息以申请优惠。

• 在电子系统（e-Tax）里填写信息

• 从系统打印出申请使用优惠的表格

• 交给审计师以供审核和评论

• 在系统中填写审计师的意见，并附上意见
报告。

• 将信息发送到BOI系统



申请投资促进





登录系统



申请企业所得税豁免优惠的条件
此次使用企业所得税豁免优惠，若检查之后发现公司

使用企业所得税豁免优惠不正确或超过实际投资限额 或使用

优惠的销售超过获得优惠的业务规模或报告虚假信息或使用
虚假文件或不符合投资促进证卡的条件 事务所将考虑撤销和
企业所得税豁优惠并且公司同意事务所的命令行事。
在投资促进事务所使用电子信息

申请使用投资促进事务所的企业所得税豁免优惠时， 

以电子信息的形式申请，被视为具有与纸质申请相同的法律
效力。 因此，将把电子信息用于上述申请符合电子交易法。     

任何法律规定有错并将惩罚的任何文件所采取的行动，

若以电子信息的形式申请，被视为具有与纸质申请相同的错
误并将处以相同的处罚。

登录系统



填写公司的一般信息。

2014

示例会计期为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请填写2014年期
间



填写公司的一般信息。

法人信息

建立工厂的详细信息



填写公司的一般信息。

填写人信息明细

审计师信息明细



调整与正确投资促进卡信息



填写机械与设备投资信息



填写机械与设备的投资价值并附上资产证

添加文件



生产、销售、利润（亏损）以及使用

优惠的税务信息

获得豁免的企业
所得税额



生产和销售的信息按月分开



Excel 表中按月填写生产和销售



填写对应会计期间的企业所得税豁免的税额



单击浏览文档以打印申请使用企业所得税豁免优惠的文件

单击浏览文档



下载申请企业所得税豁免优惠表

下载



打印申请企业所得税豁免优惠表以交给审计师
进行审核



公司将审计师的见意填写在系统中

根据有关申请免征企业所得税信息的共同商定的程序进行时遇到的真实报告报告。
请指定审计师的意见方法。

提交审核的结论包括所有投资促进卡
提交审核的结论 按投资促进卡分开



公司将审计师的意见填写在系统中



公司确认提交信息并附加其他文件。

添加文件



公司向负责项目的部门提交申请使用优惠

o กองบรหิารการลงทนุ 1
o กองบรหิารการลงทนุ 2
o กองบรหิารการลงทนุ 3
o กองบรหิารการลงทนุ 4
o กองบรหิารการลงทนุ 5

确认发送信息的部门

投资管理部门 1
投资管理部门 2
投资管理部门 3
投资管理部门 4



公司可以在系统中追踪申请使用优惠



工作人员部分

登录系
统

检查信息

1. 送回公司进行修改。

2. 将不正确的信息发回

3. 受理

4. 向部门工作人员发送

5. 发送其他部门

考虑检查
信息

1. 批准

2. 未批准    3. 
返回

发送到部

门总监

考虑检查
信息

发送到总监

事务所

考虑检查信息

通过书面报告通知结果，

并且在系统中提醒公司工

作完成的状态。

1. 发回至工作人员
进行修改。

2. 批准/未批准/返回

1. 发回至工作人员进
行修改。

2. 批准/未批准/返回



使用权利的例子(1)

该项目获得免征企业所得税，价值8千万泰铢，为期8年
年  净利润  税额 累计税额

1 60 12 12

2 70 14 26

3 100 20 46

4 80 16 62

5 50 10 已超过，
可使用8

6 - - -

7 - - -

8 - - -



使用权利的例子(2)

1 (30) - -

2 40 8  8

3 30 6 14

4 10 2 16

5 40 8 24

6 30 6 30

7 20 4 34

8 40 8 42 (满 8 年)

该项目获得免征企业所得税，价值8千万泰铢，为期8年
年    净利润  税额 累计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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