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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投资菲律宾

菲律宾自然资源丰富、风景怡人秀丽，令各方游客慕名而来、尽兴而

归。诚然，菲律宾坐拥丰富的各类自然资源，但菲律宾人才是这个国

家真正的繁荣之本。即使在逆境中，菲律宾人也能保持热忱而平和，

他们的礼貌好客与聪明才智更是广为人知。菲律宾劳动者娴熟能干、

技术全面、尽心尽责。凭借内在的勤勉敬业精神、高等教育水平和双

语特长，菲律宾劳动者成为了一支高素质、多文化、通双语的劳动

力大军。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发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中，菲律

宾排名第113位。

2018年度报告衡量了影响企业经营周期各方面的监管因素。菲律宾在

保护中小投资者、办理施工许可证、 纳税以及合同执行方面的排名

上升，同时保持了其在产权登记与跨境贸易方面的排名。这些指标反

映了菲律宾低成本、经济型而又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经济概况
2018年第三季度，菲律宾经济增长6.1%。所取得的增长归功于投资机
遇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升以及制造业、贸易、房地产、租赁和商业
活动的增长。出于对菲律宾基本面改善的认可，近年来国际评级机构
接力式地提高菲律宾主权信用评级。2013年，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
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相继将菲律宾的主权信用等级提升为投资级别。

2017年12月，海外劳工汇款稳定，支持了国内需求的不断增长，成为
主要的增长动因。主要行业方面，工业依旧是增长最快的行业，增长
率为6.2%，其次是服务业，增长了6.9%。2018年9月，菲律宾的对外
商品贸易额达155.8亿美元，较2017 年同期增长了13.5％。电子产品
作为该国主要的出口商品，继续居于领先地位，并于2018年8月增长
了7％。其他产品也均有所增加，包括矿产品（21.8％）、特殊交易
（5.8％），而林业产品增加了7.5％。香港目前是菲律宾的最大出
口目的地，其次是美国和日本。2017年，科迪勒拉行政区（CAR）以
12.1％的速度实现了最为迅猛的经济增长。国家首都区（NCR）、第
四A大区甲拉巴松以及第三大区中央吕宋均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6.7％
的GDP增长率，其中仅国家首都区就占36.4％。

住宅及商业项目榜单前五强分别为甲拉巴松、中央吕宋、第七大区中
米沙鄢、国家首都区以及第九大区三宝颜半岛。

资料来源：国家经济和发展署、菲律宾统计局



劳动力

2018年7月，劳动力调查年度评估的初步结果显示，
经济活动人口总数为4,280万，就业率为94.6%。服务
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57.5%，农业和工业各占 
23.1%和 19.4%。

菲律宾的劳动力人口数量为7,160 万，劳动参与率为
60.1%。与此同时，失业率为5.4%。
资料来源：菲律宾统计局 

离岸外包

菲律宾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包基地之一，这很大程度上
归功于其低廉的商业成本以及大批受过高等教育、英
语熟练且适应性强的劳动力。

资料来源：菲律宾经济特区署

旅游业

旅游业是菲律宾经济的另一大亮点。菲律宾旅游部
报告显示，从2018年1月至9月，入境游客达540万人
次，较2017年的490万人次增加了8.32%。

此外，2017年1月至6月的入境游客收入总计 
1,463.4亿比索，较前一年同期的1,274亿比索增加了
14.9％。

菲律宾有11个国际机场，其中数个即将通过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PPPs）进行深度翻新。主要国际机场包
括位于马尼拉、宿务、达沃、克拉克和佬沃的机场。

马尼拉尼诺伊·阿基诺国际机场是菲律宾的主要机
场，拥有5个航站楼，若干国内航线以及飞往亚洲、
中东、欧洲与北美的国际航班。

美国交通部联邦航空管理局已将菲律宾列入航空安全
一类名单，这为菲律宾航空公司在美开拓业务打开了
大门。

鉴于菲律宾航空公司和宿务太平洋航空公司在保障国
际安全及遵守国际航空安全标准方面的努力，欧盟
（EU）也允许菲律宾航空和宿务太平洋航空公司进入
欧盟空域。

宿务的麦克坦国际机场已开通飞往釜山、多哈、台湾 
、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数个韩国、中国大陆和日本
城市的定期航班。达沃国际机场的定期航班连通印度
尼西亚和新加坡，并有季节性航班往返澳门 。克拉
克的克拉克国际机场有飞往香港、多哈、迪拜、澳
门、新加坡以及其他数个韩国和马来西亚城市的定期
航班。三描礼士省的苏比克国际机场有通往韩国和澳
门 的定期航班，而北伊洛克斯省的拉瓦格国际机场
则有飞往澳门的定期航班。阿克兰的卡利博国际机场
的定期航班飞往台湾 以及中国大陆和韩国的其他数
个城市。菲律宾的其他国际机场为巴拉望岛的公主港
国际机场以及棉兰老岛的三宝颜国际机场和三投斯将
军国际机场。

海运方面，游轮和国际集装箱船主要停泊马尼拉港。
马尼拉和其他省份的主要港口间则通过岛际船运航线
连接。

资料来源：《马尼拉公报》、菲律宾统计局、《商业
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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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制造业是菲律宾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2018年第三季度的增
长率为4％。这得益于菲律宾政府推出的机构间制造业路线
图，其旨在于2025年前将该产业对经济总增值的贡献由 
2012年的22%提高至30%，并将其创造的就业机会由8%提高至
15%。

2014至2017年间路线图的第一阶段集中于汽车和航空航天零
件、电子产品、服装、食品、资源型产业、化学制品、家
具、工具和模具以及造船业。2018至2021年间的第二阶段将
转向上游产业高附加值的活动与投资项目，如化学制品、钢
铁制品、基于医学技术的金属制品、产业链接与整合、大中
小型企业以及创新生态系统。2022至2025年期间的第三阶段
将转至高科技活动、交通运输、电子产品和化学制品，并作
为制造业枢纽加入汽车、电子产品、机械、服装和食品的区
域和全球生产网络。

2018年5月，菲律宾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收益再投资增长
了5.7％，实现净流入16亿美元。股本注资总额共计2.57亿
美元，新加坡、日本、荷兰、美国和卢森堡为主要注资者。
这些资金主要投入制造业、房地产业、批发业及零售业、信
息、通信以及艺术、娱乐和休闲活动。菲律宾良好的宏观经
济基本面和增长前景使该国成为广受青睐的投资目的地。 

资料来源：菲律宾统计局、菲律宾央行

建筑业

在私人房地产开发及政府推行的 在私人房地产开发
及政府推行的公私合营伙伴关系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战略基础设施项目和灾后重建项目的促进下， 
建筑业继续有力推动着菲律宾的经济增长。

2018年第三季度，公共及私人建筑进程加快，促进了
建筑业增长16.1％。预计到2022年，菲律宾建筑业的
名义价值将翻一番。

政府拟在未来五年内于“大建特建”计划中投入
1,580亿美元。通过对国内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政
府相信其可以实现持续、稳健以及全面的社会经济发
展。

该计划由75个旗舰项目组成，其中包括各类交通设施
及公共道路，旨在提高货物运输效率，帮助降低生产
成本，并最终鼓励对农村进行投资。其它基础设施计
划包括能源设施、水资源项目和灌溉系统、防洪设施
和城市重建计划。

资料来源：菲律宾统计局、菲律宾 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中心、菲律宾参议院经济计划办公室

矿业

根据菲律宾环境与自然资源部（DENR）的数据显示，
菲律宾估计的矿产储量包括145亿公吨的金属矿产和

676.6亿公吨的非金属矿产。矿产密度在全球排名第5
，其中金矿、铜矿和镍矿分居第3、4、5 位。

2017年7月，菲律宾矿产和地质局发布的矿产统计数
据表明，矿业生产总值达1,086.3亿比索。

菲律宾目前有48个金属矿开工，包括30个镍矿、8个
金矿（副产品为银）、3个铜矿、3个铬矿以及4个铁
矿。

资料来源：菲律宾矿产和地质局、菲律宾统计局
 
再生能源

菲律宾政府制定的2012-2030年菲律宾能源计划预
计，低碳战略将使再生能源在全国总能源中所占比
重年均提高3.2个百分点，达到37.1%。尽管菲律宾已
是世界第二大地热能源生产国，但仍有2,600 兆瓦
的潜在资源未开发利用。风能的潜在未开发储量为 
70,000兆瓦，水力的为13,097兆瓦。

截至2017年上半年，菲律宾共签订了831份再生能
源服务合同，涉及总储量21,937兆瓦，总装机容量 
4,710 兆瓦。在这些合同中，445份涉及水电工程
项目，202份涉及太阳能项目，其中186份为并网项
目，16份为自用项目。

菲律宾拥有通过出口生物柴油获得高额利润的潜力，
并且是椰子和甘蔗的生产大国，而椰子和甘蔗则是生
物柴油的两大主要原料。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对外农业服务局

农业

菲律宾农业用地约1,000万公顷，是香蕉、椰子、菠
萝和渔产品的主要出口国。甘蔗和椰子是生产生物酒
精和椰子柴油等可再生生物燃料的主要原料。此外，
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25.4%。

甘蔗（30％）、橡胶（7.1％）、椰子（6％）、家
禽（5.4％）、农业活动及服务（4.9％）以及芒果
（4.5％）等的增长为农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资料来源： 菲律宾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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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认可，近年来国际
评级机构接力式地提高
菲律宾主权信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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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和优惠政策
在菲律宾，投资最受欢迎。仅在特定经济活动领域， 外资所有权限
制才适用。

菲律宾的法律法规确保保障所有投资者和企业的基本权利，具体如
下：

•
•

•
•

菲律宾设有诸多投资管理方面的法律。目前，有提案建议将所有优惠
法律合并为一部法律，以合理化各优惠机构对财政和非财政优惠政策
的授予和管理。

主要的投资法律如下所述：

免于无合理补偿的征用
在菲律宾货币当局菲律宾央行的指导下，有权汇回利润、资本利得
和股息 
有权汇回投资清算收益 
有权获取外汇，以支付外国债务的本金和利息



《1991年外国投资法案》（FIA） 
（或7042号共和国法案，经8179号共和国

法案修订）

《1991年外国投资法案》（FIA）放宽了对外国投资
进入菲律宾的限制。 

根据FIA的规定，外国公司一般需根据菲律宾政府定
期升级的外国投资 外国公司一般需根据菲律宾政府
定期升级的外国投资限制负面清单（FINL）所列限制
进行商业活动。FINL是限制外国投资经济活动的最终
名单，由两部分构成：

《1987年综合投资法典》或226号行政令 
（EO），经7918号共和国法案（RA）修订

《1987年综合投资法典》由菲律宾投资署（BOI） 实
施，其针对政府认为从事了国家发展重点项目的地方
和外资企业提供了一套全面的优惠政策。

为获得BOI优惠政策的资格，企业必须从事政府投资
优先计划（IPP）所列的经营领域之一。目前，菲律
宾政府正在敲定2017- 2019年期间的IPP，且 IPP将
突出强调发展和推广创新型、包容性产业， 在现代
优惠政策机制下提高就业率和创业机会。

之前，对于未列入IPP的企业，如满足以下任一标
准，仍有权享有优惠政策：

      •  至少50%的产品对外出口 
 （针对菲律宾人所有的企业）
      • 至少70%的产品对外出口 
 （针对外资所有权超过40%的企业）

在BOI注册的企业同时享有财政和非财政
优惠政策

财政优惠包括新注册的先锋企业享有6年的所得税免
税期，非先锋企业则享有4年的所得税免税期， 扩展
经营规模或现代化项目的企业享有3年的所得税免税
期；减免劳务费用所得税；税收抵免和特别豁免等。

非财政优惠包括在BOI注册的企业能够享有简化的海
关程序；使用委托设备不受限制；以及雇佣外籍人士
的选择权等优惠政策。

《1995年经济特区法案》（7916号共和国
法案，经 8748号共和国法案修订）

该法案于1995年通过，旨在通过开发名为经济特区的
特别经济区域促进经济的增长。菲律宾经济特区署
（PEZA）执行该法案，并授权经济特区内符合资格的
企业享有优惠政策。

经济特区为政府指定的区域，目的在于发展成为平衡
的农业、工业、商业和旅游业/娱乐业的区域。其包
括工业园区、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旅游特区和
信息技术园区。

每一个经济特区都作为一个独立社区发展，且政府干
预最少。在国家政府不提供帮助的情况下，其将自行
管理经济、金融、工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其还将提供
充足的设施以建立与周边社区以及国内其他实体之间
的联系。

经济特区的企业包括出口企业、自由贸易区企业、 

服务企业、先锋企业、公用事业企业和IT企业等。

经济特区企业可享有的优惠政策

经济特区企业可依照自身的业务性质享有诸多有利的
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在所得税免税期期满后，针对修
改后的总收入按5%的特别税率纳税，而非国家和地方
规定的所有其他税率；设备、原材料和其他物资进口
免税；所得税免税期；其他税费减免等。

《1992年基地转变与开发法案》（7227号
共和国法案）

苏比克经济特区和自由港区

该法案于1992年通过，建立了基地转变和开发局、 
苏比克湾都市管理局（SBMA）与苏比克经济特区和自
由港区（SSEFZ）。该特区包括三描礼士省的奥隆阿
波市和苏比克、前苏比克海军基地占领的土地以及
1947年《美菲军事基地协定》所包含和定义的连续扩
张区域，并属巴丹省的大莫龙和大埃尔莫萨管辖。苏
比克湾自由港（SBF）是一个占地67,000公顷的国际
海港，其愿景是建立一个可自给自足的工业、商业、
金融和投资中心，该中心可停泊600艘船。

清单A 包括宪法和其他特定法律规定为菲律宾国民保
留的经营领域。

清单B 包括依法限制外资所有权的经营领域和企业。
其中包括防御或执法相关的活动以及影响公共卫生与
道德的经营领域。该清单包括实收资本低于20万美元
的中小型国内市场企业，但当其涉及由菲律宾科技部
认可的先进技术或者直接雇佣员工数达到或超过50名
时除外。此时，允许的最低实收资本为10万美元。

对菲律宾投资指南

经济特区为政府指定的区
域，目的在于发展成为平衡
的农业、工业、商业和旅游

业/娱乐业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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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经济特区和自由港区

2007年，根据经9400号共和国法案修订的7227号共和
国法案的规定，经济特区还包括克拉克经济特区和自
由港区（CSEFZ）。经修订，其涵盖了由克拉克军事
保留地占领的土地及1947年《美菲军事基地协定》所
包含和定义的连续扩张区域，属安格列市、邦板牙省
的大马巴拉卡特城和大波拉克以及打拉省的大卡帕斯
和大班班管辖。

与SSEFZ相似，CSEFZ由前美国军事设施改造成民用
设施。其目的是将4,400公顷的主区与27,600公顷的
分区用作发展中的城市中心，该中心主要面向信息
技术连带行业、航空业、物流业、旅游业及相关企
业。CSEFZ涵盖了克拉克国际机场。

在这些经济特区注册的企业享有多种投资优惠政策，
包括获得一流的商业、住宅和旅游设施；进口免税；
以及针对修改后的总收入按5%的特别税率纳税，而非
国家和地方税率。

《规定区域或地区总部、区域运营总部以
及区域仓库的条款、条件和许可要求的法
案》（8756号共和国法案）

8756号共和国法案于1999年11月23日签署生效，其就
跨国公司区域或地区总部（RAHQs）或区域运营总部
（ROHQs）以及区域仓库（RWs） 的建立和维护提供
了规则与指导方针。

ROHQs是由跨国公司在菲律宾设立的分支机构，可以
通过向该区域内的关联企业提供符合条件的服务来获
得收入。这些服务包括一般行政管理和规划、商业规
划和协调、原材料与元件的采买/采购以及企业金融
咨询服务等。

RAHQs是由跨国公司在菲律宾设立的分支机构，其总
部不从菲律宾赚取或获得收入。其作为该区域内子公
司、关联企业和分支机构的监督、沟通和协调中心。
RWs可作为补给站为零部件、元件、半成品和原材料
提供储存、存放和保管服务；参与其总部或母公司的
交易或销售；并为总部在当地购买并用于出口的商品
提供仓储服务。

经菲律宾投资署（BOI）有利推荐，SEC便可为RAHQs
和ROHQs的非银行和非金融机构许可提供担保。银行
和金融机构也可在BOI有利推荐后，取得SEC和BSP对
ROHQs许可的担保。经济特区范围外建立和监督RW的
主要实施机构是BOI。

RAHQs和 ROHQs的税务处理与优惠政策

88756号共和国法案为RAHQs/ROHQs及其非菲籍和菲籍
员工提供了有利的税务处理和其他非财政优惠政策。
这些优惠政策包括免除地方政府单位征收的各种地方
税费或费用（不含针对土地改良和设备征收的不动产
税），以及事先经BOI批准，仅用于 RAHQs/ROHQs且
当地无法获取的培训和会议所需设备与材料的进口免
税。

外派RAHQs和ROHQs的职员可享有多次往返签证、 
个人及家庭用品进口免税、免除旅行税等优惠政策。

《投资者租赁法案》（7652号共和国法
案）

7652号共和国法案允许外国投资者在菲律宾境内承租
商业用地，租期最长为75年（之前为50年）。

根据该法案的规定，任何向菲律宾注资的外国投资者
均可承租私人用地，但前提是遵守菲律宾法律及以下
规定：

1. 

2. 
3. 

《1994年出口发展法案》（7844号共和国
法案）

该法案为出口商提供优惠政策以促进出口领域的投
资。出口商通常指所赚取的常规营业收入中至少50%
来源于产品或劳务的海外销售的企业。

《出口促进法》（EDA）特点

EDA的主要特点如下：

• 
•

•

•

根据EDA注册的出口商可享有的优惠政策

除BOI和PEZA等其他政府机构的现有优惠政策外，EDA也提
供优惠政策。

修订版（7718号共和国法案）

该法案制定了关于私营部门主体参与基础设施项目开发以
及政府常规职责服务提供的政策和监管框架。 

首次租赁合同的租期为50年，只可续租一次，续租期限
为25年。
租赁区域仅可用于投资。
租赁合同需遵守《综合土地改革法》和《地方政府法
典》。

出口发展委员会（EDC）机构化，以指导出口攻势
对于私营部门可承担的出口推广职能进行私有化，包括
建立世界一流的菲律宾贸易中心
设立私营出口融资机构，其服务将用于支持出口部门的
融资需求
向出口商提供急需的财政优惠政策，多数政策效仿新兴
工业化经济体的政策制定，但不如其广泛

对菲律宾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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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制度
菲律宾宪法规定，税收制度必须统一公平，国会应当建立累进的税收

制度。《1997年税收改革法案》（8424号共和国法案）得以通过，

其旨在对菲律宾国内税收系统（含税收管理）进行合理化改革，从

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该法案随后经过多次修改，最近也是最

重大的一次修改是10963号共和国法案（《税制改革加速包容法案》

或“TRAIN”），该法案降低了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以及捐赠者的

税率，并拓展了增值税与消费税的税基。



全面税收改革提案

本届政府还提出了一项全面的税收改革计划，预计将于四到五年内（从2017年到2021年）通过立法，以提
高税收系统的效率，并筹集急需的资金来支持大规模投资目标。该项税收改革提案包括4套税收方案或建议
（10963号共和国法案为首套针对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方案）。其余的税收方案将包含降低公司所得税以及协调
优惠政策与抵销措施建议。

所得税  

公司税

分类

国内公司指依照菲律宾法律注册的公司，以其在全
世界范围内的应税净收入作为纳税基础。外国税
收居民公司就其来源于菲律宾境内的应税净收入进
行纳税。外国非税收居民公司则就其来源于菲律宾
境内的总收入进行纳税。外国税收居民公司指依照
外国法律成立但在菲律宾从事贸易或商业活动的实
体。任何其他外国公司均被视为非税收居民。

国内公司和外国税收居民公司的所得税税率

公司按其应税净收入的30%缴纳公司所得税。然而，
现行税收改革中提议将税率降低至25%。国内公司和
外国税收居民公司的特许权使用费、利息、 股息以
及其他被动收入按不同税率进行纳税。

某些国内公司和外国税收居民公司的特别所得税税
率

私营教育机构和非营利性医院按其应税净收入的 
10%纳税。外币存款单位（FCDU）和国际金融业务分
行（OBU）与非税收居民、其他FCDU和 OBU、地方商
业银行以及经菲律宾央行正式授权的外国银行分支
机构之间进行外币交易时所得收入全部免税。FCDU
和OBU向非FCDU和OBU的税收居民发放外币贷款获得
的利息收入按10%的最终税率纳税。国际承运人按
2.5%的税率缴纳最终的总营业额税，但当其母国为
菲律宾承运人提供相似税收豁免时，其可免缴该税
费。跨国公司区域或地区总部免缴所得税，而跨国
公司的区域运营总部则按其应税净收入的10%纳税。

经济特区、苏比克湾经济特区和自由港区以及克拉
克经济特区和自由港区的企业可享受所得税免税期
或优惠税率（总收入的5%）等税收优惠政策。

分支机构收益汇回税 （BPRT）

外国公司在菲律宾的分支机构，除在菲律宾经济特
区署（PEZA）、苏比克湾都市管理局（SBMA）和克
拉克发展署（CDA）等经济特区注册的以外，如向总
部汇回收益，需缴纳15%的分支机构收益汇回税。

其他公司税赋 

公司还有义务缴纳最低公司所得税、附加福利税和
不当累计收益税。

对菲律宾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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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公司所得税（MCIT）

如在公司开始业务经营的第4个纳税年度，其应税收
入为零或负数，或其常规公司所得税负债（RCIT）低
于其MCIT，则公司需要缴纳MCIT，即年度总收入的2%
。任何MCIT超过RCIT 的部分可用于冲抵今后3个纳税
年度的RCIT。

然而，公司如因长期劳务纠纷、不可抗力或合法商业
损失而产生巨额损失，可提交申请并提供证据， 经
国税局局长授权代表核实，财政部长可下令对其暂停
征收MCIT。

附加福利税

公司发放给监督和管理人员的附加福利，应按附加福

利总价值的35%纳税。

不当累计收益税

国内公司的不当累计收益需缴纳 10%的税费，但上市
公司、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以及保险公司
除外。如果公司允许其收益或利润累计超过其合理需
求，除非能够证明其必要性，否则将被视为利益关联
方的避税行为。

对非税收居民公司征税

一般而言，外国非税收居民公司从菲律宾所得的股
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薪酬以及技术服务报酬
等，需按总额的30%纳税。缴税方式为预扣。某些类
型的非税收居民公司以及适用于菲律宾签署的特定税
收协定税率的实体可享有所得税优惠税率。

对菲律宾投资指南

《1997年税收改革法案》
（8424号共和国法案）得以
通过，其旨在对菲律宾国内
税收系统（含税收管理）进
行合理化改革，从而促进经

济的可持续增长。



个人

10963号共和国法案规定的个人所得税税
率

对于公民、非税收居民、居民外国人以及在菲律宾从
事贸易或商业活动的非居民外国人，如果其收入超过
250,000比索，则通常按20%-35% 的累进税率征收个
人所得税。符合资格的非菲籍雇员及特定菲籍雇员从
OBU、跨国公司的RAHQs和ROHQs、 油田承包商和分包
商处获得的薪酬，目前需按相同的累进税率纳税。在
菲律宾不从事贸易或商业活动的非居民外国人，从菲
律宾所得总收入一律按25%的税率纳税。

一般而言，对个人的两种收入征收所得税：一是
雇佣收入，二是商业或职业收入。个人的特许权
使用费、利息、股息以及其他被动收入按不同税
率纳税。

额外免税

公民和居民外国人在第13个月薪和其他所获福利中，

享有最高90,000比索的免税额度。

 

税收协定

根据菲律宾政府签订的税收协定，特定种类的收入
可免缴所得税或享受优惠税率，但需事前向国税局
（BIR）提出免税或享受税收协定优惠税率的申请。

菲律宾与以下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已生效：

代扣税制度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巴林 
孟加拉国 
比利时
巴西
加拿大
中国 
捷克共和国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国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科威特

马来西亚
荷兰
新西兰 
尼日利亚
挪威
巴基斯坦
波兰
卡塔尔 
罗马尼亚 
俄罗斯
新加坡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泰国
土耳其 
阿拉伯酋长国 
英国
北爱尔兰
美国
越南

出于征收所得税目的，个
人分为以下几类：

税收居民

税收居民来源于菲律宾国
内外的薪酬、 业务以及其
他收入需纳税。

非税收居民

非税收居民包括在国外工
作且从国外获得收入的居
民，如海外合同工和作为
专门从事国际贸易补充船
只成员而提供境外服务并
获取报酬的海员，仅对其
在菲律宾境内所得的收入
征税 

居民外国人

居民外国人仅就其在菲律
宾境内所得的收入纳税。

在菲律宾从事贸易或商业
活动的非居民外国人

在菲律宾从事贸易或商业
活动的非居民外国人与公
民和居民外国人的纳税方
式相同，但仅对其在菲律
宾境内所得的收入征税。

在菲律宾不从事贸易或商
业活动的非居民外国人

在菲律宾不从事贸易或商
业活动的非居民外国人就
其在菲律宾境内所得的总
收入纳税。

可冲抵代扣税（CWT）

某些居民间的收入支付行为需按照一定税率缴纳代
扣税。代扣的税费可冲抵收入者的应付税款。

工资代扣税

该税种向仅有薪酬收入的个人征收。雇主需在向其
雇员支付工资时代扣税费。在某些情况下，雇员无
需在纳税年度结束时再申报所得税。但是，雇主需
要向BIR提供其支付工资及代扣雇员税款的证明。

最终代扣税 （FWT）

按照最终代扣税制度，由代扣机构代扣的所得税金
额即为纳税者基于相应收入的全部最终应付税额。
例如，支付给非居民的股息、利息或特许权使用费
需缴纳最终代扣税。

税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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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 （VAT）

某些居民间的收入支付行为需按照一定税率缴纳代扣税。代扣的税费可冲抵收入者的应付税款。

工资代扣税

消费税主要针对在菲律宾生产、制造且用于国内销
售或消费以及其他目的的特定商品（如烟、酒、石
油产品、矿产品、机动车等）征收。消费税还适用
于部分已缴纳增值税和关税的进口商品。10963号共
和国法案提高了烟、石油产品、汽车和矿产品的消
费税率。含糖饮料和非必要的整容手术也需缴纳消
费税。

比例税

免征增值税的个人或实体，包括国内普通客运承运
人、从菲律宾向外国运输货物的国际承运人以及娱
乐业者，需按其总收益或总收入缴纳比例税。

股票交易税（STT）

针对销售、交易或交换行为（证券交易商销售的除
外），按销售、交易、交换或以其他方式处置的股
票货币总价值或总售价的0.6%征收股票交易税。

首次公开发行（IPO）税

该税种的征收依据是首次公开发行售出股票的比
例，征收范围是封闭型控股公司股票的首次公开发
行销售、交易、交换或其他处置行为。封闭型控股
公司指至少50%的流通股本价值或至少50%的投票权
股由不超过20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税的税率，根据在当地证券交易所上
市后所出售、交易或交换的股份占总流通股本的比
例而有所不同：

首次公开发行税由发行公司在一级市场支付或由出
售者在二级市场支付，其税基为总销售价格或通过
其股票出售、交易、交换或其他处置行为获得的货
币总价值。

印花税（DST）
DST是一种消费税，征税范围包括文件、文书、贷款
协议、租赁协议、股票、债券、抵押、保单、商业
票据的接收、签署、销售，以及有关责任、权利或
财产转让的证明。征税对象为文件的制作人、签字
人、发行人、接收人或转移人。

自2010年7月1日起，包括银行、部分金融机构、航
运和航空公司、预先需求公司以及教育机构在内的
特定行业须使用网络电子DST系统。

根据9648号共和国法案的规定，通过PSE上市并交易
的股票，其任何销售、交易或交换免缴DST。

10963号共和国法案引入了9243号共和国法案（即《
印花税合理化法案》）中所列举交易的新DST税率。

关税

进口到菲律宾的商品一般需要缴纳关税（另外还有
12%的增值税和特定商品的消费税）。海关统计进口
货物的价值是基于其交易价（即商品销售或出口到
菲律宾的价格或应付价格）并进行特定调整。根据
2016年《现代化海关和关税法案》（CMTA）中规定
的适用商品分类（其采用了菲律宾关税和海关代码
（TCCP）中的商品分类规定），确定适用的关税税
率（最惠国税率，MFN），一般为0-30%。东盟自由
贸易协定（前身为AFTA）项下的优惠税率一般低于
MFN。

特殊商品进口可以免税，例如有条件自由进口的免
税商品、进入海关报税仓库的商品或特别法律规定
进口的商品。根据CMTA的规定，进口商及其代理应
从商品进口之日起，保留进口商品记录3年。在此期
间内，海关署有权对进口商或代理商的记录进行事
后审核，以确认是否符合海关条例并评估是否少付
关税。

地方税

根据《地方政府法典》的规定，地方政府单位（如
省、市和镇）均有权对在其管辖范围内进行的某些
商业活动和业务征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地
方政府单位还有权对不动产（如土地、建筑物、机
械和其他改良）征收年度从价税，以及对不动产的
销售、捐赠、交易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转让征收转
让税。然而，地方政府单位无权征收所得税、关
税、DST、财产税和礼品税等。

不超过 25% 
超过 25% 且不超过33.33%                 
超过 33.33% 

税率 4%
税率 2%
税率 1%

税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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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优先计划
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于2017 年2月28日发布的第12号备忘
录令中批准了2017年投资优先计划（IPP）。该计划于 天自2017年3
月18日开始生效，有效期至2019年。

菲律宾投资署（BOI）已根据总统的“0+10点社会经济议程”
、Ambisyon Natin 2040和“2017-2022菲律宾发展规划”确定了10项
投资优惠活动。

新IPP中引入了2014年IPP中的重大调整，包括更多以中小微型企
业（MSME）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及具备健康和环保意识的活
动。2017年IPP还反映了政府的产业政策，将投资引入大马尼拉以外
的地区，以支持该行业的新参与者并促进各行业的包容性和参与性经
济增长。

清单所列优惠活动会继续优先考虑制造业投资，特别是从事工业产品
和农产品加工的投资。商业生产不仅包括农业和渔业，还包括林业产
品。目前，优先战略服务包括通讯行业和先进的工程设计、采购和施
工 （EPC）（不含船舶修理）。住房的价格上限已由 3,000,000比索
降至2,000,000比索。目前，优先考虑的卫生设施包括戒毒所。石油和
天然气管道项目也成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

穆斯林棉兰老岛自治区（ARMM）清单剔除了消费品制造业，但在其优
先活动中添加了银行业、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设施以及能源产业。



优先投资领域 

I. 首选活动

1. 

2.

3.

包括农产品加工在内的所有符合资格的制造业
活动

•
•

•

除现代化项目外，只有位于大马尼拉以外地区
的项目才有资格注册。

农业、渔业和林业

•
•
•
•

除农业支持服务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项目外，
只有位于大马尼拉以外地区的项目才有资格注
册。

战略服务

•
•

•
•

•
•
•

制造工业产品
农业和渔业产品加工，包括将清真和犹太食品
加工为半成品/中间产品或产成品
制造模块化住房元件及机械和设备，包含零部
件和元件

农业、渔业和林业产品的商业生产
培育种子和秧苗
建立养殖场和孵化场
其他支持服务和基础设施，如烘干设施；冷链
储存设施；鼓风冷冻设施；散货装运和储存设 
施；收割、耕地、喷雾和除尘设施；包装工 
厂；贸易中心；欠发达地区的制冰厂；3A级屠
宰场和3A级肉联厂。

集成电路设计
创意产业/知识导向型服务

a. 国内市场的IT业务流程管理
  （即，联络中心、数据分析）
b. 动画、软件开发、游戏开发、
   健康信息管理系统和工程设计
c. 数字化或技术型初创企业/活动

4.

5.

6.

7.

8.

9.

10.

飞机的维护、修理和检修
替代能源汽车（液化石油气汽车除外）
的充电/加油站
工业废物处理
通讯（只有新企业有资格注册） 
先进的工程设计、采购和以及工业厂房和基础
设施施工建设

医疗保健服务（包含戒毒康复中心）

大规模住宅建设（开发价格上限为2,000,000比
索）

只有大马尼拉以外地区的大规模住宅建设项目
才有资格注册，市内用于租赁的低成本住宅项
目除外。

基础设施和物流（包括地方政府单位 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项目（LGU-PPP）

•
•
•
•
•
•
•
•
•
•

创新动力

•
•
• 

•

包容性商业模式

农业和旅游业中的大中型企业（MLE）作为其价
值链的一部分向小微企业（MSE）提供商业机
遇。

环境或气候变化相关项目

•
•
•

能源

•
•

制造/组装商品以及建立节能设施
根据国际标准执行的绿色船舶回收
建立私有材料回收设施

研发（R&D）活动
进行临床试验
建立卓越中心、创新中心、企业孵化中心和制
造实验室/联合办公区
对菲律宾科技部（DOST）的新兴技术和产品或
政府出资的研发活动进行商业化改革

机场和海港
空运、陆运和水运
液化天然气 （LNG）储存和再气化设施 
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项目
散装水处理和供应
培训设施
测试实验室
国内工业园区
PPP 项目
收费公路

利用传统燃料、废热和其他废物的发电项目
建立电池储能系统

对菲律宾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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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出口活动

III. 特别法

IV. ARMM清单

1. 
2.

3.

出口产品的生产和制造 
2020年，将落户大马尼拉的服务出口联络中
心以及非语音业务处理活动可能不再有资格
享有优惠政策。
支持出口商的活动

1. 

2.

3.

4.

5.

6.

7.

工业种植园（705号总统令（PD）——
《菲律宾森林法修订案》）
矿业（7942号共和国法案——《1995菲律宾
采矿法》），仅限于资本设备优惠政策
图书/教科书的出版或印刷 （8047号共和国
法案——《图书出版业发展法》）
石油产品的精炼、储存、营销以及分销
（8479号共和国法案——《1998下游石油行
业放松管制法案》）
残障人士的复健、自我发展与自力更生
（7277 号共和国法案——《残疾人士大宪
章》） 
再生能源（9513号共和国法案——《2008再
生能源法案》） 
旅游业（9593号共和国法案——《2009旅游
法）

2017至2019年的ARMM清单包含以下优先投资领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出口活动

•
•

农业、综合农业/水产养殖业和渔业
基础工业
基础设施和服务
工业服务设施
工程行业
物流业
东盟东部增长区（BIMP-EAGA）贸易与投资企
业
旅游业
健康和教育服务及设施
清真食品行业
银行业、非银行金融机构及设施 
能源

出口贸易商和服务出口商
出口商的支持活动

投资优先计划



东盟经济共同体
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是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ASEAN）的五大创始成员国。菲律宾目前担任东盟轮值

主席国，并于2017 年举办了东盟峰会，庆祝东盟成立50周年。



东盟成立于1967年8月8日，以合作、友好和互不干涉
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寻求：

东盟经济共同体（AEC）的成立旨在实现该地区的目
标，故而诞生了一个实力强大的经济体。东盟经济共
同体以2.55 万亿美元的总体水平成为全球第6大经济
体以及亚洲第3大经济体。

2016年，该地区的GDP增长率为4.8％，贸易总额达
2.2 万亿美元。该地区也是全球第5大外商直接投资
接收方，占比5.6％。

2007年11月，东盟秘书处首发的AEC蓝图中列出了广
泛和全面的方针，以指导AEC于2015年12月31日正式
成立。蓝图主要根据4大支柱建立：（a）一个单一
市场和生产基地；（b）一个高度竞争的经济区域；
（c）一个经济公平发展的区域；以及（d）一个完全
融入全球经济的区域。

第一支柱旨在通过商品、服务、投资、娴熟劳动力和
自由资本流动的自由流动来创造一个单一市场和生产
基地。第二支柱旨在通过在诸多领域（如，农业和金
融服务、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和消费者保护）实施共
同框架、标准和互助合作来营造利于营商和支持创新
的区域环境，并再次强化运输连接和基础设施网络。
第三支柱旨在通过减少成员国之间的障碍以实现经济
的公平发展，并通过鼓励中小型企业参与区域和全球
价值链的创造性活动，获得更高水平的经济活力。第
四支柱涉及AEC 的对外事项，即在外部经济关系中使
用一致的方法，以完全融入全球主流经济，使AEC更
多地参与到全球供应网络中。

对菲律宾投资指南

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
推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促进就共同关心的事项展开积极合作与互助互利
以提供培训和研究设施的形式互助
为更好地利用农业和工业、扩大贸易、改善交通
和通讯设施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更有
效地合作
促进东南亚研究
与具备类似目标的现有国际组织保持密切
互利的合作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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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AEC：里程碑事件

东盟秘书处在2015年AEC报告中记录了以下重大
成就：

2016至2025年AEC：展望未来

AEC于2015年成立，其旨在于当今千变万化的全球经
济中保持相关性。为维持AEC 2015年的发展进程，已
整合了《2025 年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来为 2016至
2025年的东盟经济一体化提供指引。该蓝图摘自《东
盟2025：携手前行》。 

新蓝图设想在2025年之前按照以下特点和指标强化 
AEC：

对菲律宾投资指南

1.

2.

3.

4.

5.

一个高度一体化且有凝聚力的经济体——商品
和劳务交易、投资环境、金融一体化、包容性
和安全性、促进娴熟劳动力和商业访客的流动
以及提升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
一个有竞争力、创新性且充满活力的东盟——
有效的竞争政策、消费者保护、加强知识产权
合作、生产力驱动型增长、创新、研发和技术
商品化、税务合作、有效治理、影响力、具有
响应性且高效一致的法规、良好的监管条例、
可持续经济发展以及全球大趋势和新兴贸易相
关问题。
更强的互联互通和部门合作——交通运输、信
息和通讯技术、电子商务、能源、食品、农业
和林业、旅游业、医疗保健、矿产以及科学与
技术。
一个富有活力、包容性且以人为本、以人为中
心的东盟——强化中小微型企业、私营部门以
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作用，缩小发展差
距，加大利益关联方对区域一体化的贡献。
一个全球性的东盟——针对外部经济关系更具
战略性和一致性的方法，审阅现有的FTA，加强
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与区域和全球合作伙伴建
立良好关系，继续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全
球和区域机构的合作，并踊跃参加区域论坛。

1.

2.

3.

4.

5.

6.

7.

8.

未来几年，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助力下，东
盟将继续致力于开展 AEC 2015项目。此外，
除了预期的新挑战和机遇外，东盟还将通过高
效机构、充足资源以及有效规划和监督确保经
济体的成功构建。

更自由的市场：实质上取消了东盟内部进口
关税并逐渐撤销了服务业的正式限制，为其
人民在区 域内进行贸易和商业活动提供了更
多的机遇。
更低的贸易成本：简化了跨境贸易流程，如
简化了海关程序和原产地规则，统一了技术
法规和互认安排。
更完善的投资制度：东盟已成为对于国内外
投资者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增强的技术人才流动性：促进了技术人才和
专业人员的跨境流动。
自由贸易和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议：为
东盟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以扩大其在外
部市场的 影响力，并强化其在区域和全球价
值链内的作用。
利于营商和支持创新的环境：其实现途径为
在诸多领域采用共同框架、标准和互助合
作，如农业和金融服务、竞争政策、知识产
权、消费者保护和中小型企业发展。
交通运输与其他基础设施网络的实际改善：
这些改善为跨境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并为
降低营商 总成本做出了贡献，为东盟民众和
企业提供了更有成效的合作机会。
缩小发展差距：在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同时，
还落实了有助于缩小东盟成员国之间发展差
距的举措。

AEC蓝图主要根据4大支柱建立：
（a）一个单一市场和生产基
地；（b）一个高度竞争的经济
区域；（c）一个经济公平发展
的区域；以及（d）一个完全融

入全球经济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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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经济共同体

Population

Major Trading Partners

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

资料来源：《2016/2017年东盟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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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经济共同体

EY ASEAN Leaders

安永东盟咨询服务主管合伙人
Chow Sang Hoe
电子邮箱：
sang-hoe.chow@my.ey.com 
电话：
+6 012 388 7016（马来西亚）

安永东盟审计服务主管合伙人
Rauf Rashid
电子邮箱：
abdul-rauf.rashid@my.ey.com
电话：
+6 037 495 8728 (Malaysia)

安永东盟交易服务主管合伙人 
Vikram Chakravarty
电子邮箱：
vikram.chakravarty@sg.ey.com
电话：
+65 6309 8809 (Singapore)

安永东盟税务主管合伙人
Yeo Eng Ping
电子邮箱：
eng-ping.yeo@my.ey.com
电话：
+6 012 271 5215 (Malaysia)

安永东盟金融服务机构主管合伙人
刘南顺
Organization Leader
Nam Soon Liew
电子邮箱：
nam-soon.liew@sg.ey.com
电话：
+65 6309 8092 (Singapore)

资料来源：《2017年东盟经济共同体数据图表集》《2018年东盟统计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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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创业
新政府致力于简化流程，创造更快捷、更便利的营商环境。成立公司的

要求取决于公司的类型和位置。公司还需要在多个政府机构注册，包括

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贸工部（DTI）、国税局（BIR）和地

方政府单位（如适用）。如果企业具备优惠政策资格，则其必须在推行

该优惠政策的机构注册，如第12页所提到的菲律宾经济特区署和菲律宾

投资署。



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SEC为政府机构，负责在菲律宾成立的所有公司和合
作伙企业伴关系（包括取得许可可在菲律宾开展业务
或建立分支机构的外国公司）的注册、许可证颁发、
监管和指导。

授权SEC实施以下菲律宾法律：

快速注册

为方便新公司注册，SEC开通了一个“快速通道”， 
专门为特定类型的企业编制申请表格。如果上午提交
所有必要文件和其他机构的预批文件，则申报通常需
一天时间。

贸工部（DTI）

在SEC注册后，所有根据《公司法典》成立的公司均
被鼓励在DTI注册公司名称。

DTI–国家首都区（DTI- NCR）是菲律宾主要政府机
构之一，负责大马尼拉地区贸易和工业部门的推广 
与注册。

DTI-NCR的服务项目之一是根据3883号共和国法案的
规定注册公司名称。公司名称的注册涉及向DTI提交
公司条例和章程以及SEC注册证明文件的副本， 并支
付注册手续费。公司名称的注册有效期为5年。

国税局（BIR）

根据《税收法典》的规定，BIR负责管理菲律宾国内
的征税工作。

纳税人需从BIR 获取唯一的纳税人识别号（TIN）， 
该TIN将在提交给BIR的所有纳税申报单上注明。

纳税人还须在BIR 税收办事处（RDO）注册，RDO 对
纳税人的营业地具有管辖权。纳税人的账簿、发票和
收据须在使用前于RDO进行注册。

对菲律宾投资指南

902-A号总统令和《证券监管法典》（SRC）

902-A号总统令处理了SEC的重组，并授予其听取与
决定涉及公司诈骗案件、公司内部纠纷、官员和董
事涉入的选举案件、中止付款程序以及恢复程序的
权力。

然而，随着SRC的出台，其标题II项下第5.2条撤销 
了SEC对所有上述案件的管辖权，并将听取与决定
该类案件的管辖权转至普通法院。随着其权力的转
移并根据SRC的授权，SEC将后续工作重心转向促进
资本市场的发展。

菲律宾《公司法典》（Batas Pambansa Blg. 68）

《公司法典》是管理公司与其股东之间关系的主
法，涉及从公司成立到解散的整个过程。它提供了
将私营公司作为投资工具进行管理的基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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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

菲律宾下设省、镇和特别市，各享有一定程度的地方
自治权。“村”是最基本的行政单位。

7610号共和国法案，即《1991年地方政府法典》， 
规定了一个更具响应性和责任性的地方政府架构。地
方政府也通过分权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职权、
责任和资源。各地方政府单位允许根据该法典赋予的
权力来征收税款和其他费用。所有公司的创建均需要
获得所在的村、镇或市和省的许可。各地方政府单位
通过适用的条例征收税款和费用以获得收入。各镇或
市均自行制定税法，规定当地企业的注册程序和税收
义务。

各地方政府单位还有权对不动产所有者或不动产使用
者征收不动产税。

具竞争力的人力资本资源

菲律宾提供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劳动力，其中大
多数人英语熟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
记录显示，菲律宾15岁及以上人群的成人识字率为 
98.11%，而联合国人口司指出，菲律宾人口的中值年
龄为24.2岁。菲律宾的劳动力市场是全球最具竞争力
的劳动力市场之一，在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IMD）
于2017年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位列61个经
济体中的第4位。IMD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人才报
告》 聚焦于各国基于3大因素培养、吸引并保留人才
的能力，菲律宾在准备因素方面位列第11位。在所有
标准中，菲律宾表现较佳的方面包括拥有娴熟劳动力
（第4位）、具胜任力的高管（第17位）、语言能力
（第13位） 和具跨国工作经验的高管（第23位）。
菲律宾排名靠前的因素还包括学徒机会的充足性（第
29位）和对公司员工培训的重视（第34位）。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6-2017年全球竞争力指
数》中，菲律宾的高等教育和培训支柱在138个国家
中排名靠前，还包括员工培训（第38位）、管理学校
质量（第38位）、教育系统质量（第46位）和专业培
训服务的本地可及性（第43位）。随着高等教育毕业
生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TVET）毕业生日益增加，
菲律宾将逐步实现其提升劳动力知识和技能相关的菲
律宾发展规划目标。

在2018年之前，高等教育委员会（CHED）将基于国家
发展规划和人力需求，识别并推广优先学科或学位课
程，而且菲律宾劳工部根据2020年之前主要行业的
未来雇佣要求所做研究表明，确定存在275个紧缺岗
位和102个难以填补的岗位。这些岗位所在行业为农
业、工程、科学与数学、信息技术、师范教育、健康
科学、人文科学、社会与行为科学、企业管理、建
筑、海运业和通讯。

2014年至2016年，已有6,066,673名 TVET毕业生修完
了技术教育和技能发展署基于机构、企业和社区的课
程以及在线课程。这些毕业生已获得认证，具备国内
外从业的资格。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技术教育和技能发展署、
菲律宾统计局、国家经济和发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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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移民概况
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稳健的社会经济项目，菲律宾成为世界上

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各行各业也蕴藏着大量的外国投资机会。作

为该地区的首选投资中心，177,000多名外籍人士移民到菲律宾，并在

这里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全球社区。

 



入境菲律宾

外籍人士通常作为游客入境菲律宾，停留期为30天。赴菲律宾旅游的游客需携带护照（护照有效期从计划离
境日起至少六个月）以及原路返回的返程机票或去往下一个目的地的转程机票。根据不同旅客的国籍，可能
需提供入境签证。

在菲律宾工作

在菲律宾从事获利行为的外籍人士须根据其停留时间的长短，取得移民局（BI）发放的特别工作许可证
（SWP）或工作签证。特别工作许可证适用于在菲工作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的外籍人士。若超过六个月，则需办
理工作签证。其还须取得菲律宾劳动和就业部（DoLE）签发的外国人就业许可证（AEP），但按规定明确排除
或免除的除外。当确定外籍人士希望从事的劳动或服务是菲律宾人不能胜任、不愿或无法从事的时，AEP才予
以签发。有多种类型的工作签证可供外籍人士选择。必须取得的工作签证类型涵盖若干考虑因素，例如，与
当地提出呈请的公司多数股东的公民身份相关的外国公民身份、外籍人士即将就职的企业实体的类型或者提
出呈请的公司所在地。最好立即咨询移民服务提供商，以确保所申请工作签证类型的正确性、文书要求以及
签证流程。  

其他信息

随行家属可申请依亲签证。

外籍申请者和提出呈请的菲律宾公司均须确保遵守招聘与雇用外籍人士的相关规定。违反移民法和相关法律
者将面临被罚款、驱逐出境、监禁和/或被列入菲律宾入境黑名单或外籍人士受雇资格黑名单。

资料来源：菲律宾移民局、菲律宾旅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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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菲律宾投资指南

菲律宾概况

33



菲律宾概况

资料来源：投资者关系办公室、菲律宾参议院、《菲律宾每日问讯报》、菲律宾矿产和地质局、《商业镜报》、《菲律宾星报》、菲律宾央行

34



SGV & Co.

Assurance 审计 | Tax 税务 | Transactions 交易 | Advisory 咨询

关于 SGV & Co.
SGV是菲律宾一家大型专业服务机构，提供审计、税务、交易和咨询服务。我们致力于养领导人才，促进企业发展，建
设更美好的菲律宾。这一宗旨敦促我们实现积极性变革和包容性增长的远大理想。我们的深刻洞察和优质服务有助于巩
固企业和经济发展，同时培养员工，壮大团队。这一切将引领建设更美好的菲律宾和更美好的商业世界。SGV & Co. 是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的成员。

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组织，也可指其一家或以上的成员机构，各成员机构都是独立的法人
实体。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英国一家担保有限公司，并不向客户提供服务。

如欲进一步了解SGV & Co.，请浏览ey.com/PH。

© 2018 SyCip Gorres Velayo & Co. 
版权所有。
APAC No. 10000410

本刊物所载资料以概要方式呈列，旨在用作一般性指引。不能替代详细研究或做出专业判断。任何人士根据本刊物的 
任何资料采取或不采取行动而引致的损失，SGV & Co.或安永全球机构的任何其他成员概不承担责任。请向您的顾问获 
取具体意见。

信息截至2018年9月。

如欲了解关于我们如何提供帮助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J. Carlitos G. Cruz
主席、主管合伙人
电子邮箱：j.carlitos.g.cruz@ph.ey.com
电话：(632) 8894 8162

Wilson P. Tan
副主席、副主管合伙人 
电子邮箱：wilson.p.tan@ph.ey.com
电话：(632) 8894 8127

SGV & Co.
6760 Ayala Avenue, Makati City
1226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PO Box 1408, Makati Central Post Office
074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SGV 业务线

咨询
Rossana A. Fajardo
主管
电子邮箱：rossana.a.fajardo@ph.ey.com 
电话：(632) 8894 8171

审计
Maria Vivian G. Cruz-Ruiz
主管
电子邮箱：maria.vivian.g.cruz-ruiz@ph.ey.com 
电话：(632) 8894 8170

金融服务机构
Vicky B. Lee-Salas
主管
电子邮箱：vicky.b.lee-salas@ph.ey.com 
电话：(632) 8894 8397

税务
Fabian K. delos Santos
主管
电子邮箱：fabian.k.delos.santos@ph.ey.com 
电话：(632) 8894 8219

交易
Ramon D. Dizon
主管
电子邮箱：ramon.d.dizon@ph.ey.com 
电话：(632) 8894 8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