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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B 國際, 領先全球

HLB 國際是一所由全球領先的專業會計師事務所和業務顧
問公司所組成的全球性網絡。目前我們的成員所遍佈全球
130個國家，為涉及各個行業部門的廣泛客戶群提供全面的
審計和稅務咨詢服務。 

作為國際會計師公會論壇聯合會的成員之一，HLB國際所有
的成員公司一直遵循著嚴格的質量標準，無論是對國內或
國際業務都致力於提供最高質量標準的財務報告和審計實
踐。 

基於成員公司在當地市場的卓越表現，HLB國際將本地專業
知識和國際技能理想的組合起來。無論客戶的公司業務發
展擴大到任何地區或全球，我們的成員公司都能保證提供
由同一夥伴主導的優質和個性化服務。

HLB國際通過其成員公司建立起專業的團隊，HLB Gravier 
會計師事務所（位於佛羅里達邁阿密市），致力於協助客
戶解決美國稅務及其相關的國內和國際稅收籌劃。 

我們的專業團隊歡迎您隨時垂詢。

美國稅務要求 

如果一個非美國公民本年度在美國逗
留超過31天，並且在包括本年和前兩
年的三年內在美國累計逗留超過183
天；即被視作必須報稅的美國居民。
因此，此人通過了實質居住測試。 

我們意識到對於非美國人來說實
質居住測試容易令人感到困惑。
因此，HLB Gravier會計師事務所
能夠從客戶的利益出發，幫助客
戶了解其相關內容。 

您的美國稅務申報包括（但不僅限於）完成
填寫下列稅務表格：

1) 表格1040，用於申報全球的收
入。（截止於每年4月15日）

2) 表格 FinCEN 114, 用於申報

外國金融賬戶總額超過價值$10,000 
美元的資產。（截止於每年6月30
日）

3) 表格 8938,“特殊國外金融資產”
申報外國金融賬戶中價值超過
$50,000美元的資產，此表附加在表
格1040中。（截止於每年4月15日）

4) 表格 5471, 特定外國企業中美國人
的信息返回；用於報告非美國企業的
所有權。（截止於每年4月十五日，附
加在表格1040中）

美國稅務 

一旦您通過了實質居住測試，您將被視
為美國納稅居民。

美國稅率 
美國根據不同的收入類型制定了不同的稅
率，如下列例子：

美國稅率： 

1) 美國常規收入的稅率：

15% - 39.6%

2) 美國合格股息稅率：

20%

3) 美國長期資本得利稅：

20%

4) 特定附加稅：

可能會對#2 和#3 的稅目增加3.8%的稅率。

同時還要考慮美國稅法對於家庭
成員間贈送的禮品以及房產等資
產的稅務規定。這些稅率可能會
高達超過 45%。

錯過或有意不向美國稅務機關申報上
述所需提交的稅務表格，將可能棉鈴
多項嚴重處罰。處罰可以從$10,000 
每張申請表至隱瞞收入的一大部分比
例。嚴重時甚至面臨刑事制裁。

個人 



合夥/有限責任公司或許有權利預扣應付
給非美國公民成員的稅。HLB Gravier
可以幫助您了解所有的四種美國稅收大
類。

其他稅收情況

公司的分支機構

收入：與美國經營或貿易有關的收入的
              稅率為15%到35%

虧損：虧損可以沖抵外國母公司
              的收入

分紅：對分支機構利潤中撤出的資金的
              稅率為30%，次撤出的資金以可能
              被征收30%利息稅的預扣稅

美國辦事處

收入：辦事處不能產生自身的收入，所
              以也不適用於收入稅

虧損：虧損不可用於減免美國稅收

分紅：辦公室不可遣返紅利 

美國企業稅務

在美國經營企業有多種企業結構
可供選擇。最常見的有“一般有
限公司和合夥有限責任公司。

選擇一個最適合的公司結構對於
稅收籌劃非常重要。HLB Gravier
可以提供給您最好的選擇。

很多原因決定了什麼州需要繳納收
入稅。這些原因很複雜，並且會經
常變動，HLB Gravier 有我們的稅收
專家隨時準備好為您提供幫助。

你的公司納稅活動需要包括（但
不限於）以下表格：

1)

2)

3)

表格1120- 公司收入稅表。該
表格用於申報本地公司產生
的收入。（截止於每年3月15
日）

表格5471, 美國居民國外公司
信息申報表；該表用於申報納
稅人所有的國外公司的所有
權。（截止於每年3月15日，
與表格1120同時申報）

4) 表格 FinCEN 114, 外國資金
賬戶申報表(FBAR), 是用來申
報累計超過$10,000的國外資
金賬戶。（截止於每年6月30
日）

一般有限公司

美國公司是納稅實體 

適用於下列稅率：

收入稅：15% 到 35%

虧損：可以回沖2年或平攤20年

分红：30%的預扣稅

合夥/有限責任公司

除非選擇作為普通公司納稅，合夥制企業納
稅是不基於公司層面。所有的收入和損失都
會直接傳遞給納稅個人。

有限責任公司的納稅包括（但不限於）填寫以
下表格：

1) 表格1065，合夥收入納稅
申報表

2) 表格 5471, 美國公司所有權申報表。
該表用於申報非美國公司的所有權。
（截止於每年4月15日，與表格1065同
時申報）

3) 表格 FinCEN 114, 用於申報外國金融
賬戶總額超過價值$10,000 美元的資
產。（截止於每年6月30日）

未按要求納稅將會受到嚴重的處罰

存在美國貿易和商業收入，或可確定
的，每年的，週期性的收入的外國公
司，美國分支，和美國合夥制公司都是
美國稅務的納稅實體。

美國有與世界超過60個國家的稅收協
定。在稅收協定下，只有當外國企業被
認定為一個永久性機構是，其利潤才需
要向美國政府納稅。

美國州稅和地方稅

除了有國稅局征收地方稅，公司或許
也需要繳納州稅和地方稅。

美國州收入稅

許多州都需要征收收入稅。稅率取決
於周自身的法律，公司在哪裡建立，
和在哪裡經營。

其他的州稅和地方稅

特許經營稅：有些州會針對公司在該
州的經營權征稅。這個稅並非基於收
入水平，而是作為收入稅的一部分進
行征收。

凈財富稅：此稅是根據公司擁有的所
有者權的大小進行征稅。

銷售使用稅：該稅是根據產品成本或
服務成本的比例征稅。不同州不同地
區，稅率不同。

表格 5472, 外國納稅人持有在美
25%及以上美國公司所有權申
報表。該表示用於申報非美國
公司對美國公司持有25%及以
上所有權信息。（截止於每年3
月15日，與表格1120同時申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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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B Gravier, LLP 在審計、會計、稅務、公司
財務和商業咨詢方面提供廣泛的服務。服務包
括（但不局限於）合規審計、內部審計、國際
會計准則、記賬和財務會計、業務重構、企業
重組、法務會計、薪籌體系、雇佣服務、技術
支持、稅務申報、國際稅務籌劃、增值稅和其
他間接稅、轉移定價、外派稅、財富管理、交
易服務、証券上市、盡職調查、合資企業、籌
資、資產評估。

HLB Gravier, LLP 在稅務領域擁有
豐富的經驗和深入的知識，例如國
際稅務。

 
 

 
 

HLB 國際的成員為國內外各行業的客戶提
供服務，從上市公司到中小型企業，從州立
企業到非政府組織、私營企業。專家領域覆
蓋了金融服務業、房地產和建造業、高新
技術產業、服務業、基礎建設、零售業、
娛樂業、食品和農業、制造業以及石油天然
氣行業等。 

我們的團隊 

Leonardo D. Gravier, 注冊會計師, 是HLB Gravier, LLP 在佛羅裡達州邁阿密
市的執行合伙人。 Gravier 先生自 1985年從事稅務咨詢和籌劃工作。目前負責
國際稅務組。

Alejandro D. Gravier, 註冊會計師, 是 HLB Gravier, LLP 的創始人之一，目
前擔任高級合夥人職位。 Gravier 先生畢業於位於佛羅里達的邁阿密大學，
取得了會計專業的本科學位和稅務碩士學位。Gravier 先生專注于從事有關個
人與公司的國際業務、稅務籌劃、本地稅務、以及財務策劃。

Kevin Cusano, 注冊會計師, 是 HLB Gravier, LLP 在佛羅裡達州邁阿密市的稅
務經理。Cusano 先生自 2004年從事稅務咨詢和籌劃工作。目前直接管理 
EB-5團隊，幫助 EB-5投資者實現美國稅務申報和籌劃。

500 HLB國際的成員為客戶提供頂級的專業服務和
持續的的技術支持、培訓和共享。作為國際會
計師聯合會旗下事務所論壇成員，我們致力於
提供最高品質的服務，並整合全球資源以實現
成員在全球範圍內快速便捷地進行交流溝通和
專業探討。

聯繫地址: 
396 Alhambra Circle, Suite 900 
Coral Gables, FL 33134 

無論是本地發展還是全球拓
展，我們的成員都將全力支
持。我們的成員保證在任何地
點為客戶提供同樣的高品質和
客制化服務 。 

130      國家

我們的稅務專業團隊已做好准備與您
共同探討適用於您的美國稅法條文和
法規。面對條文、法規不斷變化的美
國稅務系統，我們團隊致力於及時使
您了解到與您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
法規。 聯繫我們： 

Alejandro Gravier, 註冊會計師 
合夥人

郵箱: agravier@hlbgravier.com

鄭平川, 註冊會計師
審計專家

 郵箱:  
chinaglobalservices@hlbgravier.com 
電話: 1 3305 446-3022 or 1 305 
913-3710
傳真: 1 305 446 6319

劉瑜琳，註冊會計師

審計專家

郵箱:  
chinaglobalservices@hlbgravier.com 
電話: 1 305 446-3022 or 1 305 
913-3710
傳真: 1 305 446 6319

員工

辦公室

mailto:YHan@HLBGravier.com
mailto:YHan@HLBGravier.com


英國、丹麥、荷蘭、瑞典、意大
利，波蘭和澳大利亞的HLB 成員
支持硅谷的S＆P500 強企業。 

HLB成員致力 於在全球范圍內滿足客
戶的跨國需求，在廣泛的領域和行業
內為客戶提供經驗豐富的解決方案。

德國、法國、英國、俄羅斯、日本、中國和美國的HLB 成員為
一家全球私有的航空航天業公司提供咨詢服務，其中包括國際
稅務、企業重組、法律、並購和交易咨詢。

比利時、瑞典、瑞士、奧地利和西
班牙HLB成員為一個在布魯塞爾泛
歐交易所上市的生產多功能泡沫的
跨國巨頭公司執行審計服務。

來自西歐、東歐、中亞和亞太地區9個國家
的HLB成員為一家總部在莫斯科的公司下屬
的二十多家子公司提供審計服務。該公司是
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世界領先礦業和金
屬公司。

歐洲、非洲、北美、亞太和中東
地區20 多個國家的HLB 成員為
一家緊急救護產品的全球巨頭私
有公司提供會計，稅務和咨詢服
務。

美國、荷蘭、西班牙、德國和日
本的HLB成員為好萊塢制作的電
影和國際發行產品提供審計服
務。

免責聲明：HLB 國際是由獨立的專業會計師事務所和商業顧問組成的一個全球性網絡。每一個成員都是一個獨立的法律實體。因此對任何其他成員
的作為或不作為不承擔任何責任。 HLB 國際有限公司由英國一家擔保有限公司負責協調 HLB 國際網絡的國際活動，並不監督或管理提供給客戶的
專業服務。因此，HLB 國際有限公司對網絡中的任何成員不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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