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爱尔兰投资

Smart decisions. Lasting value.

www.crowe.ie

 

Hello!

随着2014年英国爱尔兰互通签证体系的实施，中国
公民持有任一一国签证可以同时访问爱尔兰和英国
两国，使得爱尔兰的中国游客数量得到大幅增长。
此外，随着2018年6月爱尔兰和中国两地直航的开
通，爱尔兰旅游局预计，在未来的5-7年内中国游
客数量将成倍增长。

爱尔兰的亲商态度使公司能够迅速成立，并在良好
商业的环境中运作。IDA (爱尔兰投资发展局)做为
爱尔兰对内招商代理机构，为投资者提供宝贵支
持，与客户建立伙伴关系，确保客户在爱尔兰建立
的机构能够取得最大的成功。

这份简介将向您介绍爱尔兰作为投资地点为何具有
吸引力，并成为中国投资者的第五大欧洲市场的原
因。

Brian Geraghty, 合伙人
Diana Wang, 中国桌经理

投资爱尔兰的5个理由

经济
作为一个稳定、有竞争力的亲商国家，爱尔兰
是欧盟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在2017年福布斯
(Forbes)年度最佳商业国家名单中排名第四。

人力资源
爱尔兰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也是欧洲最年轻的国家之一，三分之一人口的
年龄分布在25岁以下。

以英语为母语
英国退欧后，爱尔兰将成为欧盟唯一一个以英
语为母语的国家；在此基础上，爱尔兰与美国
有着紧密的商业联系，许多美国跨国企业在爱
尔兰设立分公司并开展业务。

研究与开发
爱尔兰在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的127个国家中排名第10位，爱尔兰为
研究与开发项目提供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和政府
补助金，以及支持知识产权的制度。

税收制度
爱尔兰拥有专为投资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的极
具吸引力的税收系统，12.5%的企业所得税税
率几乎是世界最低的；爱尔兰同时具有世界上
最广泛的避免双重征税协议网络。世界银行集
团最新报告指明在欧盟国家中爱尔兰具有最有
利的营业税税率，爱尔兰也拥有世界上最优惠
的低税制环境。

2016年6月，当英国投票宣布退出欧盟后，爱尔兰，这个以英语为母语、欧元为计价的国家，成
为了国际化企业寻求在欧盟立足的重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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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的商业优势

年轻，高效率国际化人力资源
爱尔兰的劳动力工作效率高，能力强，适应性强。爱尔兰
的人口是欧洲最年轻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分布在25
岁以下，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表明，在25-34岁的爱尔兰人
中，52%拥有本科学历，这一数字比欧盟经合组织(OECD)
的其他22个成员国高出12%。

在IMD出版《2017年世界竞争力年鉴》中，爱尔兰劳动力
的生产率，劳动效率，劳动力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均排名第
一。按比例计算，爱尔兰的国际劳动力在欧洲排名第三，
其中15%是国际劳动力。

进入关键市场
爱尔兰位于美国、欧洲和亚太地区之间，是欧元区的核
心，也是通往世界其他地区的天然门户。英国退欧后，爱
尔兰将成为唯一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欧盟和欧元区成员
国，爱尔兰的欧盟成员国身份确保在爱尔兰成立的公司其
商品、人员和资本可在欧盟境内自由流动。

爱尔兰在电信和交通基础设施上的巨大投资实现了其对于
信息、物资和人员高效流通的承诺。爱尔兰拥有现代化的
公路和铁路系统以及发达的航空和港口网络，4个国际机
场、5个区域性机场以及广泛的港口设施确保了商品和服
务出口时的便捷和成本效益最优。

亲商环境
爱尔兰拥有现代、外向型、多元化的经济环境，并保持与
政府、企业和大学之间强有力的合作。在IMD《2017年世
界竞争力》(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2017)的标杆国家排
名中，爱尔兰被列为欧盟(EU)竞争力第二高的经济体，在
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中名列第六。许多信息和通讯技术、生
命科学、金融服务和博彩公司纷纷选择爱尔兰作为欧洲总
部。爱尔兰投资发展局IDA Ireland是国际投资者的合作伙
伴，为寻找欧洲投资落脚点的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强大的竞争力
爱尔兰是一个多元化充满活力的商业中心，为公司提供有
竞争力的运营成本和高质量的服务。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IMD) 2017年全球竞争力排行榜显示，爱尔兰在最具竞争力
的经商地排名中欧元区排名第二，全球排名第六。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的《外商直接投资(吸引
力排行榜》(toward 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显示，
爱尔兰吸引外国投资的能力在欧盟国家中排名前三。

在《福布斯2017年度最佳商业国家》排行榜中爱尔兰名列
第四，IBM发布的《2017年度全球地点趋势报告》(2017 
Global Locations Trends report) 将爱尔兰列为全球吸引优质
投资的最佳目的地。

投资移民政策(IIP)
爱尔兰的投资移民政策，允许非欧盟国家公民在爱尔兰进
行核准投资，投资者和直系亲属可同时获得爱尔兰居留
权。中国胡润研究院的2018年6月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今
年爱尔兰成了中国富豪移民中的黑马，这份研究报告基于
2018年3月至6月对224位平均财富2900万元的已移民、
正申请移民和考虑移民的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调研。报告表
明，爱尔兰在中国富豪移民中热度相较去年已跃升四位，
现仅次于美国与英国之后，成为第三个最受中国富豪青睐
的移民目的地。

税收制度
爱尔兰税收制度具有如下有利特征:

■ 爱尔兰企业营运收入所得税税率为12.5%，这是欧盟
地区最低的企业营运收入所得税税率之一

■ 在交易的前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需注意限制条款）

■ 广泛而有利的双重征税协定国家网络，目前已经和72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双重征税协定

■ 有利的总部和控股公司税收制度

■ 对外国股息实行有利的零税率(对符合条件的爱尔兰公
司从外国子公司获得的股息征收12.5%的税率，对已
缴纳的外国税款给予税收抵免)

支持研发的激励机制
爱尔兰通过有利的企业税收制度，支持整个创新研发周
期；以具体研发税收激励措施，积极促进公司参与研发活
动。以下措施可显著降低公司研发成本和税收:

“作为爱尔兰领先的专业服务公司，我们可为中国客

户提供保障和专业建议，以帮助客户最大限度地提升

投资回报.”

– Naoise Cosgrove, 管理合伙人, Crowe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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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开发
爱尔兰鼓励并保护企业技术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
自2009年以来，爱尔兰对于无形资产收购支出给予知识
产权税收优惠。

研发税收抵免
除了允许在计算营运收入应交税时使用降低至12.5%的税
率 外，爱尔兰还为符合资格的研发资本和收益性支出提供
25%的 税收抵免。税前扣除和税收抵免的有效百分比总
和高达37.5％ 。

补助金
在爱尔兰设立的海外公司可获得政府补助金。爱尔兰投
资发展局（IDA）计划拨款一千万欧元为企业在研发、培
训、就业和资本投资方面提供金融支持。爱尔兰的战略投
资基金(ISIF)和中国中投资本公司(中投资本)提供一千五百
万欧元支持中国与爱尔兰之间的投资项目。

知识发展盒
爱尔兰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个符合经合组织
（OECD）“修订国际税收”标准的“知识发展盒”。在
KDB制度下，在爱尔兰的纳税公司从爱尔兰的专利发明和
有版权的软件开发中获得的知识产权利润，适用于6.25%
的优惠税率。

爱尔兰-胜者之选
爱尔兰拥有许多世界领先的高性能公司，包括谷
歌、Facebook、英特尔、领英、Paypal、微软、eBay、辉
瑞和苹果。爱尔兰无疑是世界顶级公司的最佳选择：

■■ 世界排名前十的科技公司中，9家选择爱尔兰

■■ 世界排名前十的制药公司中已有9家在爱尔兰落户

■■ 世界顶级金融服务公司中有15家选择爱尔兰

■■ 排名全球前十的飞机租赁公司中9家落户爱尔兰

许多中国企业已经在爱尔兰建立了业务，其中包括海航集
团旗下Avolon飞机租赁公司在都柏林设立总部；中航下属
的中泽文化收购了100%爱尔兰证券经纪公司（Goodbody 
Stockbroker），交易金额达到1.5亿欧元；无锡药明生物
宣布在未来五年内投资3.25亿欧元在爱尔兰新建生产基
地，这是药明生物在中国境外投资建设的第一个生产基
地，也是中国制药行业首个大规模的海外建设新厂投资项
目。

中国桌竭诚为您服务
如果您有兴趣寻求在爱尔兰建立业务的机会，我们的中国
桌，旨在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与中国相关业务的所有方面的
支持。

该部门由来自中国并在爱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专业资深人
士Diana Wang管理，她会与我们的税务、审计和咨询部门
协调合作，为您提供所需的专家建议，以期实现您在爱尔
兰的投资回报最大化。

我们与Crowe Global和Crowe China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的
同事紧密合作，以确保为中国客户提供整合方便的服务。

我们提供广泛的服务，以支持客户在爱尔兰的投资和运
营，包括建议最好的公司结构和国际税务规划，帮助簿
记，工资，增值税，年度帐户，审计，养老金/雇员福
利，公司财务等等。

关于我们
Crowe是一家在爱尔兰业内处领先地位的会计和商业咨
询公司，拥有超过75年的经验，帮助跨国公司在爱尔
兰建立跟运营。

我们对爱尔兰商业环境有着无与伦比的深刻了解，在
审计、税务和商业咨询方面名扬爱尔兰。我们的客户
群包括从经营者自主管理的小型公司到跨国公司和一
些爱尔兰领先的国家企业，具备多样性特征。

我们是Crowe Global 成员所之一，Crowe Global是全球
十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在130个国家拥有超过200家
独立会计咨询服务事务所。 

Brian Geraghty
合伙人
邮箱：brian.geraghty@crowe.ie
电话: +353 1 448 2200

Diana Wang
中国桌经理
邮箱：diana.wang@crowe.ie
电话: +353 1 448 2234

brian.geraghty@crowe.ie

联系我们
Crowe Ireland
40 Mespil Road
Dublin 4, D04 C2N4
Ireland

电话: +353 1 448 2200
网址：wwwwww.cr.crowe.ieowe.ie

diana.wang@crowe.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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