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search on Brazilian Taxation of FPSO’s Life-Cycle 

Based on Repetro 

Xue Jinyan1, Liu Yingtao2, Tong Jinzhe1, Li Lianying1 
1 CNOOC Energy Technology & Services-Oil Production Services Co., 5th Boundary District, Tanggu Donggu Petroleum 

New Village, Binhai New District, Tianjin, China. 
2 Consulting Center of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Kaikang Hai Oil Building, Anzhen Xili,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ABSTRACT 

As for international FPSO Operators, Brazil is a country which have important market of FPSO leasing and 

service. However, the high taxation in Brazil makes FPSO operators difficult to enter into the Brazilian market. 

In order to attract overseas investment, the Brazil government makes some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to encourage 

the enterprises to apply in order to help them to save tax. FPSO operators can apply the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of Repetro. On August 18th. 2017, the Brazil government extended the Repetro, which expires in 2019, to 2040. 

This is a good news to overseas enterprises entering into Brazilian market. Based on the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of Repetro,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Brazilian taxation involving in each stage of FPSO’s life cycle to achieve 

the lowest tax cost of overseas enterprises operating FPSO in Brazil and is as reference for the tax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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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国际专业FPSO 巴西是个重要的，运营商来说 FPSO 然而巴西的高税负让很多，租赁服务市场 FPS

O 可帮，巴西的税法中允许企业申请一些特殊优惠制度，为了招商引资。运营商徘徊于巴西市场门外

针对油气行业可申请采用，助企业节约税务成本 Repetro 特殊优惠制度， 2017年8月18日巴西把油气工

业将于2019年到期的Repetro特殊优惠制度延长到了2040 这对境外企业进入巴西油气市场是个利好，年

本文基于巴西。消息 Repetro 对，特殊优惠制度 FPSO全寿命期的各个环节所涉及的巴西税费进行阐述

 ，以实现境外企业在巴西投资运营 FPSO 作为境外，的税务成本最优 FPSO运营商进入巴西市场的税务

筹划参考。  

关键词： FPSO ；巴西税务； Repetro 特殊优惠制度；  
  

1. 引言 

且石油资源主要，巴西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资源国

从全。其深层盐下油田的资源潜力巨大，集中在海上

中南美洲地区石，球各地区已经探明的原油储量来看

油探明储量占全球总量的19.2% ，这，居于全球第二

同时也吸引着专业，不仅吸引着国际石油公司的关注

FPSO 运营商的加入。  

挪威市场咨询机构Rystad 

Energy 全球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表示（ FPSO ）市场

至，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巴西 2020 巴西还将签约，年 7艘

FPSO ，从而将该国 2019年至2020年的FPSO总数推高

可以说巴西是当今全球。至全球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最大的FPSO 并且过去更，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市场

青睐于拥有和经营FPSO的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简称巴

国油， Petrobras) 其中最具代，开始倾向选择租赁方式

表性的是Libra 目前巴国油自建和租赁比例。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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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0% ，对于，因此，且租赁比例将逐步加大 FPSO运

这是一个必须拿下的地方，营商来说。  

根据知名网站，巴西的税负很高，然而众所周知
Business 

Insider列出了27个总税率超过50% 巴西以总，的国家

税率69% 进，研究巴西税务，因此，排名全球第七位

是境外，降低税务成本，行合理税务筹划 FPSO运营商

的首要工作进入巴西市场。  

本文仅探讨FPSO 不涉及巴国，运营商的巴西税费

油的税费。  

2. 巴西税务介绍 

州和市三个不同的层级、巴西的税种可分为联邦

，下面分别对这三个层级的税种进行简单介绍。   

2.1. 联邦税 

2.1.1 企业所得税IRPJ及利润贡献税CSLL 

巴西的企业所得税分为企业所得税IRPJ和利润贡

献税CSLL ，在巴西注册成立的，即）是针对居民企业

非居民企业仅就其通过居，就其全球所得纳税（企业

住在巴西的代理人/授权代表或境内分支机构从事特定

若相关交易最终由非居，销售活动所取得的所得纳税

民企业在境外完成则无需在巴西缴税。  

企业所得税税率为低于24万雷亚尔的部分税率为1

5% ，超出 24万雷亚尔的部分税率为25% ；利润贡献税

为一般企业的CSLL为9% ，税率，对于金融机构来说

为15%。 

推定利润法和简易征、计税方法包括实际利润法

巴西企业每一纳税年度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收法

不宜，推算利润法和简易计税法限制较多，然而，择

实际利润法的。故此处仅考虑实际利润法，广泛采用

计税基础和中国企业所得税的计税基础基本是一致的

 ， 应纳所得额 =企业的会计利润-

免税收入+ 不可抵扣所得税的费用。  

适用。一个公历年为一个纳税期间，通常 “实际利

润法” 如果。的纳税人可以选择以一个季度为纳税期间

年末，其需要按月进行预缴，以年度申报企业所得税

则要求按季度进行评，如果以季度为纳税期间；清缴

估和缴纳税款。  

税务亏损可以无限期向以后年度，对于弥补亏损

然而企业只可，巴西税法未对其时限进行限制，结转

适用其累积亏损来抵扣当年应税利润的30%。 

2.1.2收入税PIS&COFINS 

主要是针对当企，收入税是巴西比较普遍的税种

业产生收入以及进口清关时需缴纳收入税。  

计税方法分为不可抵扣的累计制和可抵扣的非累

，计算方法通常取决于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机制，计制

企业的业务和产品类型也可能会影响该税的计算方法

 。采用不可抵扣的累计制的税率分别为 0.65%和3%；

采用可抵扣的非累计制的税率分别为1.65%和7.6%，

未用完的进项，企业可用进项税抵扣应缴纳的销项税

进口清关时；税抵扣额可结转至下月， PIS&COFINS

的税率一般分别为2.1%和9.65% ，可进项税额抵扣。  

税基，税基是含税的总收入 =企业每月的含税总

收入-工业产品税IPI-代扣代缴的州增值税ICMS_ST-

如永，含税总收入不包括免税项目收入。退货等金额

股息收入以及金融收、出口收入、久性资产销售收入

益。  

在非累计制下的收入税与中国增值税均可进项抵

中国增值，收入税属于价内税，然而不同之处是，扣

税是属于价外税。  

2.1.3工业产品税IPI 

是产品从生产商出，工业产品税亦称联邦增值税

以及进口商在巴西国内首次，货和进口商进口时缴纳

对于批发商和零售商从生产商，销售时缴纳 /进口商采

纳税人。再出售时则一般不需要缴纳工业产品税，购

中间费用和包装材料、可以就制造过程中的采购原料

进口清关产生的工业；等申请工业产品税进项税抵扣

也可以抵扣产品税。  

工业产品税税率为0%-

50% ，具体税率是根据南共体通用海关编码（ NCM）

以及IPI 税率表（ TIPI ）而定。  

工业，在进口清关环节，对于工业产品税的税基

产品税的税基是到岸价CIF+ 在巴西国内销售环；关税

工业产品税的税基为产品的制造价值，节。  

均为，工业产品税和中国增值税的计税方法类似

且可做进项抵扣，价外税。  

2.1.4关税II 

其税率，企业或个人从国外进口货物时缴纳关税

为0%-35% ，具体查询巴西关税税率表。  

税基为货物的到岸价CIF。 

2.1.5预提所得税IRRF 

包含在价款之，预提所得税是针对境外实体征收

境外实体通常可就预提所得税在其居民国进行抵。内

境外实体在巴西缴纳的预提所得税可，也就是说，扣

如企业所在国，在其所在国缴纳企业所得税予以抵扣

属于避税国家/ 则此，无需就来自境外所得缴税，地区

部分预提所得税也就无法抵扣。  

对非居民企业支出所产生的预提所得税针对以下

三种情况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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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向非居民企业分配的股息无需缴纳预提所得税，股息

； 

b. 

向非居民企业支付利息需按照，通常情况下，利息 15

% 除非根据税收协定适用优惠，税率缴纳预提所得税

若取得利息收入的非居民企业注册在避税国家；税率 /

则适用，地区 25% 税率。  

c. 

向非居民企业支付特许权使用费需按，特许权使用费

照15% 除非根据税收协定适用，税率缴纳预提所得税

若取得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的非居民企业注；优惠税率

册在避税国家/ 则适用，地区 25% 特许权使用费；税率

技术服务费比照特许权使，包含技术服务费的情况下

用费缴纳预提所得税。  

2.2 州税 

州税中主要涉及州增值税ICMS ，是针对进口商品

 、城际、商品流通以及提供通信 /州际交通服务时缴纳

就需要征收，只要商品发生流通，简单来说。的税种

州增值税。  

州增值税的税基为纳税人取得的包，在流通环节

每，对于税率，即含税收入，括州增值税的全部价款

州内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个州都有自己的规定 ICMS

税率为17%-

19% ；也就是当产品从一个州销售转移到，跨州税率

通常适用，另一个州时的税率 12% ，涉及进口货物的

州际交易通常适用4%。  

州增值税的税基，在进口环节 = （到岸价 CIF+关

税II+工业产品税IPI+收入税PIS&COFINS+ 清关费用）

/（1- 州增值税税率。）  

且，商品流通收税州增值税和中国增值税均针对

即仅就增，所取得的进项税额均可用来抵扣销项税额

州增值税属于价内税，然而不同之处是，值部分缴税

的计税方法。   

2.3 市税 

市税中主要涉及服务税ISS ，企业提供服务时需缴

但是不包括征收州增值税的通信服务和州，纳服务税

对于境外；际及城市间的交通运输服务以及干租业务

服务提供方在巴西境内提供的服务以及虽在巴西境外

提供但其服务成果在巴西境内的服务应予征收服务税

。 

，属于价内税，服务税类似于中国以前的营业税

税率为，其税基为含税服务价格，不可进项抵扣 2%-

5% ，具体税率取决于提供的具体服务及所在城市。  

3. 适用Repetro特殊优惠制度的三重业务

架构 

，巴西的税法中允许企业申请一些特殊优惠制度

针对油气行业可申请采用，可帮助企业节约税务成本

Repetro 特殊优惠制度。 2017年8月18日巴西把油气工

业将于2019年到期的Repetro特殊优惠制度延长到了20

40 这对境外企业进入巴西油气市场是个利好消息，年

。 

必须要满足一定投资架，然而欲采用该优惠税制

三重业务架构的投资架构，基于此。构作为前提条件

并且可以适用，便被很多巴西的油气行业公司采用 Re

petro 特殊优惠制度。  

巴国油） Petrobras （

的FPSO 也，将资产租赁与操维服务分开，招标合同中

巴国油与，就是说 FPSO 运营商分别签订租赁协议（ C

harter Agreement ）和服务协议（ Service 

Agreement）, 因此， FPSO运营商可以采用三重业务架

在巴西境外设立一家租赁公司，即，构进行税务筹划

将FPSO 在巴西境内设立一家服，此外，租赁给巴国油

此种模式可以适用。为巴国油提供服务，务公司 Repet

ro 如下图，特殊优惠制度 1 所示。  

 
Fig. 1. 三重业务架构的投资架构图 

4. 基于Repetro特殊优惠制度的巴西税务

成本分析 

基于Repetro 分析，特殊优惠制度 FPSO全寿命期

 （即 FPSO （进口巴西开始至租赁期间以及租赁期结束

所涉及的巴西税务成本。  

4.1 巴西进口环节税费 

巴国油从巴西境外企业租赁FPSO ，则 FPSO进口

如下表，所涉及的税费进行梳理 1 所示。  

Table 1. FPSO巴西进口环节税费表 

层级 税种 税基 税率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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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税 关税II CIF 
暂缓征收此

税；  
 

联邦税 
收入税PI

S&COFI

NS 

CIF 
暂缓征收此

税；  
 

联邦税 
工业产品

税IPI 
CIF+II 

暂缓征收此

税；  
 

州税 
州增值税

ICMS 

(CIF+II+IPI+

PIS&COFINS

+清关费用)/

（1-

ICMS 税率）  

从巴西境外

租赁FPSO用

州，于生产

增值税税率3

%或7.5%； 

租，租赁期间

赁业务无需缴

，纳州增值税

则此部分进项

税额转出计入

投资成本；  

4.2 租赁服务期间的巴西税费 

分别对租赁链条和服务链条下所涉及的巴西税务

如下表，成本进行梳理 2 所示。  

Table 2. 三重业务架构下的巴西税费表 

租赁链条 服务链条 

租赁公司在巴西境外 服务公司在巴西境内 

关

系 

层

级 

税

种 

税

率 
说明 

关

系 

层

级 

税

种 

税

率 
说明 

承

租

方-

出

租

方 

联

邦

税 

IR
R

F 

1
5

% 

超出最高租

赁比部分缴

纳；  

接

收

方-

提

供

方 

市

税 
ISS 

2

%-

5
% 

进项税，属于价内税

额不可抵扣；  

    
 

 
  

接

收

方-

提

供

方 

联

邦

税 

PIS

& 

CO
FIN

S 

9.

25
% 

在非累，属于价内税

进项税额可，计制下

抵扣；  

    
 

 
  

接

收

方-

提

供

方 

联

邦

税 

IRP
J& 

CS

LL 

34

% 
企业所得税；  

     

服

务

公

司-

股

东

公

司 

联

邦

税 

IR

RF 

0

% 
股息IRRF为0%； 

 

当关联方企业之间同时签订，根据巴西税法规定

如果带有，石油天然气开采的租赁协议与服务协议时

浮式生产系统以及/或带有仓储和平台的船舶租赁收入

占租赁和服务总收入比例不超过70%（2018年1月1日

以前该比例是85% ，）则租赁协议和服务协议将被视

这将对是否缴纳预提所得税产生影响。为一个协议，  

巴西税法规定， 70%比例以内部分的租赁收入无需缴

纳15% 计。超过部分缴纳预提所得税，的预提所得税

算公式如下：  

当期缴纳的预提所得税额=当期超出最高租赁比

的比例/最高租赁比×当期租赁收入× 预提所得税率。  

4.3租赁期末的巴西税费 

如在巴西变卖，租赁期末 FPSO需缴纳暂缓征收的

如下表，税费缴纳进口环节税费以及所获得的利润 3所

示。  

 

 

Table 3. 租赁期末所涉及的巴西税费表 

层级 税种 税基 税率 说明 

联邦税 关税II 期末资产公允价值 0-10% 具体查询巴西关税税率表；  

联邦税 收入税PIS&COFINS 期末资产公允价值 2.1%和9.65%  

联邦税 工业产品税IPI 期末资产公允价值+关税 0%-15% 根据南共体通用海关编码（ NCM ）以及 IPI 税率表（ TIPI ）而定；  

州税 州增值税ICMS 
期末资产公允价值/（1-

州增值税率）  
里约热内卢16% 属于价内税；  

联邦税 企业所得税IRPJ及利润贡献税CSLL 
Max(期末资产公允价值-

期末账面价值， 0) 
25% 变卖资产所得缴纳巴西所得税；  

5. 结论 

对于境外FPSO 进入巴西市场的首要，运营商来说

，充分了解和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工作就是税务筹划

对项目成败至关重要，降低税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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