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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一家管理得當的公司會持續審視自己的“商業模式”，藉由評估自身運營情況進行適當地改善。
這些公司會定期評估其他商業模式是否具有可行性。優化商業模式可能僅需要改變或改進目前模
式中部分元素，例如在供應鏈中添加新的步驟；也可能涉及改變整體運營模式的重大轉型。若企
業忽視了上述定期評估的重要性，可能會導致企業暴露在不必要的風險下或是錯失發展的良機。
企業運營方式的根本性轉變通常可歸因於外部因素，包括法規變更、技術及通信發展、以及市場
條件（如客戶所在地及構成、原材料來源、勞動力及融資渠道）的變化。以下兩種商業模式的轉
換即是起因於過去15年來在技術、通信、交通和物流方面的進步：
•• 將企業重要的運營流程交由海外的分支機構處理或改由外包的方式進行：在印度設立醫療保險
公司的理賠申請中心、在亞洲進行代工生產、在印度或是中歐進行納稅申報準備、及在生產成
本低廉的國家設立採購中心。
•• 主體公司商業模式的建立︰這是一個可以提升生產力、經濟規模及效率，並同時減少營業成本
及運營資金的模式。運營主體公司通常委託位於勞力成本低廉的新興國家的來料或進料加工企
業製造貨物，這些加工完成的貨物將會由各國的佣金型經銷商或有限風險經銷商銷售給當地客
戶。
在商業模式轉換的過程中需要考慮諸多因素。企業所有相關部門都需要衡量商業模式改變對於各
自部門的實際影響。毋庸置疑，稅務是重要考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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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商業模式」- 稅務的重要性何在？
即使您對商業模式僅稍作改進，稅務也是必須考慮的因素：至少您需要先確認這一改變可能帶來
的稅務影響，以避免在今後實施過程中遭遇未預見的難題；同時也能讓您充分把握稅務方面的潛
在機會及優勢。
如果您計劃從根本上改變經營模式，稅務考慮更是不可或缺。此類模式轉換或企業轉型通常包括
以下幾項工作流程：
•• 商業轉型調整，如設計新的供應鏈；
•• 信息技術重新配置以保證系統能夠支持新的流程；
•• 人力資源配置以有效管理人員和設備的流動；及
•• 法律、金融以及稅務架構籌劃重組，藉由有效的策略確保轉型價值的留存。
我們從許多商業模式優化項目中積累的經驗獲知，最佳方案就是自始就將稅務要素納入考量。同
時稅務部門也應在負責籌劃及管理轉型的委員會中盡其責、出其力。一項未預見的稅費支出可能
會破壞原本具有成本效益的籌劃；相反地，模式改進後所節省的稅費卻可以抵消不少商業轉型先
期的成本。
着手進行商業模式轉型需要設定縝密的步驟，這些具體步驟的設定則取決於商業模式的轉換是在
現有基礎上略作改進，還是全面的更新和設計。
案例研究1：對現有商業模式稍作改進
您總有機會通過對供應鏈小幅更改以達到提升獲利能力的目的，某些更改是在您從事的行業中常
見的做法，而另一些則只適用於您自身獨特的情況。以下案例描述了一個中國製造商如何在其供
應鏈中增加了一個步驟，從而在出口商品至部分國家時節省了大量的關稅支出。
許多公司都採用如第3頁圖1中圖所示的商業模式：製造商把商品銷售給作為中間商的關聯公司，
中間商再銷售給經銷商，但商品則是直接從製造商運送至經銷商。採用這種商業模式的一個主要
原因是為了集中開立發票和集中現金流以便管理，所有製造商都開票給中間商並且向中間商收取
貨款，中間商開票給所有經銷商並向經銷商收取貨款。基於轉讓定價的考慮，中間商一般需要加
價出售其購入的商品，以便彌補其產生的成本並獲取相應的利潤。但這樣做會導致經銷商被課征
的關稅以中間商加價後的價格（價格2）為計稅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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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ryanchang@deloitte.com.hk

許德仁
合伙人 - 國際稅收服務
電話：+86 21 6141 1498
電子郵件：lkhaw@deloitte.com.cn

展佩佩
合伙人 - 間接稅服務
電話：+86 21 6141 1218
電子郵件：sachin@deloitte.com.cn

郭心潔
合伙人 - 轉讓定價服務
電話：+86 21 6141 1308
電子郵件：eunicekuo@deloitte.com.cn

地區聯系人：
華北地區
陳薇
合伙人
電話：+86 10 8520 7528
電子郵件：weichen@deloitte.com.cn

華東地區
郭心潔
合伙人
電話：+86 21 6141 1308
電子郵件：eunicekuo@deloitte.com.cn

華南地區 - 中國大陸
李旭升
合伙人
電話：+86 755 3353 8113
電子郵件：vicli@deloitte.com.cn

華南地區 - 香港特別行政區
王應得
合伙人
電話：+852 2852 1004
電子郵件：phiwong@deloitte.com.hk

請到訪www.deloitte.com/cn而獲得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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