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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税务
有关佣金收入来源法则，法庭重申 ING Baring 案中之判决
2011 年 4 月 18 日，香港原讼法庭就案件：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v Li &
Fung (Trading) Limited HCIA 3/2010 作出判决。Li & Fung (Trading) Limited（以下
简称“LFT”）（即纳税人）在该案中胜诉，该判决亦确认税务上诉委员会较早前裁定
由外地供应商向 LFT 供货，LFT 从中取得佣金，由于相关收入来源自海外地区，因
此无须课缴香港利得税。
香港采用地方税制，据此只有在香港产生或取得的利润才须课缴利得税。有关指引
法则对来源的定义清晰，即有关纳税人赚取有关利润的活动和所在地。简单而言，
纳税人必须确定制造相关利润的活动，以及相关活动进行的所在地。虽然该原则看
似简单，可是在个别案件的实际应用上，仍然不时在税务局和纳税人之间引起争
议。有关争议是在所有业务营运活动当中，很难客观认定产生利润的活动。再者，
税务局和纳税人一般来说都未能对此达成共识，而最后也须要把案件呈交法庭审
议。
实务上，在 ING Baring 案件（2007 年终审法院案件）从前，利润来源的判定是由
简单的协议訂定测试，演变为採用“整体事实”的验证方法。整体事实的验证方法一般
被评为难以处理，而且其验证结果有时候会违反香港地方税制的原则，有可能削弱
香港税制作为离岸税务体系的竞争力（参见：德勤税务分析 H10/2007；出版日期
2007 年 10 月 31 日）。
香港税务局一直沿用整体事实验证方法以决定利润来源，终审法院在 ING Baring 案
的判决标志着该验证方法在断定来源地的应用有所改变。终审法院的判决强调必须
确定纳税人产生或取得收入的交易－即导致赚取利润的实际成因，而非其他在该等
业务中先前或次要的活动－的所在地。
原讼庭在 LFT 一案的判决符合 ING Baring 案的来源地法则。
案例背景
LFT 在香港营运业务，为海外客户提供服务。根据 LFT（代理人）和其客户（委托
人）的代理协议，LFT 提供的服务包括：代表委托人寻找供应商进行生产并（在得
到委托人事前书面授权后）向海外供应商下订单、对供应商生产的商品进行品质监
控、安排商品运输、协助委托人对供应商作出可能的商品相关的索偿、向委托人提
供有关供应商所在地之市场发展的最新资讯、以及代委托人签署或加签合约／订货
单／承诺书。
LFT 与其海外联系机构有服务协议。实际上，以上所述的 LFT 服务，大部分都是由
LFT 在香港以外地区的海外联系机构所进行。

LFT 把商品送达客户以后，其所收的佣金相等于客户最终出口销售离岸价总值的 6%（以下简称“6%佣金收入”）。LFT
支付其提供服务的海外联系机构之费用为客户最终出口销售离岸价总值的 4%（以下简称“4%服务费用”）。
供应商、客户和 LFT 均为独立个体。下图概述该案件的重要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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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
税务局对 LFT 从海外客户赚取的佣金评税，该等服务为 LFT 在海外的联系机构所提供。LFT 认为 6%佣金收入为海外收
入，无须课缴香港利得税。LFT 反对税务局的评税结果，因此就税务法律责任之争议向税务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税务局的论点
税务局在税务上诉委员会聆讯中反驳，其实 LFT 是从事“供应链管理业务”，所得佣金收入为客户出口销售的 6%，同时
支付其海外联系机构服务费用 4%。另外，税务局局长指出该等海外联系机构为 LFT 所聘用的承判商。LFT 赚取的
2%，为 LFT 管理层的个别活动和其联系机构从 LFT 的香港总部所得之差额。因此该佣金收入来源地为香港，需要课
税。
税务上诉委员会的判决
税务上诉委员会否定税务局局长所言，强调在决定佣金收入来源时，重点是“确定 LFT 获利交易的地理位置，并将该等
交易与其先前或次要的活动分开考虑。”
税务上诉委员会裁定 LFT 是“收取佣金的代理人”，聘用期海外联系机构作代理（并非承判商）为 LFT 向客户提供代理服
务。LFT 的所得利润为其联系机构按照 LFT 指示在海外进行业务所得。因此，佣金收入并非来自香港，无须课税。
税务局局长新论点
税务局局长不满税务上诉委员会的判决，并将案件提交原讼法庭。税务局在原讼法庭聆讯时稍微更改其论点，不再坚持
LFT 在香港经营供应链管理业务，转移辩称 LFT 与其客户协议中有关的代理服务，不能只由 LFT 海外联系机构独立提
供。香港 LFT 管理及监督其海外联系机构，这也是产生佣金收入的重要因素。LFT 的佣金收入为向客户收取的 6%，是
从香港与海外的活动中产生的利润，因此必须分摊课税。税务局局长指出应分摊该 6%的佣金，当中 4%为 LFT 联系机
构从海外的活动所得，而 2%为 LFT 从香港的活动所得。
原讼法庭的判决
原讼庭法官裁定税务上诉委员会的裁决与分析均为正确。法官指出税务上诉委员会正确跟随终审法院案例 ING Baring 的
原则，即确认产生相关毛利的活动。原讼庭同意税务上诉委员会所指，LFT 的海外联系机构代表 LFT 协助其客户向海外

供应商下订单，监督供应商的商品生产以符合 LFT 客户的要求，并安排运输，把商品从供应商运往 LFT 客户。如果没
有上述由 LFT 透过其海外联系机构进行的采购和代理活动，LFT 不可能赚取该 6%的佣金收入。上述一切活动均在香港
以外地区进行。
法官在颁下原讼庭判决时表示，LFT 事实上是负责在香港管理和监督支持其海外联系机构，可是这都是“先前活动”，虽
然“这是［LFT］的业务营运和盈利的必需商业活动…并没有提供法律测试以断定利润来源地”。法官不同意税务局在原讼
庭的论点，并裁定自海外客户下订单所得的 6%佣金收入属于 LFT 透过非香港的联系机构所得的海外收入，无须课缴香
港利得税，也没有分摊该利润的基础。
我们的意见
继 ING Baring 案后，税务局尝试限制其适用范围，指出案例法则仅适用于证券经纪业务。虽然原讼法庭就 LFT 一案的
裁决并没有就利润来源地订立任何新原则，可是值得注意的是，税务上诉委员会和原诉庭均一致采纳 ING Baring 案例所
定的原则，并应用于非证券经纪业务的相关案件。任何先前或次要的活动，包括仅是监察、监督或决策的活动（一般称
为“制导类比 (brain analogy)”），一般都不被视为断定利润来源的相关考虑因素。
虽然管理及决策是在香港进行，只要纳税人是透过提供服务以赚取收入，而该服务（或部分服务）是在香港以外地方进
行的话，LFT 的案例对该等人士攸关重要。为了更好地准备有机会在将来解释相关服务费收入为海外收入而无须课缴利
得税，纳税人需要谨慎地计划和实施交易，并需要以批判的角度复核其现有的营运模式，包括与其服务提供者的合约关
系。
最后，原讼庭的判决有另一值得注意的事情。税务上诉委员会从聆讯到对案件作出判决，花了三年半的时间，法官指出
并认为该延误实在难以接受。刚巧在 2010 年的原诉庭判决案件（Yue Yuen Marketing Co. Ltd. and Others v CIR）
中，原诉法庭批评税务局过度延误回应纳税人之反驳。有鉴于上述两案中法庭对延误处理反驳和上诉的批评（分别针对
税务局和税务上诉委员会），我们推测税务局可能会收紧相关制度，并对处理纳税人准备所需支持文件以申明或反驳其
税务立场的延期申请更为严谨。假如没有足够资料和文件，税务局将一律反对纳税人的申请。因此，纳税人更需要保存
充足和适当的文件，以备在需要时提交予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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