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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评论
金融机构——税务实际执行与
法规相抵触及境外税收抵免？
概述
不同税收管辖区对于国际和境外税收抵免的规定大相径庭，包括属地征税制度
（甚少考虑在其他税收管辖区内的纳税情况）以及全球征税制度。在全球征税制
度下, 如符合某些条件(例如只有根据当地税法而缴付的税款才予抵免, 被视为
“自愿缴纳”的境外税款不予抵免), 境外缴纳的稅款可抵免当地稅款。
在当今经济形势下，税务机关正积极探索各种方式以提高税收，越来越关注全球
金融机构有否在其所在地缴纳公平的税款，以及其境外税收抵免是否合理。这会
使纳税人面临巨大挑战，对于亚太地区的纳税人而言尤其如此，因为该地区的税
法存在不确定性且不断迅速演变，税务机关对于税法的解读和执行存在不一致的
情况。
在很多情况下，税务机关就其内部观点进行税务评估，纳税人因而提出上诉；双
方为了避免诉诸法院, 会选择商议稍低的税额以结算。这样，纳税人便能避免费
用高昂、旷日持久的法律纠纷，并能缓和与税务机关的关系。然而，尽管纳税人
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上缴税款，但由于申诉未由法庭裁决，与税务机关协定
缴纳的税款可能会被视为“自愿纳税”。此外，有些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商定按照
某基础缴纳税款，而这实际上有悖于一般税法解释。以上对于在亚太范围绝大多
数地区经营的纳税人来说都是一项挑战，而本文重点关注在香港1的相关问题。
香港税务实际执行与法规的不同之处
正如亚洲其他众多税收管辖区一样，香港与英美等西方税收地区的税收方式有所
不同。虽然香港属于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其税法《税务条例》是以历史悠久（约
十九世纪）的英国法律为基础，相对简略，印刷本不超过一英寸厚。如此简略的
法规必然存在不明确之处，其中部分不明确之处由判例法填补，部分则由香港税
务局（IRD）指引补充。然而，有趣的是，某些纳税人的实际处理方法与税法(按
照一般解读)存在分歧，有些则有悖于香港税务局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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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情况中，香港税务局可能会明确认可纳税人的处理方法，或者可能不提出质疑; 这或许是因为此等税务处理方法令纳
税人和香港税务局互惠互利, 甚至可能带来超额征税，而非征收不足。这可能只是简答且相对稳定的税制产生的附带产品，
目的是获得可接受的结果。下文将列举并讨论一些税务处理方法与法规或税务局指南存在分歧的例子。

Nice Cheer Investment——以公允价值或是否实现为基础
香港终审法院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就 Nice Cheer Investment v.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FACV 23/2012
一案作出判决，裁定证券公允价值会计中的未实现收益无须纳税，但相应的未实现亏损获得扣除。香港税务局降低此裁决
的重要性，认定其影响仅限于本案的特定案情，但同时宣布会尊重此裁决。一些从业者欢迎此裁决, 使其一直视为正确的法
律解读得以澄清。然而，对于很多纳税人而言，尤其是银行和证券公司，此裁决意味着税法就证券公允价值会计损益的征
税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对称征税变成非对称征税。
从技术角度看，非对称征税的做法普遍有利于纳税人。这样的改变实际上意味着纳税人能够尽早确认税务亏损, 用以抵免将
来的应税利润; 同时, 确认应税利润则基于利润实现原则。然而，从实际操作层面看，此裁决造成了一个潜在的问题，纳税
人为了采用非对称征税, 需要调整內部系統和税务流程。
此问题的解决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实际。香港税务局会尊重终审法院作出的裁决，并接受纳税人依据此裁决进行纳税申报，
但同时也允许纳税人在公允价值损益对称征税的基准上进行纳税申报。一些纳税人选择按后者进行纳税申报，可能会将本
应在未来纳税的利润转移至当期而加快税收，这或可增加香港整体的税收总额。

证券交易和经纪利润及亏损来源——境內或境外
香港税制仅针对在香港产生的利润课税，这使得利润来源成为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必须根据每个案的本身事实情况而定。
自从香港终审法院在 2007 年就 ING Baring Securities (Hong Kong) Limited v.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FACV No. 19（以下简称“ING Barings”）一案判决纳税人胜诉，则为确立在香港以外的证券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所得佣
金收入及贸易利润应视为海外利润提供了香港最高法院的权威依据；且此观点在香港税务局指引2中也有所表明。但有部份
银行及证券公司仍继续以上述利润的全部或部分来源于香港为依据填报纳税申报表（相应扣除赚取这些利润所产生的费
用）。正如包致金法官在 ING Barings 一案中的陈述：利润来源存在“主张不同合理观点的空间”，因此有论据去支持利
润来源自香港的观点。例如：采用作业验证法及考虑在香港筹集的资金来论证产生利润的贸易活动并不完全位于香港以
外。虽然有这些论据，但是技术层面仍倾向于归纳这些利润源自海外。如果纳税人企业有盈利，以利润源自香港作为课税
依据可能会增加税款。

香港公司合并规则——亏损处理
众所周知，以香港为基地的银行分支机构、子公司或证券公司一般均存在结转亏损。造成此类亏损的原因很多，如受 2007
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几年经济形势的影响，经纪佣金收入的整体下降，贸易营商环境苛刻而成本并未下降甚至有所上
升，以及转让定价政策而造成亏损加剧(虽然转让定价政策是按照经合组织标准, 但是可能不太过用于亏损企业)。
2014 年，香港出台新规，允许不需通过法院进行公司合并。起初纳税人以为这新规是一大福利, 能通过合并多间子公司而
降低成本和运用结转亏损；然而，在缺乏相关税法的前提下，香港税务局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发布了针对不需通过法院
进行公司合并的税务指引（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更新）3。该指引要求在将亏损结转至新的公司之前，须满足（几乎不可
能满足的）非常严格的条件。相关法律的空缺即意味着，目前对于如何处理不需通过法院进行公司合并情形下的亏损还没
有明确答案，但可以合理地税, 目前香港税务界別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沒有出乎意料之外，在各种可能的观点中, 香港税
务局指引中的处理方法（已被一些纳税人采用的）是最不利于纳税人的。该处理方法或会导致公司无法利用亏损结转，甚
至造成缴纳的税款超过香港税法要求的情况。
观点
随着各税务机关之间信息披露水平不断提高、交流日渐密切，对纳税人税务事项的稽核日趋严格，纳税人可能会详细复核
所缴税款是否均为法律所规定，或是否已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这可能会造成下列影响：


识别境外税收抵免的风险，以及通过改变在香港或母公司所在地的纳税申报依据以应对此类风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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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纳税申报方法，使其在符合香港税法规定的同时对纳税人更有利，从而減低在香港缴纳的稅款。

由于以上强调的问题并非仅出现在香港，纳税人也可能希望把其纳税申报方法與亚太区内的适用税法作出比较。
以上提及的问题是否会对公司造成影响最终将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包括：母公司所在地的国际及国外税收抵免规定、母
公司的税务概况及其香港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的纳税申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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