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务评论 
 

“历史重演”——香港发布飞

机租赁条例草案 
 

2017 年 3 月 22 日，香港立法会对《2017 年税务（修订）（第 2 号）条例草

案》（《条例草案》）进行了首读。《条例草案》为飞机租赁活动提供税务优

惠，估计有助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根据《条例草案》的税收宽减条文，

飞机租赁净收入适用 1.65%的实际税率（与之对应的标准税率为 16.5%），飞机

租赁管理活动所产生的利润则适用 8.25%的税率。 

 

然而，犹如近期推出的一些税务优惠（如伊斯兰金融、现金归集/集团内部融

资、监管资本证券利息扣减），《条例草案》提出的优惠：1）适用范围受限，

2）缺乏确定性，3）过于复杂，且 4）受限于反避税条文。《条例草案》中的部

分措施也许能对香港带来实际经济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与近期推出的税务措施类

似的问题。因此，正如 2017-2018 年度《财政预算案》所述，成立特别税务政

策组迫在眉睫。 

 

我们选取了部分有关《条例草案》的问题，并在下文中加以解释说明，本文并未

详尽列举所有问题。 

 

《条例草案》概述 

 

《条例草案》涵盖以下两类活动，即: 

 

1) 飞机租赁活动：涉及本身飞机租赁活动及租赁所得收入适用的特惠税

率。仅就飞租赁净收入（折旧免税额不得扣减）的 20%课税，且应税金

额适用 8.25%的特惠税率，因此实际税率为 1.65%。此项宽减政策被视

为吸引飞机租赁公司来港发展的主要动力。 

2) 飞机租赁管理活动：涉及飞机租赁活动相关的支援服务，涵盖一系列活

动；其应税利润适用 8.25%的特惠税率。此项宽减政策旨在吸引飞机租

赁配套产业来港发展。 

 

我们预期《条例草案》将在今年六月前通过立法，并将适用于 2017 年 4 月 1 日

及以后收到或应记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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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 
期数 H74/2017 – 2017 年 3 月 28 日 



“非香港飞机营运商”的定义 

 

《条例草案》的条文适用于如下情况：从事合资格飞机租赁活动的公司，将飞机租赁予“非香港飞机营运商”。《条例草

案》这样规定的原因在于此类飞机出租商在当前《税务条例》第 39E 条规定下处于劣势。该条款规定，飞机拥有人仅在将

飞机租赁予香港飞机营运商时，才能享受折旧免税额。根据目前第 39E 条的定义，“香港飞机营运商”指持有依据《1995

年飞航（香港）令》（香港第 448 章，附属法例 C）签发的航空营运人许可证，且在香港进行公司营运管理的飞机营运

商。然而，《条例草案》并没有直接采纳该定义并将其用于“非香港飞机营运商”（例如“营运管理位于香港以外地区且

持有其他许可证”来界定非香港飞机营运商），而是将“非香港飞机营运商”定义为“无须根据本条例课利得税的飞行营

运商”。 

 

上述定义的问题在于，依据《税务条例》第 23D 条身为非居住于香港的人士的飞机拥有人（香港税务局通常将飞机营运商

视为飞机拥有人）的应评税利润的确定，任何在香港境内机场或航空站降落的飞机营运商均应被视为在香港经营业务，原

则上应被征收利得税。在双重课税协定（如《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税收协定》第 8 条）适用时，通常免予征收该等利得

税。尽管协定中有免税的规定，但从技术角度而言，航空公司会存在仍需课利得税的质疑。这就意味着，所营运飞机在香

港降落的任何营运商均不会被视为非香港飞机营运商，因此《条例草案》的条文不适用于此等营运商的飞机租约，这似乎

违反了《条例草案》的本意。我们将敦促香港政府就此修正《税务条例》，加以确定，但是香港税务局很可能只会通过不

具有约束性的《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香港税务局指引”）来解决这一问题。 

 

“租约”的定义 

 

租约的定义对于《条例草案》的实施至关重要，因为《条例草案》适用于飞机租赁活动或飞机租赁管理活动。因此，“租

约”的定义应该宽泛，使出租商和承租方能够灵活订立商业安排。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条例草案》对租约的定义比现

行《税务条例》的定义范围还要狭窄。 

 

《税务条例》第 2 条中的租约定义目前并不包括租购协议和有条件售卖协议，因此，大家预期《条例草案》下，不会视其

为租约。然而，《条例草案》还进一步规定将具有飞机转让权的融资租赁（《条例草案》中称之为“融购租约”，但其定

义却类似融资租赁）排除在外，除非税务局长同意该飞机是应该不会转让给承租方的。 

 

这里存在了问题，因为： 

 

1) 这可能会限制了飞机租赁的商业条款； 

2) 如果融资租赁包含有关飞机的转让权，《条例草案》条文的应用会由香港税务局酌情决定，这会导致主观性和不

确定性，最终可能需要获取事先裁定。 

 

现时香港很多杠杆租赁的结构是为了符合这些条件而安排的。然而，这也是因为当前多数在香港开展的杠杆租赁活动是由

香港税务局进行裁定的结果。租赁条款须与香港税务局的观点保持一致（包括香港税务局指引第 15 号 H 部分第 65 段有关

租约构成的观点）以便获得香港税务局的裁定。然而，现在香港税务局似乎试图将这些观点纳入本应是为了提供税务优惠

的《条例草案》中。 

 

再者，我们尚不清楚为何要这样缩窄租约的定义，可受惠于《条例草案》的出租商和承租方根本无法享有折旧免税额。因

此，在该《条例草案》下，香港杠杆租赁可能涉及的此类避税机遇亦将不复存在。 

 

我们认为，《条例草案》应设法尽可能多地吸引飞机出租商；目前“租约”的定义适用于诸多出租商，而我们认为没有理

由将提供融资租赁的出租商排除在外。同时，《条例草案》应灵活处理出租商的商业安排，并且通过恰当的立法草案加以

明确，而非通过香港税务局裁定的形式。 

 

出租商须为香港税务居民 

 

鉴于香港与内地签订的优惠税收协定，支付给飞机出租商的特许权使用费预提税率只是在 5%；同时，就境内飞机租赁业

务而言，香港市场不如日本等其他管辖区发达，香港可能主要面向内地提供飞机租赁服务。利用该协定的前提条件是出租

商为香港税务居民。因此，公司董事须在香港受雇，或至少在香港进行董事会决策的制定，这会有利于公司被视为香港税

务居民从而达到惠及香港经济发展的目的。 

 

然而，并非所有飞机租赁公司均为仅拥有一架飞机的特殊目的工具（SPV）；无需银行融资的飞机出租商可能会运用一家

公司去拥有多架飞机。在此情况下，要求出租商为香港税务居民身份，则意味着，那些在香港拥有实质业务的出租商但其

可能在其他国家拥有更多实质业务，如未能成立新的香港税务居民企业并将飞机转让至该企业，将无法受益于《条例草



案》的条文。 

 

《条例草案》本来为香港创造经济利益，但要求出租商为香港税务居民身份却使该制度更难遵循，并且鉴于已有飞机租赁

的营运活动须（由出租商或代理人）在香港开展的规定，该要求也几乎毫无必要。作为替代方案，该要求可由香港最低消

费要求（其在新加坡税务宽减优惠中较为常见）或资产要求予以替换/补充。 

 

连续租赁期限达 3 年或以上的飞机应视为资本资产 

 

《条例草案》规定，连续租赁期限达 3 年的飞机应视为资本资产，因而，由此产生的任何收益无需纳税，相关亏损不可抵

扣。 

 

其他税收管辖区也有类似的条文，但通常涉及其他资产类别，如股份。例如，英国和新加坡税务条文规定，在股份持有一

段时期并且其他条件适用的情况下，任何股份收益均应免税（英国），或是视作资本性质且无须纳税（新加坡）。此类条

文通常有所裨益，因为其对股权转让提供了确定的征税政策；而当获得收益时（正如购买股份时通常预期的结果），这类

条文为宽减条文。 

 

然而，从属性上看，飞机属于贬值资产，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贬值。因此，在三年期限之后处置飞机很有可能导致亏

损；根据《条例草案》，此类亏损属于资本亏损，显然不可用于抵扣。但是，如果飞机出租商在拥有飞机的前三年内出售

飞机获得利润，将仍需进行资本性质分析，以确定出售飞机所得收益是否应纳税，这会导致不确定性。如果《条例草案》

一律在拥有期内将飞机作为资本资产处理，则会提高确定性，这样出租商可以自由出售飞机，而不必担心缴纳大额税款。 

 

如果飞机的拥有权属于某个 SPV，那么对于飞机出租商来说，直接出售 SPV 作为转让飞机拥有权的方式也许更为容易和简

单。我们认为《条例草案>应保证更大的确定性，确保纳税人无需进行税务筹划。 

 

关于飞机租赁管理活动的规定 

 

《条例草案》列出了合资格飞机租赁管理商可以开展的各种飞机租赁管理活动（需符合其他条件），此类活动所产生的利

润适用 8.25%的税率。虽有 13 种飞机租赁管理活动，但这些活动与本《条例草案》其他条文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 

举例而言，《条例草案》附表 17F 第 1(1)(j)条规定，营运租约相关的市场推广属于飞机租赁管理活动。首先，不清楚为何

仅将有关营运租约的市场推广视为飞机租赁管理活动。尽管在实际商业操作中许多飞机租约被视作营运租约，但是其中大

部分实际为融资租约，不应排除在外。 

 

其次，尽管《条例草案》定义部分相当重视租约、净租机租约和融购租约的定义，但是《条例草案》并未给出“营运租

约”一词的定义，《税务条例》的其他部分也未进行相关界定。纵然市场会对营运租约的定义形成自己的见解，但是如果

《条例草案》中给出营运租约的定义以保证确定性，将会很有帮助。 

 

《条例草案》附表 17F 第 1(1)(k)条中也存在起草问题，其中允许向航空公司提供资金采购飞机。初看之下，这一条文既简

单又合理。然而，依照第 14G(7)条的规定，飞机租赁管理活动必须符合一系列规范要求（包括须为另一公司开展活动且该

公司须为合资格飞机出租商），方可视作合资格飞机租赁管理活动，而合资格飞机出租必须不是飞机营运商。这就意味

着，《条例草案》附表 17F 第 1(1)(k)条仅适用于公司向航空公司提供资金且该航空公司为非飞机营运商的情形。虽然《条

例草案》未对“航空公司”进行界定，但如果一家公司为航空公司且需要资金采购飞机，那么该公司不是飞机营运商的可

能性极小。 

 

虽然我们支持将提供资金采购飞机纳入《条例草案》条文的政策目标，但目前的《条例草案》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目标且过

于复杂。 

 

结论 

 

虽然《条例草案》看似能为将香港建成飞机租赁中心迈出了积极一步，并且相关税务优惠将使香港飞机租赁活动获得相当

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但我们担心，起草条文的问题会导致《条例草案》的政策目标并未达成，令《条例草案》适用的范围

过窄，而且规定不具备足够的确定性。 

 

近年来，香港试图实施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以期改善自身经济形势，并使香港税制相对新加坡税制来说更具竞争力。然

而，由于相关税法过于严苛、过度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上述政策措施在实施中屡次受挫。遗憾的是，《条例草案》与之

前相比并无二致；虽然我们希望此草案能达成其目标，但仍担心一如往年执行的其他宽减优惠，再度遭受同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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