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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评论
香港引入两级利得税率制度

作者：
香港

几十年来，香港一直沿用单一的利得税率：即适用于法团的 16.5%和适用于非法
团业务的 15%。为减轻中小企业及初创公司的税务负担，行政长官于 2017 年 10
月建议引入利得税两级制。有关《2017 年税务（修订）（第 7 号）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已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通过宪报刊登，并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被提交至立法会。当法案通过后，利得税两级税制将于 2018/19 课税年度起
适用。
本文将介绍利得税两级税制的特点和其在应用层面所需的考量，并分析其对香港
经济和商业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
主要特点
利得税两级税制提出，法团和非法团（包括合伙和独资业务）所获应评税利润的
首 200 万元将采用现时税率的一半征税（即 8.25%和 7.5%）。对于超过 200 万
元的应评税利润，法团按其现时的 16.5%税率全额征税，非法团按其现时的税率
15%征税。详情如下图所示：

应评税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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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法团作为合伙经营的合伙人，8.25%的优惠税率仅适用于其在合伙经营中
按比例的首 200 万元。
其他特点
1、每个集团中，只一家企业可受惠
利得税两级税制的主要目的是为减轻中小企业及初创公司的税务负担。为避免集
团企业滥用该制度，把利润分摊到旗下众多的企业，从而享受较低税率，两级税
制将对集团企业有所限制: “有关连”的企业只可提名一家享受两级税制。企业
之间是否“有关连”将取决于它们在评税基期完结时的状态。
通常来说，在以下情况，“甲”将被视为与“乙”有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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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甲控制乙、或乙控制甲；或
b. 甲、乙均受同一控制
“控制”一词在上文中一般是指一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持有另一企业超过 50%的已发行股本、表决权、资本
或利润。
对于独资经营业务，如果两个业务均由同一个人经营，则两者之间将被认定为“有关连”。
2、限制双重优惠
在现时的优惠税制下，某些特定行业的企业（如专业再保险公司、专属自保保险公司、企业财资中心、飞机租赁公司及飞
机租赁管理公司）可能已经选择了优惠税率税制。根据草案的建议，两级税制将不适用于已经享有特定业务优惠税率税制
的企业。当一个企业选择了这些特定业务优惠税制，其合资格部份的应评税利润适用半额税率，余下的非合资格应评税利
润则依然需要缴纳全额税率。
基于这些规定，企业需要考虑选择特定业务优惠税率税制能否减轻最多税负。例如，一间专业再保险公司有 300 万元的应
评税利润，其中 100 万为合资格应评税利润，200 万为非合资格应评税利润。若该公司选择再保险优惠税制，依据《税务
条例》112 章第 14B 条，只有 100 万的合资格应评税利润可适用半额税率 8.25%，而 200 万的非合资格应评税利润依然需
缴纳 16.5%。若该公司没有选择再保险优惠税制，便可以享受利得税两级税制的优惠: 即首 200 万元应评税利润按半额税
率征收，其余的 100 万应评税利润按全额税率征收，而无须考虑所取得的应评税利润是否符合再保险优惠税制资格。如上
例所示，利得税两级税制的优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特定业务优惠税制更能减轻税负。
基于现时的税务条例，有关合资格债务票据的收入（利息、收益或利润）已经按半额税率课税。根据草案的建议，该部份
应评税利润会继续按半额税率课税，并不享有双重优惠。尽管如此，与上述选择特定业务优惠税制的专业再保险公司、专
属自保保险公司、企业财资中心、飞机租赁公司等不同，企业本身不会被限制适用两级税制。不过，草案需要进一步阐明
由合资格债务投资所获得的应评税利润是否计入利得税两级税制的首 200 万元内。
3、选择机制
除了“有关连”的企业，草案所制定的两级税制将默认适用于所有企业。
就“有关连”的企业而言，草拟条款的逻辑并不容易理解，两级税制会变通为全额税率，除非该企业在其指明的课税年度
选择豁免变通条款。我们的解读简化如下：被集团提命的企业必须以书面方式就指明课税年度选择享受利得税两级税制。
据此，我们可以假设某一集团可以每年提名不同的企业享受两级税制。然而，草案里包含了“上述选择一经作出，即不能
撤回”的条款，究竟“不能撤回”的情况是否只适用于指明的课税年度，这该有待进一步阐明。假若“选择不能撤回”是
适用于日后的所有课税年度，集团需慎重考虑提名哪个企业去享受两级税制优惠。
我们认为，上述的默认和选择机制是合理的。因为该草案的主要目的是减轻中小企及初创企业的税务负担，默认的两级税
制不会为中小企及初创公司带来额外的行政工作。另一方面，因为集团中只有一家企业需要以书面方式选择享受两级税
制，而集团的其他企业会默认地按全额税率课税，所以就“有关连”的企业而言，选择机制也是合理的。
4、暂缴利得税的过渡安排
如上所述，当法案通过后，两级税制将会由 2018/19 课税年度开始施行。暂缴利得税也同样适用两级税制。
在过渡期间，若某些企业的 2018/19 暂缴利得税是以全额税率计算，条例草案提供了额外的理由去支持申请暂缓缴付
2018/19 暂缴利得税：企业可以凭借其将相当可能会按两级税制缴付利得税的理由，在规定的日期内以书面形式向税务局
申请暂缓缴付 2018/19 课税年度的暂缴利得税。
对香港商业及经济的影响
我们相信，草案为香港提高税务竞争力迈出了积极的一步。较低的税率会为中小企及初创公司减轻税务负担，有助缔造有
利的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增长，提升香港的竞争力。政府此举是为鼓励企业把节省的税款用作提升设备等用途，从而提升
效率和促进创新。通过节省的税款，社会企业会有更多的资源履行其愿景。两级税制不但会提升香港作为投资首选地的国
际声誉，政府的长远税收也会因此增长。

就企业而言，基于上文分析的“不可撤回”的不明确性，集团的管理层应研究分析提名哪个企业去享受两级税制能带来较
长远的优惠。此外，一些特定行业应比较行业优惠税制能否为企业减轻更多税负。最后，在法案通过后，所有纳税企业均
应留意其 2018/19 暂缴利得税的情况，并考虑是否提出缓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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