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税务评论 
 

香港税务局修订关于事先裁定的指引 
 

香港税务局于 2020 年 4 月发布了《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 31
号（修订本）》（以下简称 “《31 号指引（修订本）》”），以更
新事先裁定的指引，并取代在 2011 年 11 月发布的版本。 
 
《31 号指引（修订本）》主要反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
“经合组织”）发布的第五项行动计划《考虑透明度与实质性因素更
有效地打击有害税收实践》中有关交换裁定的规定，以及《2018 年
税务（修订）（第 6 号）条例》就事先裁定所作出的法例修订。 
 
自发交换信息 
 
香港是侵蚀税基及转移利润（以下简称“BEPS”）合作框架的成员之
一，并承诺实施 BEPS 方案的最低标准。通过签署《多边税收征管互
助公约》，香港需要实施经合组织 BEPS 方案中的四项最低标准，当
中包括 BEPS 第五项行动计划，即自发交换特定类型的税务裁定信
息。 
 
自发交换信息是提供方相信其持有的信息可能与接收方的税务有关，
并在接收方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自发向接收方提供有关信息。 
 
需交换的裁定 
 
在 BEPS 第五项行动计划内详述的六类特定裁定中，香港只需交换以
下四种类裁定： 
 
(1) 与优惠制度相关的裁定; 
(2) 单边税收预约定价安排或其他就转让定价作出的跨境单边税收裁

定; 
(3) 常设机构的裁定; 及 
(4) 关联方导管公司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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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BEPS 第五项行动计划，裁定的定义为税务机关向特定纳税人或纳税人群体提供有关其税收待遇的任
何通知、信息或保证，而相关纳税人是有权对此作依赖的。 
 
裁定的定义不包括在纳税人提交申报后，税务机关对其进行税务审计，而作出的任何结论或协议。 
 
事先裁定是香港税务局就《税务条例》如何应用于特定申请人的特定交易或安排而發出的书面确定，如果
属于上述四个类别，则需在 BEPS 合作框架下进行交换。 
 
《31 号指引（修订本）》没有就每一类需交换的裁定提供详细指引。因此，相关指引只可参考 BEPS 第五
项行动计划。  
 
（1） 与优惠制度相关的裁定 - 优惠制度必须提供相比该地区一般税收原则较佳的税务优惠。税务优惠可
以有很多种形式，包括降低税率或税基，或者在缴税或退税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凡依照税务优惠制度作出
的裁定，将负有自发交换信息的义务。 
 
（2）单边税收预约定价安排或其他就转让定价作出的跨境单边税收裁定 - 单边税收预约定价安排是指一
地区税务机关与该地区纳税人之间确立的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其他跨境单边税收裁定包括转让定价或适用
转让定价原则的裁定。 
 
（3） 常设机构的裁定 - 此类别涵盖常设机构是否存在或利润归属问题的裁定。 
 
（4）关联方导管公司的裁定 –此类别包括资金或收入通过位于作出裁定地区的企业的跨境流动安排，无
论这些资金或收入是直接还是间接流向另一地区。 

 
时间 
 
于 2016 年 4 月 1 日或之后作出的上述裁定，主管当局必须在取得裁定信息之日起三个月内进行交换。 
 
需与其进行交换裁定的管辖区 
 
《31 号指引（修订本）》列出需与其进行交换裁定的管辖区。 例如，常设机构的裁定将交换至总部居民
管辖区或常设机构所在管辖区、最终母公司居民管辖区以及直属母公司居民管辖区。举例来说，如果事先
裁定涵盖一家英国公司是否会因为在香港开展了某些活动而构成其在香港设有常设机构，该裁定将由香港
税务局交换给英国税务机关，以及该英国公司的直属母公司和最终母公司所在的税务机关。 
 
交换的裁定将受相关税收协定或公约中的税收信息保密条款保护。交换的信息只可以用于特定目的而且只
能向特定人员披露，而不能转发或披露给其他管辖区。 

 

事先裁定制度 
 
香港税务局在《31 号指引（修订本）》更新了有关事先裁定制度的指引。以下是一些重点修改： 
 
附加信息和文件 
 
现时申请事先裁定需要提供更多信息。 
 

 
 



 
自发交换信息 
 
如果有关裁定是需要自发交换的信息，申请人需填写事先裁定申请表（表格 IR1297）中共五页的附录。附
录要求的信息包括裁定的类型，最终母公司、直接母公司、关联方（如涉及与优惠制度相关的裁决）、常
设机构的总部（如涉及常设机构的裁决）、关联方和最终受益人（如涉及关联方导管公司的裁决）之信息
（如纳税人识别号、管辖权所在地、法定名称、地址等）。 
 
就利润来源地的事先裁定 
 
香港税务局在《31 号指引（修订本）》的附录中同样列出了就（一）买卖商品的贸易利润；（二）制造
商品的利润；以及（三）佣金收入需提供的信息。另外，香港税务局现要求申请人提供附加信息，包括产
生离岸利润或收入的管辖区、离岸活动的详细信息，以及确认该离岸利润或收入是否已在或将在该管辖区
纳税。 
 
计算使用知识产权所得的应评税利润 
 
香港税务局在附录中增加了关于计算使用知识产权所得的应评税利润（根据《税务条例》第 15(1) (a)，(b) 
或(ba) 条而被视为应评税）所适用的百分比而需提供的信息，如协议副本、相关知识产权的完整所有权历
史、声明等。 
 
调整申请裁定的费用 
 
《31 号指引（修订本）》列出了 2018 年经调整的事先裁定申请费用。利润来源地的裁定申请费为
45,000 港元，其他裁定申请费为 15,000 港元。 
 
裁定的效力 
 
裁定一经发出，无论对申请人是否有利，该裁定均不受反对或上诉。 然而，申请人就不利裁定后作出的评
税的反对权将不受影响。 虽然这种做法保持不变，香港税务局在《31 号指引（修订本）》中表明申请人
可以选择不执行不利裁定中拟议的安排。但是，如果申请人已执行拟议的安排，则必须遵守该裁定。  
 
《31 号指引（修订本）》还指出，香港税务局发布的指引或小册子，包括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不
应被视为裁定，因为它们不只是适用于特定纳税人或纳税人群体。 换言之，香港税务局的指引或小册子对
纳税人和香港税务局均没有约束力。 
 

我们的观察 
 
《31 号指引（修订本）》规定某些类别的裁定须遵守 BEPS 第五项行动计划的自发交换信息要求。 其中
一类是与优惠制度相关的裁定。 在 2018 年，经合组织发布了一份有关税务裁定交换的报告（The 
Harmful Tax Practices – 2018 Peer Review Reports on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Tax Rulings），该
报告确定并审核了香港五项优惠制度，包括适用于以下业务的利得税宽减（一）企业财资中心;（二）专
业再保险人;（三）专属自保保险人;（四）飞机出租商和飞机租赁管理商; 及（五）船舶经营者免征利得
税。香港与优惠制度相关的裁定可能涵盖上述优惠制度。 然而，BEPS 第五项行动计划提到，自发交换信
息的义务也适用于与尚未审查的优惠制度相关的裁定。 因此，如果香港税务局可以厘清除上述五项优惠制
度外，其他优惠制度如基金免税制度、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等，是否也属于交换范围，便可释除一众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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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号指引（修订本）》要求为事先裁定申请提供更多信息。尤其对涉及离岸利润申索的事先裁定要求
提供境外管辖区内进行的活动和税务状况的详细信息。 
 
在考虑是否申请事先裁定时，申请人应注意自发交换信息的要求和根据《31 号指引（修订本）》要求提供
的附加信息。 纳税人应在申请事先裁定前寻求专业意见以评估有关申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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