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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期文章金融业跨区域税制比较(1) 金融机构中，我们比较了内地、
香港和澳门三地针对金融机构的主要税收政策之差异。从本期开始，我
们将比较主要金融业务在粤港澳三地的税负差异。 
 
本期我们关注传统金融业务中的间接融资业务，主要是借贷业务（如信
用贷款、担保贷款）和票据业务（如票据贴现）。这些业务的参与主体
主要包括金融机构（资金出借方）和企业（资金借入方），金融机构按
照一定利率水平从借款企业收取利息。对金融机构而言，需要考虑收入
和所得如何纳税；对借款企业而言，需要考虑支出利息的扣除问题，这
些因素都会反映在资金价格上。 

现阶段，粤港澳三地金融机构从事间接融资业务常见的形式是在当地设
立机构为当地企业提供贷款服务。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报告
（2018）》1，在广东，港澳金融机构对公业务的重点集中于跨境金融和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补充了内地金融机构在这一领域的不足；在香港，
近年来中资金融机构对公业务发展迅速，截至 2017 年底，已有 5 家持
牌中资银行和 5 家中资银行分行分别进入所在金融机构类别总资产排名
前十；在澳门，中资银行更是在当地市场发挥领导者作用。因此，本文
将首先关注本地融资业务在不同地区的税负差异（不涉及本地机构将利
润汇回的税务处理），随后再对跨境融资业务的税务影响进行讨论。 

本地融资 
 
对于本地融资业务，如不考虑税收优惠和贷款风险事项的税务处理，在
取得同等税前收益的情形下，金融机构在澳门的税后净收益最高，内地
最低。从借入方企业角度看，在香港和澳门支付的利息通常可以全额税
前扣除；内地企业向内地金融机构借款所支付的利息通常也可以全额税



前扣除，此外因利息支出的增值税不允许抵扣，借款人需承担这部分成
本。 

表 1：本地融资税务影响比较 

[假设] 本金 20,000，金融机构取得利息收入 1,060（适用增值税时为含
税额，下同），与取得该笔利息相关的利息支出为 840 

  

跨境融资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看，对香港和澳门的金融机构而言，在利率和资金成
本相同的情况下，由于内地预提所得税和增值税的存在，借给内地企业
取得的税后净收益明显低于借给港澳企业，只有大幅提高利率水平，或
在内地设立机构直接在当地开展贷款业务才可能缩小税负给净收益带来
的影响；对于内地金融机构而言，如果想在港澳拓展业务，相较从内地
贷款给港澳企业，从税负角度看在港澳直接设立机构为当地企业提供融
资服务可以实现更高的净回报。 

从借入方角度看，对内地借款人而言，在利率一样的情况下，虽然不同
地区的资金借出方的净收益差异很大，其抵税效应并无差别。 

表 2：跨境融资税务影响比较 

[假设] 本金 20,000，金融机构取得利息收入 1,060，与取得该笔利息
相关的利息支出为 840 

 

优惠政策 

三地对融资业务都有出台优惠政策，但出台的动因和具体的优惠方式不
一：内地为了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金融机构对特定行业
或企业给予资金支持，从而对借给特定对象的贷款业务给予优惠；香港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除了其低税率外，香港税务局亦在判定金融机构的
利息收入来源地时，按贷款的筹组或集资活动的进行地点，在特定条件
下接纳利息收入按 50%离岸免税申报；澳门也对本地中小企业提供融资
支持，主要以企业融资贷款利息补贴、中小企业援助计划等方式直接向
符合条件的本地企业提供融资援助，在税务政策上，除豁免贷款业务的
印花税外，没有在税收上给予更多优惠。 

综上，香港给予贷款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 



表 3：粤港澳融资业务主要税收优惠一览表 

  
贷款风险事项 
 
对金融机构而言，无论风控体系如何完善，都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借款人
无法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情形。金融机构针对这类风险事项要进行准备
金计提或核销等处理，三地对该类风险事项的税务处理规则存在差异： 
 

(1)  逾期贷款和准备金 

三地对于逾期贷款利息的处理类似：一般对于贷款逾期超过九十天的应
收未收利息不征税；逾期九十天内的应收未收利息要按照规定纳税。 

对于贷款业务按照监管要求计提的准备金，粤港澳三地均规定了只有符
合特定条件的准备金才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准
备金，内地和澳门都按不同金融机构或不同性质的准备金设置了扣除限
额，而香港无此限制。 

表 4：贷款风险准备金的税前扣除比较 

  

结结合上述分析，如发生同样的风险事项，香港因其对准备金税前扣除
的要求最低（因不设置扣除限额），税前可扣除的金额较大；澳门对准
备金设置了扣除限额，税前可扣除金额较小，但由于澳门的贷款风险事
项发生相对较少，对其税负的实际影响也不大；内地对准备金扣除有相
对严格的限制，税前可扣除金额较小。 

(2)  贷款损失    

对预计无法收回的贷款，常见的处理包括坏账核销、不良资产转让或资
产证券化等，以下仅就最常见的直接核销的税务处理作简要比较。 

在内地，企业所得税法对资产损失扣除有严格的规定，贷款损失必须提
交充分的证据方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要求的证据通常是司法证明或
其他政府机构出具的证明，如诉讼裁定文书、司法追索记录、工商注销
或查询证明等。澳门也规定坏账损失必须提供充份的法律文件方可扣
除，在证据要求上与内地类似。 

在香港，坏账损失可在确认的课税年度予以扣除，通常对扣除凭证没有
特殊要求，但与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扣除相似，香港税务局在评核个案时
有可能要求金融机构提供详尽的证据（包括证明金融机构所采取的追债
行动及结果）证明损失的真实性，但并不明确要求提交司法或政府机构
的证明。 



综上，因对贷款资产损失扣除的要求不同，相较内地和澳门，香港金融
机构从事贷款业务的应税利润可能最接近其实际收益。 

德勤观察 

对于本地融资业务，综合考虑税收优惠和贷款风险事项的处理，资金借
出方在香港可能赚取的净收益最高；澳门由于拥有税率低的优势，如非
存在重大贷款风险事项, 可取得的净收益可能与香港差不多；而内地因税
率和风险事项扣除限制等原因导致净收益受税收影响较大。 

而对于跨境业务，从资金借出方的角度看，由于内地预提所得税和增值
税的存在，导致在同样的利率水平下港澳金融机构直接贷款给内地借款
人的税负明显高于其贷给港澳企业，合理的选择是在内地设立机构进行
经营。而在内地设立机构受限于内地金融业开放进程，还需要考虑相应
的监管要求、三地间法律体系差异和集团业务重心等因素。 

从内地企业的角度看，由于不同地区信贷条件的差异，有时需要从境外
融资以降低融资成本或扩大融资渠道。目前，由于金融监管和外汇规定
的限制，在间接融资领域，境外金融机构直接贷款给内地企业的情形较
为鲜见，某些企业会考虑通过外保内贷、内保外贷或搭建特殊结构或渠
道间接实现境外融资。如未来内地能够对大湾区内的融资交易从监管上
放宽限制，并在税制方面配合一定的优惠措施，将有助于减少资金跨境
流动障碍，拓宽内地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内地企业的融资成本。 

此外，企业之间的直接借贷与本文分析的间接融资在税务处理原则上基
本一致（适用于金融机构的税收优惠和风险事项税务处理规则除外），
上述分析对集团企业的跨境资金池业务也有借鉴意义，我们亦建议有跨
境资金管理需求的集团企业关注相关税务问题。 

图 1：双向跨境资金池业务简图 

 

德勤中国将持续关注粤港澳三地在融资业务税制方面的后续更新与进
展，并积极与监管机构和社会各界保持沟通，力争为推动粤港澳大湾
区的金融创新贡献力量。我们将在后续的文章中对直接融资业务和资
产证券化进行专题讨论，如您对此方面有任何建议或见解，欢迎与我
们一起讨论。 
 
注： 

1. 由亚洲金融智库组织编写 

2. 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应税收入应换算成不含税价：1,060/(1+6%) = 1,000，下同 



3. 根据增值税规定，利息支出没有进项税可以抵扣。 

4. 简化起见，暂不考虑其他支出项目及附加税费，下同 

5. 假设符合避免双重征税安排的条件，可就内地缴纳的预提所得税进行抵免，抵免金额为
以支付的预提所得税或按香港有效税率计算的税收抵免(以较低者为限)，而未能抵免的
部份(上述的-52.41)则可用于抵扣应税利润。在上述例子中，在抵免 17.59 及抵扣
52.41 后，香港利得税税负为 0。 

6. 内地对利息征收预提所得税的税率通常为 10%，假设该收入符合避免双重征税安排的条
件，可以享受优惠税率 7%，澳门也采用相同假设。 

7. 香港税务局在评核个案时有可能要求金融机构就该准备金的抵扣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包
括证明金融机构所采取的追债行动及结果。在缺乏充份的证明文件下香港税务局可能会
作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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