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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香港税务局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发布《2017 年税务（修订） （第 6 号）条例
草案》（点击这里），标志着香港即将正式引入强制性转让定价法规以及反侵蚀
税基和转移利润税制。 
 
香港政府所提出的转让定价法规要求纳税人的关联交易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相关
法规实施之后，当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条款与独立第三方之间签订的有所差别，
从而导致当事人从中得到税收利益时，该法规将赋权税务局调整相关企业的收入
或者亏损。 
 
《草案》提出的三层强制性转让定价文档架构与之前发布的《打击「侵蚀税基及
转移利润」措施咨询报告》（下称《咨询报告》）所规定的一致。三层文档架构
分 别 为 国 别 报 告 （ CbCR ） 、 总 体 档 案 （ Master File ） 及 分 部 档 案 （ Local 

File）。除了阐述文档要求之外，《草案》亦为预先定价安排（APA）机制及其
他相关条款提供更多细节。 
 
《草案》引用了经合组织的《收入及资本税收协定范本》以及 2017 年公布的
《跨国企业与税务机关转让定价指引》。 

 

  

香港税务快讯 

香港发布反「侵蚀税基及转移利润」草案，为推行转让定价法规迈出重要一步 

摘要 
 

香港税务局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

发布《2017 年税务（修订）（第

6 号）条例草案》（下称《草

案》）。其目的在于把有关转让定

价的规则编纂为《税务条例》（第

112 章）一部分，并落实由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下称「经合组

织」）主导的「侵蚀税基及转移利

润」行动计划中的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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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核心内容 
 
《草案》强化了大部分《咨询报告》提出的主要内容。 
 
- 豁免准备总体档案和分部档案的条件：在 2018 年 4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会

计期间，未能达到豁免条件的香港实体都需要准备总体档案和分部档案。豁
免准备总体档案和分部档案的门槛跟之前咨询报告（点击这里）提出的一
致。 

 
《草案》将关联交易分为几个类别。如果纳税人在相应的会计期间，某个类
别的关联交易金额低于《草案》规定的门槛，就不用于分部档案涵盖该类别
的交易。如果纳税人所有类别的受管交易（controlled transactions）都低于
规定的相应门槛，就不需要准备总体档案和分部档案。  

 
纳税人需要于相应的会计期间结束后 6 个月内完成总体档案和分部档案的准
备。《草案》并没有规定总体档案和分部档案提交港税务局的时间。 
 
总体档案和分部档案所需要涵盖的信息跟经合组织的相关指引大致相同。  

 
- 国别报告：在 2018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会计期间，若集团全年合并收入

超过 68 亿港元（折合约 7.5 亿欧元），就需要在香港提交国别报告。以下为
《草案》下两种常见的情况： 

(I) 集团的最终控股实

体（UPE）为香港税

务居民 

UPE 需要提交国别申报表（包括国别报告和
其他税务委员会指定的信息）。 
 

(II) 香 港 实 体 的 UPE
并非香港税务居民 
 

若集团符合以下其中一项条件，所属的香港
实体一般都需要在香港提交国别申报表：  
 UPE 不需要在其所属的税务居留地管辖区

（下称「最终管辖区」）提交国别报告。  
 最终管辖区跟香港没有自动交换国别报告

协议；或 
 因系统故障，导致最终管辖区未能跟香港

交换国别报告。 
在下列例外的情况下，集团纵使满足了上述
条件也不用于香港提交国别申报表：  
 集团另一家香港实体已提交相应会计期的

国别申报表；或 
 集团透过代理母实体在另一个税务管辖区

提交了国别报告，而该管辖区与香港之间
有信息交换机制。 

 
隶属于须申报集团的香港实体需要于会计期间结束后的 3 个月内向香港税务
局提交书面通知，通知内容涉及集团每个香港实体的信息，及集团的最终管
辖区等。 

https://home.kpmg.com/content/dam/kpmg/cn/pdf/zh/2017/08/tax-alert-15-consultation-report-on-beps-lays-out-the-foundation-for-hong-kong-s-transfer-pricing-regim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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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始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当日或之后而在 2018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会计期间的
国别报申报表，若集团的 UPE 为香港税务居民，也可以选择在香港提交国别
申报表。 
 
《草案》倡议利用《税务事宜行政互助多边公约》（下称《多边公约》）作
为香港与其他地区交换国别报告的主要平台。届时，由中国和其他国家签定
的《多边公约》将会适用于香港。 
  

- 本地交易：《草案》并没有指出有关准备总体档案及分部档案的条文是否适
用于本地关联交易，但同时亦没有明确地对本地关联交易作出豁免。由于之
前的《咨询报告》指出本地交易会被纳入转定价法则管理，因此可以推断
《草案》除了涵盖跨境关联交易之外，亦会延伸到本地关联交易。 
 

- 关联企业：转让定价规则的根本在于规范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当一方对另一
方实施直接或间接的管理、控制，甚至延伸至对另一方的资本控制，两者就
会被视为关联方。此外，如果一方同时对另外两方实施管理、控制甚至延伸
至资本控制，那么三方都会被视为关联方。 

  
- 常设机构：转让定价规则亦适用于一家企业的内部交易，例如总部与常设机

构之间的交易。常设机构的定义请参阅《草案》。 
 

- 知 识 产 权 ： 《 草 案 》 通 过 后 ， 在 香 港 发 展 、 改 良 、 维 持 、 保 护 或 利 用
（DEMPE）知识产权的人士亦需要就其创造的价值纳税。 
 

- 预先定价安排（APA）：《草案》通过后，纳税人除了可以申请双边预先定
价和多边预先定价之外，也可以提出申请单边预先定价。《草案》阐述了申
请 APA 过程的细节，如申请书内容、所需数据等。此外，《草案》亦提出税
务局将会根据员工资历按小时收取处理 APA 申请程序的费用。《草案》亦容
许纳税人提出相互协商程序及仲裁，并阐述了几种程序及仲裁下可能出现的
结果。 
 

- 罚则：《草案》引入了转让定价相关的行政罚则，其中罚款上限为少征税款
的金额。此外，《草案》还提出针对涉案企业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处以相应
的罚则。 

 
- 税制修改：为了实践对经合组织和欧盟的承诺，《草案》提出收紧对企业财

资中心（CTC）、专业再保险人及专属自保保险人的税务优惠，详情将于稍
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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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草案》突显了香港打击逃避税的决心，这对于保持香港国际金融和商业中
心地位非常重要，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 
 
香港即将颁布和实施转让定价法规，之后将增加纳税人的合规成本。因此，
香港企业应尽快审视其关联交易，以确保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如果发现转让
定价政策出现漏洞，就应尽早采取补救措施。 

 
《草案》将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正式进入立法会程序，税务局稍后会发布
《释义及执行指引》，为转让定价制度作出补充。届时，毕马威将提供进一
步的评论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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