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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

為配合經合組織推出的應對侵蝕
稅基及轉移利潤 (BEPS) 的工作，
澳門將廢除其離岸業務法律制度，
以符合經合組織的標準。

擁有澳門離岸公司的香港及國際
企業需要重新考慮其供應鏈和企
業架構。

澳門特別行政區於2016年11月加入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的包容
性框架，以打擊跨境逃稅並提高稅收透明度。為遵守對經合組織標準的承諾，澳
門將於2021 年1月1日起廢除現行的離岸業務法律制度(「離岸法」)。澳門當局已
就此草擬了一項法案，待澳門立法會審議通過。

法案建議設立過渡期分階段廢除離岸法，有關詳情將稍後公佈。在第一階段，
離岸公司自法案生效之後取得的動產或不動產將不再享有澳門印花稅豁免，而且
於指定日期後取得的知識產權所產生的任何收益，亦不再享有澳門所得補充稅豁
免。此外，獲許可在澳門定居的離岸公司領導人員及專門技術人員亦不再享有職
業稅的稅務優惠。

最後階段很大可能於2021年1月1日起生效，届時將會全面廢除對離岸公司的所
有稅務優惠。自2021年1月1日起，任何仍未終止從事離岸業務的許可，將自該
日起失效。我們預計離岸公司將需要更改其公司名稱並註冊為一般澳門公司，此
後所有收益須繳納澳門所得補充稅。

澳門建議廢除離岸業務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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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香港企業均在其供應鏈中使用享有稅務豁免的澳門離
岸公司。即使新的離岸業務許可已多年沒發出，這些公司
仍然繼續營運。

隨着離岸公司制度即將廢除，企業需要考慮對其營運產生
的影響，並研究可行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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