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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擴大擬議的飛機租賃稅制範圍的修訂 
 

背景 
 

我們於本月較早時候發佈的稅務快訊，就香港政府計劃推出飛機租賃活動方面

的特惠徵稅基準方案進行了討論(參見第十期)。 
 

總括來說，該項方案的優惠主要有兩方面 : 
 

• "合資格飛機租賃商” 賺取的飛機租賃收入所徵收的稅額為租金收入淨額

的 1.65% 。 (一般應課稅款項(即租金收入總額扣減支出(如融資成本等，

但不包括折舊免稅額)的 20%為應評稅收入，再按特惠稅率 8.25%(即現行

香港企業利得稅稅率的一半)課稅)。 
 

•  “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活動” 以 8.25%的特惠稅率課稅。合資格飛機租賃管

理活動的定義廣泛，除採購及租賃飛機等租賃管理活動外，還包括提供貸

款供關聯公司取得飛機擁有權、提供貸款供航空公司從合資格出租商取得

飛機擁有權，以及提供剩餘價值擔保等一系列融資活動。 
 

該草案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在憲報刊登，立法會法案委員會亦已開始審議該

草案。在審議過程中，香港政府提議修改該草案以為飛機出租商提供更有利的優

惠。 
 

適用於目標航空公司的修訂 
 

最為重要的是，有關必須將飛機租予“非香港飛機營運商”的要求將會被刪除。

這意味著將飛機租予所有航空公司的租賃活動將有資格享受新的稅務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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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 
 

香港政府在最新召開的立法會法

案委員會會議中，提議對目前正

在審議的新飛機租賃制度方案作

出若干有利的修訂。 
 

為回應就該擬議制度可能被經濟

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視為損

害性稅務實踐所提交的意見書和

引發的憂慮，香港政府建議應將

該制度範圍擴大至涵蓋所有航空

公司的經營租賃，而不是僅僅涵

蓋不須繳納香港稅的航空公司。 
 

該條例草案預計將於二零一七年六

月二十一日進行二讀。 

https://home.kpmg.com/cn/en/home/insights/2017/05/tax-alert-10-concessionary-tax-regime-aircraft-leasing-activi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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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草案將允許香港租賃公司選擇： 
 

• 採用《香港稅務條例》現行第 23C 條或擬議的第 15(1)(n)條 (向通過飛機租

賃取得的所有收入徵稅)，並申索折舊免稅額 (但折舊免稅額的申索受到《香

港稅務條例》第 39E 條有關飛機租予非香港航空公司情況下不獲折舊免稅額

的規定限制)，或 
 

• 採用新的稅務制度並按最初提議的租金收入淨額以 1.65% 徵稅。 
 

納稅人一旦選擇採用新優惠制度，便不得撤回。 
 

鑒於上述修訂，許多其他修訂案已陸續頒布，包括修改禁止返程投資規則， 該

規則旨在防止在已獲得香港稅務扣除的情況下應用稅務優惠。此外，香港政府還

頒布了新的條例以限制已享受稅務優惠的關聯方往來款進行稅務扣除。 
 

其他事項 
 

香港政府亦藉此機會回應法案委員會於較早前會議上提交的意見書所提出的事

項。有關事項包括稅收居民身份證明以及飛機租賃管理活動清單的重要性。法案

委員會計劃在六月九日前向內務委員會匯報，以便在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對

該草案進行二讀。 
 

畢馬威的評論 
 

作出相關修訂的原因是經合組織提供的非正式反饋，即最初擬議的草案可能被視

為構成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 (BEPS) 項目下的“損害性稅務實踐”。該草案在最初

起草時已謹慎確保該特惠徵稅基準將要求在香港擁有真正的經濟實質和活動，以

符合 BEPS 的規定。但它仍然存在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即最初擬議的優惠僅針

對將飛機租予毋需在香港繳稅的外國航空公司的租賃活動。 
 

對於離岸飛機租賃活動，幾乎可以肯定租賃公司會採用優惠制度。對於境內飛機

租賃活動，鑒於飛機享有的相對優厚的折舊免稅額，預計出租商會採用現行制

度。 
 

該草案旨在增加香港對飛機租賃和管理活動的吸引力，而這目的已得以實現。擴

大新的特惠徵稅基準至所有飛機租賃活動亦將會是一項受歡迎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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