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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歡迎政府通過飛機租賃活動的稅務優惠政策 
 
 
 

背景 
 

香港政府就部分飛機租賃活動提出的特惠徵稅基準已於 2017年 6月 28日經立
法會通過成為法例。新條例將於二零一七/一八課稅年度實施。 

 
如以往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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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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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立法廣受各界歡迎，因為它將促使香港成為世界舞台上飛機租賃活動的
其中一個主要營運據點。尤其是香港擁有鄰近中國的地理優勢，加上與中國
訂立了“首屈一指”的稅收協定條款，香港自然有望成為中國内地航空公司進
行離岸飛機租賃的理想地點。 

 

日後發展趨勢 
 

就如任何新訂立的法例一樣，租賃商在實際採用該新落實的法例時仍有若干細
節有待解決。  香港稅務局表示將發出《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以就運用有
關新政策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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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 
 
香港政府就部分飛機租賃活動提
出的特惠徵稅基準已於 2017年 6

月28日經立法會通過成為法例。
這項立法將會促使香港成為世界
舞台上飛機租賃活動的其中一個
主要營運據點。 

 
租賃商在實際採用該新落實的法例
時仍有若干細節有待解決。香港稅
務局表示很可能會發出有關的《稅
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以釐清其
中的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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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有望會在短期內發出相關指引，以解決在實際採用該法例時可能遇到的問
題。 

 

當局需要釐清哪些問題? 
 

• 飛機租賃業務的常見營運特徵是通過出售飛機，以保持租賃商擁有年輕現
代化的機隊並對機隊進行再注資。新法例就出售飛機收益所需繳納的稅項
設有三年安全港條文，但當局仍需要釐清在三年內出售飛機所產生的收益
的稅務處理方法。 

 

• 出於各種商業、融資和監管原因，飛機租賃架構往往比建立一家香港特殊
目的實體純粹購買飛機並直接將其租賃予航空公司更為複雜。香港稅務局
採取務實的做法在現實中落實有關制度，是使其能夠順利實踐的關鍵。 

 

• 租賃活動屬跨境性質，故此十分依重稅收協定帶來的利益。及時向租賃商
發出香港稅收居民身份證明書，以確保其可享有稅收協定的利益非常重
要，如預提稅減免等。根據近期的經驗，如果特殊目的實體沒有實質的商
業運作，它們要向香港稅務局取得稅收居民身份證明書會越趨困難。香港
稅務局指出會根據“有關的特殊目的實體與香港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之
間是否存在實質關係”為考慮因素。希望有關的《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
引》能釐清此問題，以使企業及時取得稅收居民身份證明書。 

 

• 對於國際飛機租賃公司來説，它們很可能會在香港、愛爾蘭或其他地方保
留多個租賃平台。這自然會導致它們可能在香港以外的地區集中處理部分
管理職能。由於租賃商和管理商必須為香港居民才符合享有新稅收優惠的
資格，對於其需在香港執行多少管理職能將會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 

 

畢馬威的評論 
 

整體而言，新落實的稅收制度是政府推動香港成為全球領先金融中心踏出的另
一步。畢馬威歡迎政府就此採取的各項措施，并希望繼續看到更多推進稅務法
規改革的政策，以提高新行業于香港設立據點方面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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