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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稅務 (修訂) (第 7 號)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於 2017 年 12 月 29

日刊憲 (點擊這裡)，以實施利得稅兩級制。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標是在維持簡單低稅制的同時，實行具競爭力的稅制以促進經

濟發展。引入利得稅兩級制將可： 

• 減輕企業 (尤其中小企) 的整體稅務負擔； 

• 企業可把節省的稅款用作提升硬件及軟件，從而提昇整體營運表現及效率； 

• 減輕較成功的社會企業的稅務負擔，讓其履行社會目標 (例如為弱勢社羣創

造更多就業及培訓機會)；及 

• 推廣香港成為首選投資地點。 

 

利得稅兩級制 
 

如條例草案獲通過，利得稅兩級制將於 2018/19 課稅年度 (即 2018 年 4 月 1 日

或以後) 起對法團及非法團業務實施有關稅率如下：  

 

 稅率 

應評稅利潤 法團 非法團業務 

首 200 萬港元 8.25% 7.5% 

餘額 16.5% 15% 
 

香港稅務快訊 

 

推行利得稅兩級制提升香港稅制競爭力 

簡要 

 

2017 年 12 月 29 日，《2017 年

稅務 (修訂) (第 7 號) 條例草案》

刊憲，以實施利得稅兩級制。 

 

條例草案目標是在維持簡單稅制

及低稅率同時，實行具競爭力的

稅制以促進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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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團而言，首 200 萬港元應評稅利潤將按現時稅率的一半 (即 8.25%) 課稅，

其餘利潤將繼續採用現時適用稅率(即 16.5%)課稅。  

 

至於非法團業務，其賺取的首 200 萬港元應評稅利潤將按現時稅率的一半 (即

7.5%)課稅，其餘利潤將繼續採用現時適用的 15%稅率課稅。 

 

為免出現雙重優惠，利得稅兩級制不適用於下列企業： 

• 選擇優惠半額稅率稅制的企業 (例如專業再保險公司、專屬自保保險公司、

企業財資中心及飛機租賃公司)；及 

• 合資格債務票據持有人所收取或獲累算作為利息、收益或利潤款項，而該等

款項按半額稅率課稅 (即 7.5% 或 8.25%，按其情況而定)。 

 

建議包括反片段化規定以防止企業分拆商業活動以享受利得稅兩級制 —— 每個

集團只容許提名一家企業受惠。 

 

《稅務條例》的主要修訂 
 

為實施利得稅兩級制，條例草案建議作出以下修訂： 

 

主要修訂  詳情 

第 14 條 (修訂) 將修訂徵收利得稅的規定，以訂明適用於 2018 年 4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的任何課稅年度，利得稅須根據新的附表

8A 或 8B (見下文) 予以徵收。  

第 14AA、

14AAB 和

14AAC 條 (新增) 

第 14AA 條將加入 “實體” 和 “獨資經營業務” 的釋

義。 

 

第 14AAB 條就以下情況，將某實體界定為另一實體的 

“關連實體”： 

• 兩個實體其中之一控制另一實體； 

• 前者和後者均受同一實體控制；或 

• 如果前者是經營獨資經營業務的自然人 – 後者是經營

另一項獨資經營業務的同一人。 

 

第 14AAC 條訂明若兩個或以上有關連的實體，兩級制利

得稅率只適用於其中一個實體。其他未能受惠之實體將根

據以下課稅： 

(a) 就非法團的實體而言，須按標準稅率 ( 即為

15%) 向其應評稅利潤課稅 

(b) 就法團及屬某合夥的合夥人的法團而言，須按附

表 8B 的規定課稅(見下文)。 

附表 8A 和 8B 

(新增) 

加入附表 8A 及 8B，以訂明在利得稅兩級制下就法團及

非法團業務利得稅課稅的規定。這些規定適用於 2018 年

4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的課稅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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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A 第 1 條適用於向非法團的人 (即非法團業務)利得

稅課稅的情況： 

(a) 從該行業、專業或業務所得的不超過 200 萬港元

的應評稅利潤按 7.5%的稅率課稅；及 

(b) 從該行業、專業或業務所得的應評稅利潤中超過

200 萬港元的任何部分按 15%的稅率課稅。 

 

附表 8B 第 2 條適用於向法團 (包括屬某合夥的法團合夥

人) 利得稅課稅的情況：   

(a) 就法團而言 
• 從該行業、專業或業務所得的不超過 200 萬港元

的應評稅利潤按 8.25% 的稅率課稅；及 

• 從該行業、專業或業務所得的應評稅利潤中超過

200 萬港元的任何部分按 16.5% 的稅率課稅。 

 

(b) 就屬某合夥的法團合夥人而言 
• 不超過限額的有關應評稅利潤的淨份額按

8.25%的稅率課稅。限額就屬某合夥的法團合夥

人而言，是指 200 萬港元乘以該法團於有關課

稅年度的評稅基期中分攤的該合夥的利潤或虧損

的比例；及 

• 應評稅利潤的淨份額中超過限額的部分按

16.5%的稅率課稅。   

附表 43 (新增) 附表 43 訂明在 2018 年 4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的課稅年度

徵收暫繳利得稅的過渡安排。 

 

其中，以下列額外理由可申請緩繳暫繳利得稅： 

• 有法律責任就 2018/19 課稅年度繳付暫繳利得稅的

人士，可向稅務局局長提出書面申請，要求緩繳部分

或全數的暫繳稅，直至該人須就該年度繳付利得稅為

止。 

• 若就 2018/19 課稅年度向上述人士徵收的利得稅，

會(或相當可能會) 根據第 14 條，按照附表 8A 第 1 

條或附表 8B 第 2 條，予以徵收，則可提出申請。 

• 本條並不影響第 63J 條的施行 (暫緩繳納暫繳利得

稅)。 

 

書面申請須在有關暫繳利得稅的繳稅限期之前 28 日或發

出繳付暫繳利得稅通知書日期後的 14 日內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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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觀察 
 

隨著全球稅率不斷下調，香港必須引入新的稅務措施以保持競爭力並吸引海外投

資。條例草案有利香港中小企發展，及優化香港稅制以保持其亞洲商業中心的領

導地位。  

 

條例草案將於2018年1月10日正式提交立法會進行首讀。待《稅務條例》的有關

修訂公佈後，畢馬威將發表進一步評論和見解。 

 

閣下如欲取得其他資料或協助，請與閣下慣常聯絡的本所稅務諮詢人員或下列稅

務諮詢人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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