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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離岸公司遇上
CRS反避稅政策！

本期提要：

兩級制利得稅已有方案，或將改變香港50年來的
稅制

成為香港稅收居民，享受更多優惠福利

當離岸公司遇上CRS反避稅政策

國元證券(香港)前負責人被罰款並禁牌半年香
港證監會反洗錢監管行動力度正不斷加大

什麼是離岸公司？

其實在各國法律中，並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但是從商業實踐的角度，並不是說所有註

冊在英屬開曼群島，百慕大群島，澤西島等離岸避稅地的公司都是離岸公司。

所謂的離岸公司通常是指那些在離岸避稅地註冊，但是並不在當地開展實際經營活動的

公司。

由於這類公司只需要交點管理費或者印花稅給當地政府機構，而無需繳納所得稅、遺產

稅或者資本利得稅，故出於避稅的目的，很多人在離岸避稅地設立離岸公司或者離岸信

託，並持有離岸帳戶。但隨著美國 FATCA(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和經合組織 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等一系列新的全球反避稅措施逐步

落地，傳統的離岸公司和離岸信託已經開始面臨巨大的挑戰和風險。今天我們主要聚焦

於CRS制度。

設立離岸公司的目的有很多，有的是為了海外紅籌上市，有的是為了規避外匯管制以方

便境外投資併購，甚至有的是為了讓自己國內的公司名字聽起來“國際化”，反正目的

是五花八門吧。但從離岸公司本質的角度來說，其大多目的都在於避開高額的稅收、隱

藏資產、避免外匯管制等原因。“‘共同申報準則’(CRS)是一種信息標準，用於在

全球層面主動交換稅收和金融信息，經合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於2014年制定了這一標準。設立該標準主

要是為了應對這些跨境金融帳戶避稅的行為，加強全球稅收合作並提高稅收的透明度。

截至2016年，共有83個國家簽署了這項協定。CRS旨在推動國與國之間自動交換稅

務資訊，目前正循序漸進地在各國實施，有望在2018年完全覆蓋所有的成員國。”【1】

讓我們先來看看CRS下公司的身份分類。CRS把公司分為金融機構（或實體）和非金

融機構，非金融機構中又分為積極非金融實體和消極非金融實體。CRS對不同公司身

•1.CRS詞條解釋 .維琪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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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處理方法也不盡相同，下面我們將舉例說明。

例：王先生是中國公民，在香港開設了一間A公司（假設A公司是香港稅務居民），

且A公司在新加坡的銀行持有金融帳戶。假設中國與香港和新加坡之間已經相互達成

CRS下的信息交換協議。CRS將會根據A公司以下三種性質來分情況處理：

1.若香港A公司是金融機構：

A公司在新加坡銀行持有的金融帳戶不在盡職調查和申報的範圍內，也不需要“穿

透”A公司找到實際控制人王先生，新加坡銀行只要從A公司獲得真實有效的自我聲

明即可。

2.若香港A公司是積極非金融實體：

A公司需要向新加坡銀行聲明其稅務居民身份所在國（或地區），即香港。此時新加

坡銀行會將A公司的資訊申報給香港政府。

3.若香港A公司是消極非金融實體：

A公司需要向新加坡銀行聲明其稅務居民身份所在國（或地區），即香港。並且，還

需要“穿透”A公司找到實際控制人王先生的個人資訊。在這種情況下，A公司和王

先生的資訊會分別被傳到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

由此可見，決定王先生的資訊是否披露的關鍵在於A公司到底是積極非金融機構還是

消極非金融機構。所以，判定非金融實體的離岸公司的身份顯得至關重要！而判定一

個非金融實體的關鍵在於對照CRS的法律規則。“事實上，OECD的CRS法律規則

並沒有對消極非金融實體做出定義，只給積極非金融機構做了明確限定。對於不屬於

積極非金融實體的其他非金融機構，一律視為消極非金融實體，也就是說需要被“穿

透”，識別其實際控制人。CRS下規定了八種積極非金融實體，最常見的一個類別

就是看該非金融機構的收入和資產水準，其要求有兩點（需要同時滿足）：

a) 過去一年內取得的消極收入（如股息，利息，租金等不屬於積極經營收入）少於

總收入的50% 

b)  過去一年內所持有的能產生消極收入的資產少於50%。”【2】

•2.《若離岸殼公司不需要被“穿

透”，那搞CRS反避稅還有何意

義？》．科林.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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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們假設上文的王先生在香港開設的A公司是一間離岸公司，其所有資產即是在新

加坡的銀行存款，也就是說A公司的100%的資產均為消極收入，那A公司直接就會被

CRS當成消極非金融實體，需要被“穿透”，識別實際控制人。

不過，假如A公司沒有銀行帳戶，而且A公司下持有的是非金融資產（比如房產），那

麼A公司就不會受到申報政策的影響。

CRS政策的目的就是要終結離岸公司的隱秘性，讓其實際控制人的資訊和藏匿在離岸

地的資產資訊曝光給其稅收居民所在國政府，以實現稅務透明之目的。

宏傑認為，在反避稅的背景下，設立離岸公司已經沒有優勢了。回到15年前，當經合

組織開始著手調查這件事情，經合組織的成員國指責低稅收國家盜取了他們應該獲得的

稅收，並和離岸司法機構之間交換觀點，把這些低稅收國家列入了黑名單（香港和澳門

兩個地區都曾在該名單內），最後CRS在舞臺上亮相。在這其中，宏傑參與了整個過

程，並贊助了“亞洲離岸協會”舉辦的會議。

然而，現在的趨勢是放棄“離岸”，並將一切都轉變為“在岸”。 事實上，之前的“

離岸”管轄區政府已經在力求擺脫其“離岸”的標籤而變成“在岸”。其中最著名的莫

過於BVI的政府，他們的措施相當成功！

通過適當的稅收籌劃，在岸公司 (例如那些大經濟區的國家/地區，比如新加坡/香港）

是最適合被當做轉移或降低稅收的工具的。在這裡也請你們的客戶必轉換思路。在當今

社會已經沒有“不透風的牆”了。你不能向稅務機關隱瞞你的資產， 因為他們早已通

過CRS交換了你的納稅資訊。

宏傑集團作為一間擁有30年豐富經驗的專業機構，可以在跨境投融資規劃及管理方面

提供援助，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成為香港稅收居民，
享受更多優惠福利

 

“香港居民身份證明書”是一份由香港稅務主管當局向香港居民發出的文件，用作證明

其香港居民身份，以能申請享受香港居民和其他國家/地區的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 

安排下的待遇。

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 安排下的待遇包括享受優惠預扣稅率。例如，對於從中國大

陸公司獲得紅利的香港公司來說，優惠稅率是5%，而不是通常的10%。

2015年以來，香港稅務局對香港稅收居民身份的管理越來越嚴格，針對每一間企業的

申請都會進行嚴格的調查和審查，如果該企業在香港沒有實際經營業務、沒有場地、沒

有人員、董事會不在香港舉行、董事也不居住在香港、在香港也沒有納稅等情形，香港

稅務局就不會給申請的企業發出香港居民身份證明書。

接下來，讓我們先看看香港稅收居民的定義。

根據香港稅務制度，“居民”的定義分為兩類：香港個人居民和香港公司居民。

對於香港公司居民而言,香港稅務部門正在採用其他司法管轄區常用的做法。也就是

說，在做法上兩者並沒有特別之處。例如，香港公司居民必須是在香港成立或組成的公

司 / 合夥 / 信託 / 團體；或者在香港以外成立或組成但在香港管理或控制的公司 / 合夥 

/ 信託 / 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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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沒有什麼好驚訝的。事實上，在香港以外成立或組成的公司 ，比如說一間BVI

公司，可以在另一種管轄範圍內成為稅收居民，這是國際稅務法中普遍認同的一種做

法。 由此可見，在許多人看來，“離岸”=“免稅”，其實是一種誤解。 因為在其他

國家/地區成立或組成的公司也是有可能成為公司居民的。

在香港以外成立或組成但在香港管理或控制的公司, 即公司整體日常業務營運的管理

或施行管理層決策，或由董事會制定管理政策等在香港執行。例如：一間擁有員工的

BVI公司，如果辦公室和公司交易都在香港進行，那麼這間公司將在香港進行納稅。

但這樣的好處在於，成為香港稅收居民即可申請“居民身份證明書”。

類似的法律和安排也存在於其他國家/地區，例如中國大陸及臺灣地區。

以下是申請人必須要做到/持有用以申請“香港居民身份證明書”的條件：

首先，公司在香港必須有營業地址。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即便公司在其他地方註冊，但是其管理和決策都在香港進行。這可以從公司管

理的事實進行判定。（請注意，下文的舉例並非詳盡無遺）例如，至少有一名董事成

員在香港有固定住所。如果董事中沒有常住香港的人員，需要說明公司如何及由何

人在香港行使管理和控制，並提供證明文件。舉個例子, 歷年來舉行的每一次董事會

議，公司需要能夠提供會議日期、出席的董事姓名、舉行會議的地點，以及經過討論

的事項詳情即通過的決議，會議記錄。

最後是其他參考因素，例如公司在香港有主要往來的銀行, 有至少一名主管及一名雇

員在香港有固定住所。

現在我們來看看如何做好中國大陸和香港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安排的申請吧！

自2015年11月1日起，申請人不需要夾附中國大陸稅務機關發出的轉介函。根據新

的規定，申請人只要就某一年獲發的居民身份證明書，一般可用作證明該申請人在該

年及其後連續兩年的香港居民身份。申請人無需就後述兩年提出居民身份證明書申

請。如申請人的情況發生變化或已經發生變化，不再符合享受安排待遇條件，則已發

出的居民身份證明書不能用作證明申請人在情況發生變化後的香港居民身份。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獲發居民身分證明書並不保證其一定能享受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

協定 / 安排。中國大陸的稅務機關會就該人士是否符合所有相關條件和是否可享受有

關待遇作出決定。

然而，如果中國大陸的稅務局拒絕接受，香港政府將會提供幫助。 比如你，作為香

港的納稅人認為大陸的稅務局不應拒絕給予其應享有的待遇，你可以向香港稅務局提

出申請，按照相關的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 安排中的相互協商程式，與中國大陸

稅務局進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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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級制利得稅已有
方案，或將改變香港
50年來的稅制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競選政綱中曾提出引入‘兩級制利得稅’（以下簡

稱‘兩級制’）措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表示，‘兩級制’已有方案，需與林鄭

月娥商量再適時公佈。他又指，會按實際需要增加公共開支，將來不排除會有赤字預

算。”——摘自《大公報》

早在競選時，林鄭月娥就提出“稅務新方向”的概念，建議香港對企業實行“兩級

制”，而企業的首200萬元的利得稅率也將從16.5%降至10%。她曾在工業總會週年

晚宴致辭時就表示：「政府會在創新及科技發展，展示更大決心及信心，以不同政策

協助業界發展。」由於目前香港企業投資研發的比例很低，只佔香港GDP的0.74%

，故期望鼓勵企業投資研發，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另據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所

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同事已經做了‘兩級制’方案，但要與行政長官商量完定

案後，在合適時間才公佈，而方案會牽涉修例，所以由何時實施要視乎在立法會進行

修例時的進展如何。」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說：「方案可為數以萬計的企業減稅40%，除減輕中小企

負擔，亦將加強香港營商環境的綜合實力，並有望吸引更多本地或海外公司來港設立

公司。」

而以下兩個案例更能客觀地展示“兩級制”政策對減輕企業稅務負擔的作用。

假如陳先生有一間經營良好的公司，年利潤達到五百萬港幣。如果用現時的稅制計算

方法，陳先生應繳納的利得稅為港幣825,000元（$5m x16.50%）。

而若採用“兩級制”計算方法，王先生應繳稅額則為：200,000.00+495,000.00=6

95,000.00。（計算過程見圖1展示）

也就是說，採用“兩級制”計算方法之後，年盈利超過200萬港幣的企業每年少繳納

的利得稅都可以達到港幣130,000元 ($2m x (16.5%-10%)之多。

宏傑建議：

其實在申請“香港居民身份證明書”之前，公司應該要做很多準備，以此來建立

一個“香港納稅居民的存在”，從而符合申請“香港居民身份證明書”的資格。 

令人遺憾的是，有很多客戶誤解了這一點，在沒有香港辦公地點的前提下申請“

香港居民身份書”。請注意，一旦提交申請，公司就無法進行修改，而如果申請

失敗，那一年的優惠政策也就永遠消失了。在我們服務的很多案例中，客戶認為"

表格填寫"的準備非常簡單，以至於在申請前並沒有通知我們。

宏傑作為一間擁有10多年經驗以100%成功幫助客戶申請及安排“香港稅收居

民”的專業公司，我們不僅提供申請“香港納稅居民”的服務，還有租賃辦公場

地，招聘員工，維護辦公職能等服務。

申請香港稅收居民的過程十分繁瑣，為了能順利快速的拿到居民身份證明書，宏

傑可以為客戶提供代理申請的服務，減少中間周轉環節。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歡

迎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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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兩級制”方案對於小企業而言會產生何種效果呢？

假設黃先生經營了一間小型企業，年利潤為180萬港幣。這個利潤是低於可課稅利

潤200萬的。所以，採用“兩級制”計算方法，王先生應繳稅額為港幣180,000元 

（$180m x10%）。而若採用現行稅率，黃先生則須繳納港幣297,000元 （$180m 

x16.5%）。兩者相差港幣117,000元，這對於一個中小型企業而言可謂是個不小的

數字。（如圖2）

通過以上案例，以下表格更能清楚顯示不同類型企業的減稅金額之對比：

企業類型 利潤多於200萬的大型企業 利潤少於200萬的中、小型企業

減稅金額 130,000 總利潤的6.5%

通過“兩級制”的方法，能夠讓中小企業減稅，從而有助於消除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

不公平。大企業自身享受很多優勢，擁有豐富的資源，其力量越大，責任也越大，理

應是納稅主力軍。另外，減稅可以讓中小企業更多的考慮如何成長發展，而不是擔憂

其盈利是否足夠繳稅。最後，為中小企業減稅，會吸引大批人才進行創業，這也是促

進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的一種方式。

不過，任何政策都是雙刃刀，“兩級制”也有其弊端。年初曾建議政府推出“兩級

制”的稅務學會，其理事黃銳強認為該措施將令政府每年稅收減少50億港幣，不過

相比庫房現在全年利得稅收入1400億，是較小的比例，政府能夠負擔。如果將來落

實“兩級制”，可以限制同一集團只有一間公司受惠，這樣操作可以防止有大公司借

助分拆濫用稅項減免。

宏傑觀點：

一直以來，香港都是很多優質企業的上市首選之地。此次“兩級制”的新政策，或將

改變香港50年來的稅制和稅率，這無疑對在港的中小企業是個利好消息。當今，境

外不少國家通過減稅來刺激其經濟增長，香港在稅制上提供優惠也有助於吸引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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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 （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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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元證券(香港)前負
責人被罰款並禁牌
半年香港證監會反
洗錢監管行動力度
正不斷加大

公司前來香港註冊，有助於提升整個香港商界的競爭力。即將公之於眾的“兩級

制”機制，可以有效地減輕中小企業的繳稅負擔。宏傑建議十月份會是一個註冊香

港公司的好機會，另外，對於現正運行的香港公司，可以將資源著重分配在投資研

發方面。

宏傑集團作為一間擁有30年豐富經驗的專業機構，一直為合作夥伴及其國際客戶

提供跨境稅收籌劃服務，可以為你規劃最為合適的公司架構，並為你選擇最適合的

司法管轄區。此外，我們還能為企業評估公司架構規劃所需的稅收協定，從最大程

度上提高企業的運營、會計和稅收效率，若你有任何需要，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香港證監會於5月22日公佈，暫時吊銷國元證券經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國元”)前負責人許林釗的牌照六個月，由2017年5月19日起至2017年11月18日

止。

香港證監會的調查發現，國元在處理客戶與未經核證，及與客戶無關連的第三者的

大批頻繁和不尋常資金調動時，未有進行適當查詢及足夠審查。單是兩名客戶所屬

帳戶內的第三者資金調動，便已合計涉及6.653億元。在該事件中，“兩名客戶的

帳戶在數次獲存入來自第三者的存款後不久，便被提取相等或相若金額的款項並轉

予數名其他第三者，而有關客戶的帳戶於關鍵時間並無進行任何證券買賣。此等可

疑交易模式，明顯意味著兩名客戶的帳戶曾被用作寄存帳戶或轉帳的管道。此外，

有部份從該兩名客戶收取第三者資金的國元客戶的帳戶活動，與他們聲明的資產淨

值或全年入息不符。”摘自《和訊財經》。

由於該事件，香港證監會認為國元證券的行為違反了《防止洗黑錢及恐怖份子籌資

活動的指引》、《打擊洗錢及恐怖份子資金籌集的指引》及《操守準則》，於今年

4月5日對國元進行譴責，並罰款450萬元。

從其報導可以得知，香港證監會在反洗錢方面的力度不斷加強，不僅對違反打擊洗

錢指引的持牌經紀公司譴責及罰款，甚至連公司的負責人也不放過。

然而，國元被罰並不代表該事件告一段落。由於許林釗在國元是負責處理及審批第

三者資金調動的負責人兼高級管理人員，他當時也是負責確保第三者資金調動符合

打擊洗錢規定的人員之一。因此香港證監會認為，國元的缺失部份可歸因於許未有

履行其作為國元負責人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職責，以確保國元已採取一切合理措施，

減低洗錢及恐怖份子資金籌集的風險。

由此可見，國元的高級管理層在沒有進一步查詢下，隨意地處理這些聲稱為還款予

或收取自“朋友”或“合作夥伴”的第三者資金調動，是含有法律風險的。而作為

經紀公司，許亦未向相關員工傳達有關打擊洗錢及恐怖份子資金籌集的政策和程

式，作為高級管理層是非常失職的行為，從而導致其被追究處罰。

倒楣的不僅僅是國元一間公司，早在今年3月，香港證監會公佈，粵海證券因處理

多宗由客戶帳戶向合作廠商轉帳，合共涉資逾億元的交易時，未有遵守反洗錢指

引，因此遭其提出公開譴責及判罰300萬港元。此外，2014年某中資券商因在防

洗錢活動上，犯有嚴重內部監控缺失及其他事項，遭香港證監會譴責及罰款600萬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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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二維碼

關注宏傑微信

（ ）本人希望以电邮方式收取《逍遥境外》

姓名（中文）

（ ）本人希望介绍我的朋友收取《逍遥境外》

（英文）

公司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宏傑香港总办事处  宏傑上海 宏傑杭州 宏傑澳门

地址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45-59号东美

中心1405-1406室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172号环

球大厦A座2402室

中国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218号

中联大厦1幢802室

澳门新口岸北京街174号广发商

业中心10楼E座

电话 （852）2851 6752 （86 21）6249 0383 （86 571）8523 0717 （853）2870 3810

传真 （852）2537 5218 （86 21）6249 5516 （86 571）8523 2081 （853）2870 1981

电邮 Enquiry@ManivestAsia.com Shanghai@ManivestAsia.com Hangzhou@ManivestAsia.com Macao@ManivestAsia.com

台湾客户免费专线：00800 3838 3800               中国客户免费专线：400 668 1987

请填妥以上表格，邮寄至：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172号环球世界大厦A座2402室（邮编：200040），或传真至：（8621）62495516，

也可以发电子邮件至：Shanghai@ManivestAsia.com

宏傑觀點：

證券業的反洗錢執法日趨嚴格。客戶的子帳戶轉款存在問題，是行業的灰色地帶。

實際上，針對券商等機構的違規現象，香港證監會於2016年12月便向所有持牌法

團發出通函，要求自今年4月18日起，券商須提交關於八大核心職能主管的名單，

以加強對高層的問責。

看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自己並不是券商，所以上文所述的案例距離你非常遙遠，

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舉個例子，如果你的朋友是個中國貿易商，他要借用“你的

帳戶”去進行一些轉帳的操作，請你務必拒絕。而且為了避免警方調查，我們建議

你務必保留一些交易證明，例如你自己的交易收據，而非其他人的。最重要的是，

你還必須清楚這些款項的來龍去脈以證明公司未涉嫌違規操作。

宏傑建議你的公司應加大監管力度，通過對員工的培訓，讓他們對客戶交易進行仔

細的查證和審查，在未經高層批准的情況下,請務必拒絕所有複雜及不尋常的大額

交易，審查的發現及結果應以書面方式進行妥善記錄。如果你的供應商讓你入賬至

非正常的銀行帳戶，或者讓你入賬至合作廠商來償還供應商所欠下的債務，請你務

必拒絕。這樣做的目的不僅僅是用來避免涉嫌洗錢操作，更重要的，你亦可以同時

防止遭遇電信詐騙。

與此同時，採取一切合理措施，以降低洗錢或恐怖份子資金籌集的風險。另外，也

要確保該等政策及程式有效及符合所有相關法定及監管規定。宏傑集團作為一間擁

有30年豐富經驗的專業機構，可以在跨境投融資規劃及管理方面提供法律援助，

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