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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定價 transfer pricing 的評税準則
當納税人與其關連公司 associated company 進行交易，包括貨物轉
售，知識財產(例如商標、專利權)轉讓，或者互相提供服務(例如銷
售業務、外判加工、財務管理)，基於兩者關係密切，税局會質疑
交易的轉讓價 transfer price 是否合理，會否減少香港的應收税款。

公司向位於內地的附屬公司
買貨，要小心釐定價格，如
果價格定得高於市價，税局
會質疑是否涉及避稅安排，
減少了香港公司的利潤，為
免日後的税務爭議，公司最
好擬備價格計算基礎，提供
理據及證明定價是按市場規
律而制定的 arm-length price。
廣義來說，轉讓定價的税務爭議可以發生在一切關連公司 associated
companies 間的交易，包括本地關連公司間的交易。對於兩間皆是
位於香港的關連公司間的交易，如果税局認為它們間的交易價涉及
避税，税局可援引反避税的稅例及案例予以打擊，見本書第 7.4 章。
一般人在税務上談及的轉讓定價 transfer pricing，是針對本地公司與
外地關連公司間的交易，本節論述亦是以此為中心。
香港的轉讓定價評税政策，主要參照 OECD〔即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公佈的準
則，所以香港的政策與國際上通用的大致相同。OECD 是以西方國
家〔尤其是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組織，總部設在法國，有 34 個成
國〔中國是合作夥伴，不是成員國，香港只是觀察員〕
。經合組織
的宗旨主要是幫助成員國實現可持續性的經濟增長和就業，提高生
活水準上升，以及保持金融穩定，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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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轉讓定價的評税政策，香港税務局在其執行指引 DIPN 46 有詳
細説明，讀者可到税局網站下載。

關於轉讓定價，税
局有執行指引第
46 號，長達 55 頁
(A4)，指引只有英
文版，沒有中文
版，兼且內容艱
深，一般市民未必
能讀懂。

按照 DIPN 46，關連公司 associated company 是指一方參與另一方的
管理 management、控制 control、或資金 capital，或是雙方受同一人
或同一公司管理、控制、或提供資金。

香港註冊的 H 公司與 BVI 註冊的
甲公司，皆由賈先生控制，按照
DIPN 46，這兩間公司屬於關連公
司，對於這兩間公司間的交易，
税局會考慮是否涉及避税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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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地賣俾外國公
司比本地公司平
三成，怕唔怕俾
税局查架?

我地同外國公
司又冇關連，查
都唔駛怕啦!

根據 OECD 指引，在判定轉移價是否合理，應按照「臂長原則 armlength principle」
，那是指以兩間獨立無關的公司在公開市場的定價為
基準，來檢測關連公司間的交易價是否合理。這項原則亦稱作「受
控之外的定價原則 uncontrolled price principle — 即兩個沒關連人士在
不受某一方控制情況下的交易定價」。簡而言之，就是税局會參照
「市場公開價 open market price」
，來考慮是否接納帳目內的交易價
作為計算應評税利潤。

長官好，臂長原則 arm
length principle，就係轉
讓定價既最高指示！

一般而言，基於香港的利得税率較外地的低，香港公司與其關連公
司在跨境貿易中所得的利潤應不會低於其合理利潤。即使香港公司
的帳目中的利潤較其應得的合理利潤為高，税局必會根據這帳目中
的利潤評税，而不會按納税人的要求作向下調整，除非外地關連公
司當地的税務機關按照與香港簽訂的雙重課税協議內的聯屬企業
條款 Associated Enterprises Article 作出適當的税務調整 appropriate
adjustment，以消除雙重徵税。若然，香港税局就會按照協議作適度
的税務調整，見 DIPN 44 Article 9。什麼是適當地調整香港的税負?
實務上，香港税務局不會將外地税務機關〔或內地税務機關〕多徵
的税款在香港的徵税內扣減，也不會用當地税務機關評算的轉讓價
來計算應評税利潤，而是按照 DIPN 46 內所頒佈的税務原則，來重
新釐定香港的税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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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N 46 的税務原則
如上面提過，DIPN 46 的税務原則大致上跟從 OECD 的「臂長原則
arm- length principle」
。衡量貨物轉移定價的方法有多種，常見的有：
比較不受控制的同類貨物價格 CUP Method、按公開轉售價推算轉讓
價 Resale Price Method、按成本加利潤推算轉讓價 Cost Plus Method。
另外，税局也會用功能分析法 functional analysis 來檢測香港公司的
利潤在其集團內是否合理的分配 whether there is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profits between the associated companies。
CUP 比較不受控制的同類貨物價格
CUP〔Comparable Uncontrolled Price〕的評税準則，是將轉讓價與不
受控制的同類貨物價格比較。不受控制的價格，是指該價格不受個
別人士或公司影響，即市場夠大並且公開。
要用這個方法來衡量貨物轉移定價是否合理，税局先要找到「不受
控制的同類貨物價格」
。但對於某些貨品，由於市場小，或者市場
中沒有同類貨品，因而税局便難以採用這個方法，那時，税局便會
考慮「Resale Price Method 按公開轉售價推算轉讓價」
。
例子解説
20013/14 課税年度
香港公司向外地關連公司支付購貨款總額：$12,000,000
每件貨品的市場公開價：$1,000
香港公司向外地關連公司的每件採購價：$1,200
按市場公開價的購貨開支：$12,000,000 x 1,000 / 1,200 = $10,000,000
購貨開支的差額：$12,000,000 - $10,000,000 = $2,000,000
報税表上的應評税利潤：$20,000,000
修正後的應評税利潤：$20,000,000 + $2,000,000 = $2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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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ale Price Method 按公開轉售價推算轉讓價
按公開轉售價 resale price 推算轉讓價。何謂公開轉售價? 那就是有
關貨物在市場上的公開銷售價，倘若它不在市場公開銷售，調查員
便在市場上找一些相近的或處於不同工序的貨物，然後將它們的市
場價格按情況調整至受查中貨物，看看兩者價格是否相差很大。如
果受查的是半製成品 work in progress，而市場上找到的是製成品
finished goods，那麼，所謂調整就是把製成品的市價減去加工成本
及合理利潤，來跟受查貨物的轉讓價作比較。假若税局找不到一些
相近的或處於不同工序貨物的公開價，這個方法便不合用，那麼，
税局就會考慮以成本來衡量有關貨物或服務的轉讓價。
例子解説
20013/14 課税年度
香港公司向內地關連公司支付購貨款總額：$40,000,000
香港公司向內地公司的每件採購價為 $100
有關貨品沒有在公開市場發售，但市場上有類似貨品，但質量較
差，每件平均售價為$60，與税局協商後，每件貨品的公平採購
價為 $80
經調整後的購貨開支總額：$40,000,000 x 80 / 100 = $32,000,000
購貨開支差額：$40,000,000 - $32,000,000 = $8,000,000
報税表上的應評税利潤：$50,000,000
修正後的應評税利潤：$50,000,000 + $8,000,000 = $58,000,000
Cost Plus Method 按成本加利潤計算轉讓價
以成本來衡量貨物轉移定價 cost plus method: 那是根據納税人的帳
目來釐定貨物的成本，然後就其貨物性質及風險，再加上一個合理
利潤值 mark-up profit margin，以計算其合理轉讓價。在釐定合理利潤
值時，調查員會參考市場上的資料，如「不受控制的同類貨物價
格」
。當然，釐定利潤值有時頗具爭議，因為納税人會提出以下論
點，以爭取税局接納他所訂的貨物轉讓價格為合理價格：
•

公司運作及生產的模式、效率與市場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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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擁有購買上或銷售上的優勢或劣勢
調查員用的成本計算的方法，與有關行業所用的有別
例子解説
20013/14 課税年度
香港公司向內地關連公司支付外判加工費總額：$60,000,000
香港公司是內地公司唯一客戶，據內地公司的會計報告，內地公
司的全年總開支〔不計董事酬金〕為 $40,000,000。
對於服務費，税局一般認為合理的利潤率為 20%，即合理外判利
潤為$8,000,000。
合理的外判加工費為 $40,000,000 + $8,000,000 = $48,000,000
外判加工費的差額：$60,000,000 - $48,000,000 = $12,000,000
報税表上的應評税利潤：$30,000,000
修正後的應評税利潤：$30,000,000 + $12,000,000 = $42,000,000

總的來説，為免税務爭議，納税人最好採用公開市場價格 open
market price，即採用公開市場中的同類貨品的非受控價格 CUP 作為
定價基準。

功能分析 Functional Analysis
除了上述幾種評税方法，税局還會考慮以有關集團的全球利潤
world-wide profits 為評算基準，然後按香港公司的功用 function 於全球
貿易的貢獻比率 contribution ratio 來推算香港公司的應評税利潤 (即
功能分析法 functional analysis) ，見香港 Asia Master Ltd 案例。
這個分析法是按香港公司於集團內的角色及功用 role and function、
投資規模 asset backing、公司規模及僱員人數 company size / employee
number、風險承擔 risk bearing 等因素來推算香港公司在集團內應該
分配到的利潤。
怎樣釐定「全球利潤」? 一般來說，税局會參照有關集團的綜合會
計帳目 consolidated accounts，找出集團的全球利潤及其會計準則，
然後按香港的評税原則及慣例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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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釐定「香港公司的功用於全球貿易的貢獻比率」? 當然，這個
是一個事實問題，而且頗具爭議，一般來說，税局會考慮香港公司
在集團的業務角色、性質、資產、工序、僱員人數等因素，如果在
公開市場中有同類公司、業務或產品可供比較，税局會參考市場資
料；如果沒有，就會透過談判解決，倘若税局與納税人不能達成協
議，税局就會按自己的計算方法向納税人發出估税，那麼，如果納
税人不滿估税，就只得循反對程序上訴，那時，納税人須提出理據，
推翻税局的計算方法。為避免引起税局挑戰，納税人最好自己事先
釐定一套合理的貨物轉讓定價準則。如何釐定合理準則？一些國
家，如中國、美國有既定指引，如果納税人的關連交易涉及這些國
家，最好遵從有關指引，以避免利潤被重覆徵税。如果沒有既定指
引，最穩當的做法就是按功能及風險來定價。什麼功能最能賺錢
呢？當然要視乎個案情況而定，一般來說，以最賺錢排先的功能依
序為：生產、技術、貿易、物流、會計。至於風險，即市場起落的
幅度和速度，按市場規律來說，當然是哪間公司承受的風險愈大，
它要求的回報 (即轉移售價) 就應該愈高了。
例子解説
20013/14 課税年度
公司資產及功能比重因子
公司規模及僱員人數比重因子
市場風險比重因子
應佔利潤比例

香港公司
3
2
4
--9
==

外地公司
2
2
2
--6
==

香港公司與外地關連公司的會計利潤總和為：$14,000,000，經税
局按香港評税原則及慣例調整的應評税利潤總和為：$15,000,000
香港公司應佔的應評税利潤：$15,000,000 x 9 / 15 = $9,000,000
香港公司報税表上的應評税利潤為： $8,000,000
香港公司的應評税利潤修改為： $9,000,000
以上資料由Raymond Yeung Tax Consultant 提供。網址www.rytc.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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