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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香港公司所屬的跨國集團在相關年度有進行關聯交易並且符合香港稅務條例中的相關條件規
定，有可能需按照香港稅例在 2020 年進行相關轉讓定價文檔的準備和申報工作。香港轉讓定價「三層
文檔 」包括國別報告通知、總體檔案和分部檔案，以及國別報告申報表 ( 其中包含國別報告 )。正如我
司在之前的稅務快訊中所述，一家香港公司首個可能需要完成國別報告以及總體檔案 / 分部檔案的會計
年度分別是 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 3 月 31 日。

事實上，如果您的香港公司和所屬的跨國集團符合某些條件，公司所屬的跨國集團應該已經準備或開始
準備相關轉讓定價文檔。我司現將香港各轉讓定價文檔的申報截止日期總結如下：

鑒於目前已臨近轉讓定價文檔的申報 / 準備截止日期，如果您的香港公司滿足相關條件，則必須在上述
截止日期前完成相應的稅務工作。我司很樂意根據您的需求協助您完成以上轉讓定價文檔之工作。

請參閱以下內容，以了解我司可提供的全方位服務範疇以及轉讓定價工作流程。  

背景

申報／準備截止日期 通用準則
年結日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的會計年度

年結日為
2020 年 3 月 31 日

的會計年度

國別報告通知

國別報告申報表
和國別報告

總體檔案和分部檔案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會計年度結束後 3 個月内

會計年度結束後 9 個月内

會計年度結束後 12 個月内

31/3/2020 30/6/2020 30/9/2020 31/12/2020 31/3/2021

國別報告通知
總體檔案

和分部檔案
國別報告申報表

和國別報告

國別報告通知
總體檔案

和分部檔案
國別報告申報表

和國別報告

公司財務年结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財務年结為
2020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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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特定的轉讓定價相關事宜，我司的工作流程通常包括以下階段：

即使您的香港公司因未符合某些門檻而無需準備上述的「三層文檔 」，其所進行的關聯交易均應符合
獨立交易原則。如果您的香港公司的關聯交易因不符合獨立交易原則而獲取了稅務利益，香港稅務局有
權對其關聯交易進行調整。稅務調整不僅會耗費大量的時間和成本，亦可能會產生額外的稅務負擔以及
不超過少徵稅款 100% 的行政罰金。故此，我司特此建議您盡早就貴公司的關聯交易尋求專業協助以
審視其關聯交易是否符合獨立交易原則。我司一般提供的轉讓定價服務範圍概述如下 :

服務内容及工作流程

風險評估 轉讓定價規劃 轉讓定價研究 轉讓定價文檔 解決爭議

• 評估現行關
聯交易的轉
讓定價風險 

• 就關聯交易
之稅務效益
方面分析可
改進的地方

• 根據相關轉讓
定價法規設計
並建議集團轉
讓定價策略／
政策 

• 優化集團業務
運營模式 

• 實現稅務效益
最大化並同時
降低轉讓定價
風險

• 進行轉讓定價分析 
，包括對各關聯方
在關聯交易中執行
的功能以及承擔的
風險進行詳細審查 

• 進行可比數據分析
以支持擬議轉讓定
價政策的合規性，
並測試現行轉讓定
價政策是否需要進
一步調整

• 準備同期資料 

• 準備分部檔
案、總體檔案
和國別報告 

• 就如何預備及
整理內部佐証
文件提供指導

• 準備辯護文檔 

• 與稅務機關溝
通協商 

• 處理調整事項 

• 就解決爭議後
提供稅務建議
以管理風險

規劃階段

轉讓定價研究
及

文檔準備階段

文檔擬備後的
跟進階段

• 進行初步訪談，了解集團背景並確定需關注的事項

• 識別轉讓定價風險及需要改進的地方

• 制定轉讓定價政策，重新劃分各關聯方所承擔的功能和風險

• 協助管理層實施新的營運模式和轉讓定價政策

• 審視現行或即將生效的轉讓定價協議和文件

• 進行可比數據分析並提供稅務建議

• 按照香港的轉讓定價文檔要求，準備總體檔案、分部檔案

和國別報告

• 審視在實施新轉讓定價政策後的財務狀況及稅務籌劃成果

• 若稅務機關對集團／公司的轉讓定價政策有所疑問，準備辯護文件

• 每 1-3 年定期審視轉讓定價政策，以使其依然符合最新的轉讓定價

可比數據及行業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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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的服務宗旨是與客戶建立起緊密的合作關係。我司注重與客戶建立和保持定期溝通，以保證我司可
以及時為客戶提供專業的服務，例如分析客戶的轉讓定價政策和相關文檔的準備要求、展開轉讓定價研
究並提供可提升稅務效益的專業建議，提醒客戶相關的稅務申報截止日期、準備並提交轉讓定價文檔及
協助客戶處理稅務局的信件或詢問並提供相關建議等。

此外，我司一直致力於為客戶提供可持續實施的轉讓定價方案，以確保客戶的關聯交易可以長期符合轉
讓定價法規的相關規定。我司的目標是通過我們的轉讓定價建議及合規籌劃，使得客戶在轉讓定價的合
規性和全球稅務效益最大化之間取得平衡。

我司通常在協助客戶進行轉讓定價研究的過程中，以兩個階段進行工作。在首階段，我司會先進行初步
的轉讓定價研究 ( 包括在相關的財務年度結束前審視客戶現行的轉讓定價政策和集團內部的關聯方交易
安排 )，以便客戶有足夠的時間在財務年度結束前進行內部調整，從而提高關聯交易的稅務合規性。在
下一階段，按照調整後的轉讓定價政策，我司會協助客戶完成轉讓定價文檔，使該文檔可作為調整後的
轉讓定價政策之有力佐證文件。

我們在本文件附錄中列示了一家香港公司需準備轉讓定價文檔的具體條件及門檻供閣下參閱。

我們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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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國別報告要求概述

如果跨國企業集團在其合併財務報表中列示的 2018 年集團合併總收入至少達到下列門檻金額，則該集
團在 2019 年會計年度被視為「須報告集團」：

1. 如果香港稅務居民企業作為須報告集團的最終控股企業，規定的門檻金額為集團合併總收入港幣 
68 億元； 

2. 如果須報告集團的最終控股企業是香港以外管轄區的稅務居民企業，並且該管轄區要求跨國企業集
團就該會計期間提交國別報告，該集團合併總收入在 2018 年會計期間至少達到該管轄區的法規所
規定的門檻金額，具體的門檻金額為該法規所規定的金額；或 

3. 如果最終控股企業是在香港以外管轄區的稅務居民企業，並無須提交上文第２點所述的國別報告，
規定的門檻金額為相當於 7.5 億歐元的貨幣金額 ( 以該稅務管轄區截至 2015 年 1 月的幣值換算 )。

國別報告通知

國別報告通知包含有關界定是否需要在香港提交國別申報表義務的相關信息。它要求提供有關跨國集團
企業、最終控股企業及其香港各實體的一系列詳細信息。

1. 須報告集團的香港實體（即使其最終控股企業並非香港實體）必須在有關會計年度結束後 3 個月內
向香港稅務局提交國別報告通知。 

2. 如果須報告集團有多個香港實體，只需要提交一份國別報告通知即可。 

3. 國別報告通知須在稅務局指定的國別報告網站系統，以電子方式向稅務局申報。在提交國別報告通
知之前，必須開立一個國別報告賬戶和取得專用的電子證書。 

4. 請注意，即使須報告集團獲豁免提交國別申報表 ( 含國別報告 )，他們仍須在香港提交國別報告通
知。

國別申報表和國別報告

國別申報表和國別報告包含了須報告集團在各個稅務管轄區的匯總信息，如收入的全球分配、所繳納的
稅款及其他經濟指標等。國別申報表還要求列出須報告集團所有實體的基本信息，包括其成立註冊之國
家 / 地區及其主要業務活動等資料。

判斷提交國別申報表和國別報告義務的規則比較複雜。關於國別申報表和國別報告要求的詳細判定條
件，請參閱下一頁。

如何判斷是否需要提交國別報告通知及申報表？

https://www.pkf-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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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國別報告義務

根據相關條例，如果「須報告集團」的最終控股企業是香港實體，在 2018 年 1 月 1 日開始或以後的每
個會計期間內，最終控股企業將須承擔提交國別報告的「首要義務」，在相關會計期間結束後的 12 個
月內，必須代表整個集團向稅務局提交國別報告申報表（含國別報告）。未能提交國別報告的納稅人可
能會受到處罰。    

次要國別報告義務

即使須報告集團的最終控股企業不是香港實體，在符合下列其中一項情況之時，須報告集團的香港實體
亦需要代表整個集團，在香港承擔向稅務局提交國別申報表（含國別報告）的「次要義務」 :

1. 最終控股企業無需向其稅務管轄地的稅務機關提交有關會計期的國別報告； 

2. 最終控股企業的稅務管轄地已與香港簽訂國際協議，但未有已生效之自動交換國別報告協議；或 

3. 最終控股企業的稅務管轄地已停止或多次無法成功向香港自動交換國別報告。

然而，即使符合上述其中一項條件，在下列情況下，須報告集團的的香港實體仍可獲豁免提交國別報告：

1. 有關會計期間的國別申報表由集團內另一香港公司代表須報告集團向稅務局提交；或 

2. 須報告集團已指定一個成員實體作為代母公司實體在其所在的稅務管轄區來代表集團提交國別報
告，而且國別報告是由香港或與香港有交換安排的稅務管轄區的代理母公司實體提交的。

判斷提交國別報告義務的程序頗為複雜，會視乎香港與有關稅務管轄區之間的交換安排執行情況而定。
如需更多信息，請與我們聯繫。

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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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檔案及分部檔案

總體檔案載有關於跨國企業集團的業務和轉讓定價政策的宏觀信息，包括跨國企業集團的組織結構和業
務、無形資產、融資活動、財務和稅收狀況。

分部檔案載有跨國企業集團在單個實體層面更詳細的信息和分析，包括跨國企業集團的概述、關聯方關
係和關聯方交易、各關聯方承擔的功能和風險、可比性分析、轉讓定價方法、可比數據分析結果以及得
出該轉移定價模式是否符合獨立交易原則的結論等。

在香港經營任何行業或業務並與關聯方進行交易的實體，都需要準備總體檔案和分部檔案，但符合下列
任何一項豁免條件的企業除外：

如何判斷是否需要準備總體檔案和分部檔案？

請注意，即使企業適用於上述任何關於總體檔案及分部檔案的豁免，稅務局仍建議納稅人應保留足夠的
佐證文件，以證明企業的所有關聯方交易均符合轉讓定價原則。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請與平時負責貴機構稅務事宜的 PKF 香港稅務經理或我們的稅務合夥人馮興年先
生聯繫 (henryfung@pkf-hk.com or +852 2806 3822)。

業務規模測試

年度總收入

年度總資產

員工人數（平均數）

不超過 4 億港元

不超過 4 億港元

不超過 100 人

如果香港企業符合上述任何兩項業務規模豁免條件（即「總收入」，「總資產」和「員工人數」中的
任何兩項低於相關門檻），將完全免於就該會計年度準備總體檔案和分部檔案。 

關聯交易測試 （4 類交易）

轉讓資產 ( 例如貿易 )

轉讓金融資產

轉讓無形資產

不超過 2.2 億港元

不超過 1.1 億港元

不超過 1.1 億港元

如果某一類別下的總交易金額低於相關門檻，企業則不需在分部檔案中涵蓋該類別的交易。
如果每個類別下的總交易金額均低於相關門檻，企業於該會計年度可獲完全豁免準備總體檔案和分
部檔案。

其他交易（例如服務） 不超過 4,400 萬港元

附錄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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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寶通中心二十六樓

聯繫我們

掃瞄二維碼以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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