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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增值稅轉型改革﹖
今年開始，中國政府修訂了施行了十五年的《增值稅暫行條例》，實行了「增值稅轉型改革」，
這是中國稅制改革中的一項重大舉措。這是外資企業的投資者和管理人員，特別是財務會計
專業人士所關心的。不過﹐不少讀者對中國稅制的了解程度不一，特別是對稅制中的一些專
有名詞和理論名稱知之甚少，所以常常讀不懂稅法，對有關報道和做法不甚了了。筆者就常
常接到學生和香港會計專業人士的查詢﹕什麼是增值稅轉型﹖增值稅轉型對投資者有何好處﹖

從

簡單地說，所謂「增值稅轉型」其實是由今年 1 月 1 日起，把一向施行的「生產型增值稅」改為
「消費型增值稅」，所以要修訂後重新公布新的《增值稅暫行條例》。至於增值稅轉型後對投資者(或
者說納稅人)有何好處﹖一句話——減了稅。

【最初源自法國】
增值稅的稅收形式最初出現於法國，後來被世界各國相繼採用。徵收增值稅一般有二種形式，即「生
產型」和「消費型」，即以生產過程中的增值額或以消費過程中的增值額徵稅，其中各有不同的計算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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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額的要求和方法。增值稅的一大優點是能夠避免生產專業化過程中的重複徵稅問題。1994 年，中
國為適應改革開放引進外資的需要，大刀闊斧地進行了大規模的稅制改革，決定引入開徵增值稅，當
年決定選擇採用「生產型增值稅」。其中有兩個主要原因﹕一是出於財政收入的考慮；二是為了抑制
投資膨脹。隨着市場經濟體制的全球化縱深發展，世界上絕大多數國家徵收增值稅時，都採用了「消
費型」這一模式，中國境內的內、外資企業的經營管理人員和投資者，要求改革增值稅徵收模式，以
減低稅負增加國際市場競爭力的呼聲日盛，中國政府也感到推行增值稅轉型日見必要。為了取得經驗
和察看影響，中國政府早在 2004 年 7 月 1 日起先在東北三省老工業基地中部地區六省二十六市，先後
實行改革增值稅的試點。結果，試點工作四年來運行順利，並達到預期目標。

【減稅力度最大】
於是中國政府決定從 2009 年 1 月 1 日起，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成為新中國歷史
上單項稅制改革減稅力度最大的一次，其主要內容是﹕
從今年起，在維持現行增值稅稅率不變的前提下，允許全國範圍內 (不分地區和行業)的所有增
值稅一般納稅人抵扣，而新購進設備所含的進項稅額，未抵扣完的進項稅額結轉下期繼續抵扣。
為了防止稅收漏洞，將與企業技術更新無關，且容易混為個人消費的，應徵收消費稅的小汽車、
犘托車和遊艇排除在上述設備之外。
要注意的是，固定資產主要是指機器、機械、運輸工具，以及其他與生產、經營有關的設備、
工具、器具。房屋、建築物等不動產不能納入抵扣範圍。

若希望一旦婚姻失敗減少離婚時財務賠償爭拗，建議夫婦建立婚前或者婚後協議，以求在婚姻
失敗的時候能減少糾紛出現的機會。惟他強調，無論婚前協議或者婚後協議均無法律約束力，只是
讓法庭作為參考。
若希望法庭就協定內容執行判決，協議須符合以下條件獲勝算較大﹕
1)
2)
3)
4)

協議裏有關離婚時財務的條文是公平的；
在簽處協議前，雙方各有獨立的法律顧問；
在簽處協議前，每一方都充分和誠實地向對方透露他們各自擁有的資產價值和收入；
當中沒有涉及「不當影響」，就是說雙方在簽處協議時，都沒有受任何壓力影響。

如沒有遵守以上四個條件，法庭可能完全不理會協定內容。此外，法院對婚後協議比婚前協議
更為重視，因為婚後雙方關係更加平等。事實上，衛達仕國際律師事務所提供的保障財產意見，很
多都是婚前已要開始準備，例如不要給予配偶奢華的生活、不要鼓勵配偶放棄事業等，看來帶有強
烈的自我防衛和不信任，對此，會否等於埋下破壞婚姻的炸彈﹖有關的建議只針對「如何在離婚時
減少另一方的潛在性索償」，而這是很多人常問的問題。他反而質疑部分人不是為了真愛，反為謀
取離婚所得賠償而結婚感到可惜。
協議其實有助強化婚姻，例如簽訂了協議之後，富有的一方通常有更大的安全感。他們大多覺
得另一方跟他們結婚是真正為了愛情而不是金錢。經濟能力較弱的一方也會有更多安全感，因為沒
有協議的話，他們可能常常都擔心對方以為他們結婚只為了錢。協議能建立一個互信的平台。
協議最大的優點，在於有關離婚的財務條文，都獲雙方預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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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加入國際稅源爭奪戰
長期以來，無論是學者、專家，抑或是投資者和管理人員，特別是財務會計專業人士，面對中國
企業的業績，都會搖頭嘆息，仰天長嘯，在他們
眼前所展示的財務會計報表上反映的是﹕國企
虛盈實虧、外企虛虧實盈。
原因是國企中有眾多的「三角債」——你欠
我，我欠他，他欠你，連環借貸，信譽失效。儘
管以鐵腕治金融著稱的朱鎔基曾大筆一揮，下令
「砍一批(即撇賬一批)、撥一批(即財政撥款給企
業償債)、貸一批(即指令銀行以專項貸款形式貸款給企業償債)」強制清理三角債。無奈年深月久，積
重難返，又要顧及企業的持續經營和職工的工資、獎金，不少企業不願因撇賬而致「赤他一片紅」而
令領導人拋卻「烏紗帽」，致令「紅頂商人」依舊在「皇帝的新衣」般的美麗會計報表上慷慨陳詞、
蹁躚起舞。在面對暗淡燈火中瑟縮貨倉裏大量的殘次品、高成本貨物無人問津而又不能削價(非不為
也，實不能也)而日漸走向消亡的「資產」低聲飲泣，高聲謾罵而不聞不問……紅頂商人將面對急步而
來的國企改革和中紀委。一張張虛盈實虧的面紗將被揭開……
至於長袖善舞的外企商家卻不會如此自掘墳墓般的自欺欺人的「自保資產」，他們最喜歡的是「撇
賬」和「撥備」，撇、撇、撇、撥、撥、撥，賬上愈紅我愈「紅」﹔而且來中國投資，倒也學到了中
國儒家的「孝悌」思想，在未分紅之前先把利潤轉給公司和兄弟公司，自己卻「一貧如洗」。年復年，
月復月的在「慘淡經營」，大嘆生意難做……這決不是筆者靈感頓至的《幻想曲》和《咏嘆調》，而
是出於會計本能，「憑單入賬」而已﹗
君不見中國商務部不久前公佈的數據﹕從 1979 至 2008 年底，歷年註冊成立的外商投資企業累計
達六十六萬戶左右，累計實際使用外資金額約為 8800 億美元，自 1992 年起，中國已連續十六年成為
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國家。然而，在這些令人欣喜的數字後面，卻也
存在着這樣一個事實﹕總數在六十六萬多家的外企中，有相當部分企業
長期處於虧損狀態，而這些企業長虧不倒，反而愈做愈大﹗
何故﹖其司馬昭之心與醉翁之意，只有一個「秘笈」——如同項莊
舞劍﹕外資虧損，老在避稅。不過，有避稅可能，就有反避稅﹗
避稅與反避稅已經成了跨國公司和各國稅務機關的一場公開的戰
爭。
反避稅，其實是國際稅源的爭奪。曾幾何時，香港政府、中國政府
和中外投資者在香港，也有過所謂「避稅天堂」的議論，筆者記憶猶新，
香港曾被指為「避稅天堂」，後來港府和中國有關方面都出來公開否認。
是否避稅天堂並不重要，重要的是﹕有避稅就反它就是了。目前，
世貿和各國政府都在掀起一場新的貿易戰—國際稅源爭奪戰。中國為維護自身稅收利益，也高調地積
極投入這場新的爭奪戰，中國如何備戰和作戰﹖下文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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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億中港地下錢莊搗破
揭大部份黑錢流入本港樓市股市
深圳公安在國家外匯管理局及銀行協助下，近日搗破 26 家活躍中港的非法地下錢莊，行動中拘
捕 71 人及凍結 371 個戶口，涉及金額合共 1,000 萬元(人民幣，下同)，折合港幣約 1,138 萬元。公安
指涉案地下錢莊過去一年已為客戶調動逾 127 億元來港，大部份流入本港股市及樓市。
據悉，涉案的 26 家地下錢莊由不同家族經營，錢莊的每名成員分工明確，有人負責轉賬、有人
負責記賬、有人去提取現金、有人負責統計等；而各錢莊間均有聯繫，如果一家出現資金緊絀，就會
向另一家錢莊借拆。

『拘 71 人 撿現金逾 800 萬』
上月 22 日下午 3 時，深圳市公安局經濟偵查局聯同中國人民銀行深圳市中心支行、國家外匯管
理局深圳分局派來的 18 人，兵分多路，在深圳福田及羅湖區一舉搗破了 26 家地下錢莊，當場拘捕涉
案者 71 人，其中刑事拘留 38 人，行政拘留 15 人。當場撿獲現金 800 多萬，銀行提款卡 629 張，用
作儲存客戶資料的記憶卡 271 張、電腦 17 部、POS 機兩部，存摺 155 本、數簿 95 本、印章 120 枚以
及 2,000 份交易紀錄；另外凍結 371 個賬戶涉及 1,000 萬元。公安指該 26 家地下錢莊主要為廣東的客
戶將資金調動來港，資金主要投入股市及樓市，估計過去一年涉及的金額達 127 億元。
負責是次行動的深圳市公安經濟偵查局七大隊隊長張展寧指，這些錢莊設在租用的商住樓宇，設
備簡陋。例如由廣東普寧一個家族經營、設在書城大廈的一家地下錢莊，單位內只僅設電腦及傳真機，
而單位內最多及最大的就是保險櫃。據悉，地下錢莊的利潤主要來自匯率差價、手續費及放貸，一般
每筆錢收取千分之五手續費，若加上千分之一的匯率差價，匯一筆 100 萬元就有 6,000 元純利。一個
地下錢莊一天可有 800 萬元以上的交易，即每日純利達 4.8 萬元，這還沒計算放貸的利息收入。
07 年 6 月，深圳公安偵破由女港商杜玲經營的地下錢莊，當時杜玲在港還經營 6 間找換店，平時
每天的交易額達 800 萬以上；08 年杜玲被判入獄 6 年及罰款 50 萬元。

ѩপΏߏώົࢍְચٙΏཱིௐˬȈ˛ഇĄѩΏཱི۞በОߏࠎ˞Шώົࢍְચٙ۞ռˠ͗މĂдռˠ
ְચ˯۞યᗟ೩ֻ˘ֱ͔Ąᅦ˭ࡶԓ୕˭זഇ۞఼ੈĂኛԁ˭Еа୧ĂаώົࢍְચٙĄ
ࡶڍᅦ˭ѣЇңႷયĂΞֽٕܫ(852) 2789 2303Ղ̈ؓᓑඛĄ!
 !ؖЩĈ!

ᓑඛྖĈ!

̳ΦЩჍĈ!

ᓑඛгӬĈ!

ฎгӬĈ

ௐ!α!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