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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進出境物品超 50 元將須納稅 
        近日各大海外代購網站紛紛表示近日各大海外代購網站紛紛表示近日各大海外代購網站紛紛表示近日各大海外代購網站紛紛表示，，，，將大幅增加代購價格將大幅增加代購價格將大幅增加代購價格將大幅增加代購價格，，，，原因是海關總署日前發布公告原因是海關總署日前發布公告原因是海關總署日前發布公告原因是海關總署日前發布公告，，，，從從從從 9 月月月月

起把個人郵寄物品應徵進口稅稅額的起徵點從人民幣起把個人郵寄物品應徵進口稅稅額的起徵點從人民幣起把個人郵寄物品應徵進口稅稅額的起徵點從人民幣起把個人郵寄物品應徵進口稅稅額的起徵點從人民幣 500 元下調到元下調到元下調到元下調到 50 元元元元，，，，超過超過超過超過 50 元的物品就要收稅元的物品就要收稅元的物品就要收稅元的物品就要收稅

了了了了。。。。對於此次調整對於此次調整對於此次調整對於此次調整，，，，不少人認為將嚴重打擊海外代購業務不少人認為將嚴重打擊海外代購業務不少人認為將嚴重打擊海外代購業務不少人認為將嚴重打擊海外代購業務，，，，對此海關總署昨天明對此海關總署昨天明對此海關總署昨天明對此海關總署昨天明確回應稱確回應稱確回應稱確回應稱，，，，海外代購海外代購海外代購海外代購

本來就應作為本來就應作為本來就應作為本來就應作為「「「「貨物貨物貨物貨物」」」」納稅納稅納稅納稅，，，，作為作為作為作為「「「「物品物品物品物品」」」」涉嫌逃稅涉嫌逃稅涉嫌逃稅涉嫌逃稅。。。。據悉據悉據悉據悉，，，，海關總署發布海關總署發布海關總署發布海關總署發布《《《《公告公告公告公告》》》》稱稱稱稱 9 月月月月 1 日開始日開始日開始日開始，，，，

將對個人郵寄進出境物品應徵稅額進行調整將對個人郵寄進出境物品應徵稅額進行調整將對個人郵寄進出境物品應徵稅額進行調整將對個人郵寄進出境物品應徵稅額進行調整，，，，個人郵寄物品進口應徵稅稅額起點從個人郵寄物品進口應徵稅稅額起點從個人郵寄物品進口應徵稅稅額起點從個人郵寄物品進口應徵稅稅額起點從 500 元調到元調到元調到元調到 50 元元元元。。。。

海關總署監管司有關負責人表示海關總署監管司有關負責人表示海關總署監管司有關負責人表示海關總署監管司有關負責人表示，，，，認為認為認為認為《《《《公告公告公告公告》》》》提高了海外代購成本提高了海外代購成本提高了海外代購成本提高了海外代購成本，，，，是混淆了是混淆了是混淆了是混淆了「「「「物品物品物品物品」」」」和和和和「「「「貨物貨物貨物貨物」」」」

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 
 

        他表示他表示他表示他表示，，，，根據根據根據根據《《《《海關法海關法海關法海關法》》》》的有關規定的有關規定的有關規定的有關規定，，，，中國對進境商品區別為貨物中國對進境商品區別為貨物中國對進境商品區別為貨物中國對進境商品區別為貨物、、、、物品等不同監管項目物品等不同監管項目物品等不同監管項目物品等不同監管項目，，，，適用適用適用適用

不同的管理要求不同的管理要求不同的管理要求不同的管理要求。。。。物品具有物品具有物品具有物品具有「「「「非貿易性非貿易性非貿易性非貿易性」」」」的特徵的特徵的特徵的特徵，，，，進境後不得出售或出租進境後不得出售或出租進境後不得出售或出租進境後不得出售或出租。。。。顯而易見顯而易見顯而易見顯而易見，，，，海外代購的商海外代購的商海外代購的商海外代購的商

品具有牟利性品具有牟利性品具有牟利性品具有牟利性，，，，它將再次進入貿易領域它將再次進入貿易領域它將再次進入貿易領域它將再次進入貿易領域，，，，所以海外代購的商品不是物品所以海外代購的商品不是物品所以海外代購的商品不是物品所以海外代購的商品不是物品，，，，而是貨物而是貨物而是貨物而是貨物。「。「。「。「對於貨物對於貨物對於貨物對於貨物，，，，無無無無

論價值多少論價值多少論價值多少論價值多少，，，，都要照章納稅都要照章納稅都要照章納稅都要照章納稅，，，，這是一貫的這是一貫的這是一貫的這是一貫的。」。」。」。」此次發布的此次發布的此次發布的此次發布的《《《《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再次明確再次明確再次明確再次明確「「「「郵運進出口的商業性郵郵運進出口的商業性郵郵運進出口的商業性郵郵運進出口的商業性郵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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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接上頁接上頁接上頁）））） 

件件件件，，，，應按照貨物規定辦理通關手續應按照貨物規定辦理通關手續應按照貨物規定辦理通關手續應按照貨物規定辦理通關手續。」。」。」。」 

 

        有些海外代購商家企圖在有些海外代購商家企圖在有些海外代購商家企圖在有些海外代購商家企圖在 9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公告公告公告公告》》》》正式實施前利用所謂正式實施前利用所謂正式實施前利用所謂正式實施前利用所謂「「「「合理緩衝期合理緩衝期合理緩衝期合理緩衝期」」」」進行囤積進行囤積進行囤積進行囤積。。。。針對針對針對針對

這種情況這種情況這種情況這種情況，，，，海關總署已經要求各地海關加強郵遞海關總署已經要求各地海關加強郵遞海關總署已經要求各地海關加強郵遞海關總署已經要求各地海關加強郵遞、、、、快件管道進境個人物品的審核快件管道進境個人物品的審核快件管道進境個人物品的審核快件管道進境個人物品的審核，，，，嚴格區別親友間饋嚴格區別親友間饋嚴格區別親友間饋嚴格區別親友間饋

贈個人物品和商業性郵件贈個人物品和商業性郵件贈個人物品和商業性郵件贈個人物品和商業性郵件，，，，其中對商業性郵件一律要求按照貨物辦理進口手續其中對商業性郵件一律要求按照貨物辦理進口手續其中對商業性郵件一律要求按照貨物辦理進口手續其中對商業性郵件一律要求按照貨物辦理進口手續。。。。海關總署監管司有關海關總署監管司有關海關總署監管司有關海關總署監管司有關

負責人表示負責人表示負責人表示負責人表示，，，，新中國成立初期新中國成立初期新中國成立初期新中國成立初期，，，，商品匱乏商品匱乏商品匱乏商品匱乏，，，，經郵遞管道進出境物品總量較小經郵遞管道進出境物品總量較小經郵遞管道進出境物品總量較小經郵遞管道進出境物品總量較小，，，，主要為個人物品主要為個人物品主要為個人物品主要為個人物品。。。。從照從照從照從照

顧僑眷出發顧僑眷出發顧僑眷出發顧僑眷出發，，，，海關對進出境個人郵遞物品給予一定幅度的免稅優惠海關對進出境個人郵遞物品給予一定幅度的免稅優惠海關對進出境個人郵遞物品給予一定幅度的免稅優惠海關對進出境個人郵遞物品給予一定幅度的免稅優惠。。。。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大部大部大部大部

分進境郵件不再是親友間饋贈的物品分進境郵件不再是親友間饋贈的物品分進境郵件不再是親友間饋贈的物品分進境郵件不再是親友間饋贈的物品，「，「，「，「特別是最近一段時間特別是最近一段時間特別是最近一段時間特別是最近一段時間，，，，網購網購網購網購、、、、郵購郵購郵購郵購、、、、海外代購等業務發展迅海外代購等業務發展迅海外代購等業務發展迅海外代購等業務發展迅

速速速速，，，，從我們實際監管的情況中發現從我們實際監管的情況中發現從我們實際監管的情況中發現從我們實際監管的情況中發現，，，，一些不法分子企圖將所經營的進口貨物拆分成多票一些不法分子企圖將所經營的進口貨物拆分成多票一些不法分子企圖將所經營的進口貨物拆分成多票一些不法分子企圖將所經營的進口貨物拆分成多票，，，，偽報偽報偽報偽報為個人為個人為個人為個人

物品物品物品物品，，，，利用個人物品免稅額優惠規定利用個人物品免稅額優惠規定利用個人物品免稅額優惠規定利用個人物品免稅額優惠規定，，，，通過郵遞通過郵遞通過郵遞通過郵遞、、、、快件管道進境快件管道進境快件管道進境快件管道進境，，，，逃逃逃逃避避避避監管監管監管監管。」。」。」。」 

他表示他表示他表示他表示，，，，這種這種這種這種違違違違法行為法行為法行為法行為除除除除了將了將了將了將造造造造成國家稅收的成國家稅收的成國家稅收的成國家稅收的流失流失流失流失外外外外，，，，更更更更為重要的是為重要的是為重要的是為重要的是，，，，一一一一旦旦旦旦逃逃逃逃避避避避了對進口貨物的了對進口貨物的了對進口貨物的了對進口貨物的

管管管管制制制制，，，，包括安全包括安全包括安全包括安全、、、、衛生衛生衛生衛生、、、、品品品品質質質質等各種等各種等各種等各種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和和和和風風風風險很可能被消費者險很可能被消費者險很可能被消費者險很可能被消費者所所所所承擔承擔承擔承擔。。。。 
 

        起徵稅額大幅調起徵稅額大幅調起徵稅額大幅調起徵稅額大幅調低必然會使低必然會使低必然會使低必然會使這一這一這一這一「「「「優惠優惠優惠優惠」」」」打打打打折扣折扣折扣折扣，，，，那麼那麼那麼那麼此此此此舉舉舉舉是是是是否會導致賣否會導致賣否會導致賣否會導致賣家和家和家和家和買買買買家家家家放棄放棄放棄放棄代購代購代購代購，，，，從從從從

而而而而影響影響影響影響到個人到個人到個人到個人交交交交易網站的易網站的易網站的易網站的註冊註冊註冊註冊量和量和量和量和交交交交易量易量易量易量？？？？淘寶淘寶淘寶淘寶網網網網相相相相關負責人關負責人關負責人關負責人陶先生陶先生陶先生陶先生稱稱稱稱，，，，賣賣賣賣家家家家放棄放棄放棄放棄業務業務業務業務並並並並不現實不現實不現實不現實，，，，淘淘淘淘

寶也會寶也會寶也會寶也會對所有對所有對所有對所有賣賣賣賣家一家一家一家一視視視視同同同同仁仁仁仁，，，，不不不不會會會會因此對海外代購的因此對海外代購的因此對海外代購的因此對海外代購的賣賣賣賣家有家有家有家有相相相相應的應的應的應的「「「「補貼辨補貼辨補貼辨補貼辨法法法法」。」。」。」。陶先生陶先生陶先生陶先生認為認為認為認為，，，，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出出出出台相台相台相台相應應應應政策政策政策政策後後後後，，，，代購代購代購代購賣賣賣賣家家家家可能會覺可能會覺可能會覺可能會覺得一時得一時得一時得一時難難難難以接以接以接以接受受受受，，，，因為經營成本增加了因為經營成本增加了因為經營成本增加了因為經營成本增加了，，，，但當但當但當但當他們他們他們他們意識意識意識意識到到到到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

的的的的需需需需求求求求仍然存仍然存仍然存仍然存在時在時在時在時，，，，就不就不就不就不會放棄會放棄會放棄會放棄代購業務代購業務代購業務代購業務。」。」。」。」消費者也會覺消費者也會覺消費者也會覺消費者也會覺得得得得，，，，盡盡盡盡管管管管比比比比原來代購原來代購原來代購原來代購貴貴貴貴了了了了，，，，但還但還但還但還是是是是比比比比國國國國內內內內

大商大商大商大商場裡賣場裡賣場裡賣場裡賣的的的的便宜便宜便宜便宜。」。」。」。」陶先生也承陶先生也承陶先生也承陶先生也承認認認認會會會會有一些有一些有一些有一些店鋪店鋪店鋪店鋪因入不因入不因入不因入不敷敷敷敷出而出而出而出而被被被被「「「「自然淘汰自然淘汰自然淘汰自然淘汰」，「」，「」，「」，「比如比如比如比如他們的代購他們的代購他們的代購他們的代購

價高於或等於國價高於或等於國價高於或等於國價高於或等於國內零內零內零內零售價售價售價售價差差差差，，，，當然當然當然當然這這這這畢竟畢竟畢竟畢竟是一小部分是一小部分是一小部分是一小部分。」。」。」。」同時他同時他同時他同時他也也也也表示表示表示表示，，，，有有有有退退退退出的代購出的代購出的代購出的代購賣賣賣賣家家家家，，，，就就就就會會會會有有有有

新進入這行的新進入這行的新進入這行的新進入這行的，，，，終歸終歸終歸終歸都是因為都是因為都是因為都是因為消費者沒消費者沒消費者沒消費者沒有其他特有其他特有其他特有其他特殊殊殊殊的管道的管道的管道的管道低低低低價購價購價購價購買買買買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查察納稅人是否已適當申報應納稅所得查察納稅人是否已適當申報應納稅所得查察納稅人是否已適當申報應納稅所得查察納稅人是否已適當申報應納稅所得，，，，並循此追尋其禾桿並循此追尋其禾桿並循此追尋其禾桿並循此追尋其禾桿的珍珠的珍珠的珍珠的珍珠，，，，是所有稅務局都會做的是所有稅務局都會做的是所有稅務局都會做的是所有稅務局都會做的

例牌工序例牌工序例牌工序例牌工序。。。。網上參看香港稅務局網上參看香港稅務局網上參看香港稅務局網上參看香港稅務局 2 月下旬出版的月下旬出版的月下旬出版的月下旬出版的《《《《有乜新野有乜新野有乜新野有乜新野》》》》(What’s New)，，，，有多項訊息均是涉及納有多項訊息均是涉及納有多項訊息均是涉及納有多項訊息均是涉及納

稅人少報了應納稅收入而遭判罰的稅人少報了應納稅收入而遭判罰的稅人少報了應納稅收入而遭判罰的稅人少報了應納稅收入而遭判罰的，，，，包括租金包括租金包括租金包括租金、、、、薪俸收入及經營所得薪俸收入及經營所得薪俸收入及經營所得薪俸收入及經營所得。。。。看來稅局的各項查核是日趨嚴看來稅局的各項查核是日趨嚴看來稅局的各項查核是日趨嚴看來稅局的各項查核是日趨嚴

謹了謹了謹了謹了。。。。稅局一般向納稅人寄出的報稅稅局一般向納稅人寄出的報稅稅局一般向納稅人寄出的報稅稅局一般向納稅人寄出的報稅表都要求納稅人在表都要求納稅人在表都要求納稅人在表都要求納稅人在 1 個月內填回個月內填回個月內填回個月內填回。。。。如是新成立的公司如是新成立的公司如是新成立的公司如是新成立的公司，，，，稅局自動稅局自動稅局自動稅局自動

把這期限延至把這期限延至把這期限延至把這期限延至 3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方便納稅人適應做賬和申報的要求方便納稅人適應做賬和申報的要求方便納稅人適應做賬和申報的要求方便納稅人適應做賬和申報的要求。。。。若公司選擇以電子方式提交的若公司選擇以電子方式提交的若公司選擇以電子方式提交的若公司選擇以電子方式提交的，，，，還可多獲還可多獲還可多獲還可多獲

兩星期的延長兩星期的延長兩星期的延長兩星期的延長。。。。 

【【【【【【【【租租租租租租租租金金金金金金金金收收收收收收收收入入入入入入入入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報報報報報報報報】】】】】】】】        

        在此案例中在此案例中在此案例中在此案例中，，，，一位前任銀行高級職員被判逃稅罪名成立一位前任銀行高級職員被判逃稅罪名成立一位前任銀行高級職員被判逃稅罪名成立一位前任銀行高級職員被判逃稅罪名成立。。。。此君擁有此君擁有此君擁有此君擁有兩兩兩兩個收租物業個收租物業個收租物業個收租物業，，，，但只申報了其但只申報了其但只申報了其但只申報了其

中一個的收入中一個的收入中一個的收入中一個的收入，，，，並自認另一個物業為自住並自認另一個物業為自住並自認另一個物業為自住並自認另一個物業為自住。。。。兩個物業的按揭利息都申報了扣減兩個物業的按揭利息都申報了扣減兩個物業的按揭利息都申報了扣減兩個物業的按揭利息都申報了扣減。。。。涉及少報的租金收入涉及少報的租金收入涉及少報的租金收入涉及少報的租金收入

共約共約共約共約 120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逃稅約為逃稅約為逃稅約為逃稅約為 12 萬餘元萬餘元萬餘元萬餘元。。。。此君被判罪名成立此君被判罪名成立此君被判罪名成立此君被判罪名成立，，，，罰款罰款罰款罰款 20 多萬元及監禁多萬元及監禁多萬元及監禁多萬元及監禁 4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但獲緩刑但獲緩刑但獲緩刑但獲緩刑 18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此例中兩個物業都有做按揭此例中兩個物業都有做按揭此例中兩個物業都有做按揭此例中兩個物業都有做按揭。。。。按理按理按理按理，，，，此君身為銀行高級職員此君身為銀行高級職員此君身為銀行高級職員此君身為銀行高級職員，，，，且且且且有有有有兩個單位收租兩個單位收租兩個單位收租兩個單位收租，，，，應非普通見識應非普通見識應非普通見識應非普通見識

之輩之輩之輩之輩。。。。若是若是若是若是，，，，不可能不知道有關物業按揭的資料是可以在田土廳登記冊中看到的不可能不知道有關物業按揭的資料是可以在田土廳登記冊中看到的不可能不知道有關物業按揭的資料是可以在田土廳登記冊中看到的不可能不知道有關物業按揭的資料是可以在田土廳登記冊中看到的。。。。持有兩個需按月供持有兩個需按月供持有兩個需按月供持有兩個需按月供

款的單位款的單位款的單位款的單位，，，，如不放租取利如不放租取利如不放租取利如不放租取利，，，，單靠一單靠一單靠一單靠一份份份份薪金收入如何可長期維持薪金收入如何可長期維持薪金收入如何可長期維持薪金收入如何可長期維持？？？？有此疑點有此疑點有此疑點有此疑點，，，，不惹起稅局來查才怪不惹起稅局來查才怪不惹起稅局來查才怪不惹起稅局來查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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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虛虛虛虛虛虛虛報報報報報報報報慈慈慈慈慈慈慈慈善善善善善善善善捐捐捐捐捐捐捐捐款款款款款款款款】】】】】】】】 

        某君在某君在某君在某君在 2003/04 年度至年度至年度至年度至 2007/08 年度只捐了年度只捐了年度只捐了年度只捐了 200 元的慈善捐款元的慈善捐款元的慈善捐款元的慈善捐款，，，，卻虛報捐了共卻虛報捐了共卻虛報捐了共卻虛報捐了共 40 萬萬萬萬，，，，圖避交薪俸圖避交薪俸圖避交薪俸圖避交薪俸

稅共一萬六千多元稅共一萬六千多元稅共一萬六千多元稅共一萬六千多元。。。。此君罪名成立此君罪名成立此君罪名成立此君罪名成立，，，，被判被判被判被判 240 小時社區服務小時社區服務小時社區服務小時社區服務。。。。申報慈善捐款扣減申報慈善捐款扣減申報慈善捐款扣減申報慈善捐款扣減，，，，納稅人是要在填報納稅人是要在填報納稅人是要在填報納稅人是要在填報

稅表時附上有關正本收據的稅表時附上有關正本收據的稅表時附上有關正本收據的稅表時附上有關正本收據的。。。。如果只涉及一百幾十如果只涉及一百幾十如果只涉及一百幾十如果只涉及一百幾十，，，，推說是遺失了推說是遺失了推說是遺失了推說是遺失了，，，，稅局也可能不作追究稅局也可能不作追究稅局也可能不作追究稅局也可能不作追究，，，，因要考慮因要考慮因要考慮因要考慮

其工其工其工其工作人員的成本效益作人員的成本效益作人員的成本效益作人員的成本效益，，，，但此案例涉及幾十萬元但此案例涉及幾十萬元但此案例涉及幾十萬元但此案例涉及幾十萬元，，，，當然會問個清楚了當然會問個清楚了當然會問個清楚了當然會問個清楚了，，，，也許也許也許也許想好好想好好想好好想好好認識這位認識這位認識這位認識這位大大大大善人善人善人善人呢呢呢呢。。。。

虛報虛報虛報虛報 40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除除除除非已非已非已非已偽造好偽造好偽造好偽造好收據收據收據收據，，，，否否否否則則則則以為稅局不會以為稅局不會以為稅局不會以為稅局不會索閱憑證索閱憑證索閱憑證索閱憑證，，，，真真真真要問要問要問要問聲聲聲聲「「「「咁咁咁咁都得都得都得都得」」」」了了了了！！！！稅例稅例稅例稅例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慈善捐款的可扣慈善捐款的可扣慈善捐款的可扣慈善捐款的可扣除除除除上限是應納稅收入的上限是應納稅收入的上限是應納稅收入的上限是應納稅收入的 35％％％％。。。。捐得出捐得出捐得出捐得出 40 萬元為善萬元為善萬元為善萬元為善，，，，此人需報多少收入才此人需報多少收入才此人需報多少收入才此人需報多少收入才合合合合理理理理？？？？兩兩兩兩相相相相

對照對照對照對照一下一下一下一下，，，，稅局要查出其究稅局要查出其究稅局要查出其究稅局要查出其究竟真竟真竟真竟真是是是是話咁易話咁易話咁易話咁易。。。。 

【【【【【【【【借借借借借借借借人人人人人人人人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領領領領領領領領報報報報報報報報酬酬酬酬酬酬酬酬】】】】】】】】 

        某身為小某身為小某身為小某身為小頭目頭目頭目頭目的金的金的金的金融從融從融從融從業員利業員利業員利業員利用用用用下下下下屬戶口領屬戶口領屬戶口領屬戶口領取公司取公司取公司取公司發給他發給他發給他發給他的報的報的報的報酬酬酬酬。。。。每次從每次從每次從每次從下下下下屬處屬處屬處屬處收回報收回報收回報收回報酬後酬後酬後酬後，，，，就就就就

把款項把款項把款項把款項存存存存入自已及入自已及入自已及入自已及妻妻妻妻子的子的子的子的戶口戶口戶口戶口，，，，藉藉藉藉此減少應納稅收入此減少應納稅收入此減少應納稅收入此減少應納稅收入。。。。自自自自 2002/03 年度至年度至年度至年度至 2005/0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共少報了收共少報了收共少報了收共少報了收

入入入入共共共共 108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少納稅少納稅少納稅少納稅近近近近 20 萬萬萬萬。。。。此君罪名成立此君罪名成立此君罪名成立此君罪名成立，，，，被判罰款被判罰款被判罰款被判罰款近近近近 39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約是約是約是約是原原原原稅款的兩稅款的兩稅款的兩稅款的兩倍倍倍倍。。。。這是這是這是這是大蝦大蝦大蝦大蝦

細細細細的一個例子的一個例子的一個例子的一個例子，，，，可能是此行的可能是此行的可能是此行的可能是此行的慣慣慣慣例例例例。。。。其其其其實實實實這這這這樣樣樣樣做十做十做十做十分愚蠢分愚蠢分愚蠢分愚蠢，，，，因為下因為下因為下因為下屬屬屬屬一時一時一時一時受壓受壓受壓受壓可能可能可能可能屈從屈從屈從屈從，，，，心心心心中中中中必必必必然不然不然不然不

甘甘甘甘，，，，協同協同協同協同做做做做假假假假可不是可不是可不是可不是玩玩玩玩的的的的。。。。若日若日若日若日後翻臉後翻臉後翻臉後翻臉，，，，一一一一聲威脅聲威脅聲威脅聲威脅說要向稅局揭說要向稅局揭說要向稅局揭說要向稅局揭發發發發，，，，瞞瞞瞞瞞報報報報者者者者便一身便一身便一身便一身蟻蟻蟻蟻，，，，多多多多多多多多掩口費掩口費掩口費掩口費也也也也

要要要要付付付付。。。。而且這而且這而且這而且這種心種心種心種心理理理理威脅威脅威脅威脅可能長期可能長期可能長期可能長期存存存存在在在在，，，，何何何何苦苦苦苦！！！！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報報報報報報報報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營營營營營營營營所所所所所所所所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某某某某女士女士女士女士經營一經營一經營一經營一家地產家地產家地產家地產經經經經紀紀紀紀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於於於於 1999/2000 年度至年度至年度至年度至 2004/05 年度期年度期年度期年度期間間間間，，，，報出經營收入共報出經營收入共報出經營收入共報出經營收入共 400 餘餘餘餘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其其其其實際數字實際數字實際數字實際數字應是應是應是應是 900 多萬元多萬元多萬元多萬元，，，，即即即即少報了少報了少報了少報了 500 多萬元多萬元多萬元多萬元，，，，逃了逃了逃了逃了 55 萬元的稅款萬元的稅款萬元的稅款萬元的稅款，，，，被判被判被判被判監禁監禁監禁監禁 7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少報少報少報少報超過超過超過超過一一一一半半半半的收入的收入的收入的收入，，，，也也也也太過太過太過太過份了份了份了份了吧吧吧吧！！！！真想真想真想真想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她她她她是如何做得到的是如何做得到的是如何做得到的是如何做得到的，，，，可可可可惜惜惜惜稅局的報道稅局的報道稅局的報道稅局的報道未夠詳細未夠詳細未夠詳細未夠詳細。。。。 

【【【【【【【【扣扣扣扣扣扣扣扣稅稅稅稅稅稅稅稅單單單單單單單單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慎慎慎慎慎慎慎慎保保保保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納稅人有納稅人有納稅人有納稅人有責責責責任要任要任要任要保存好用保存好用保存好用保存好用以申以申以申以申請請請請扣稅的單據扣稅的單據扣稅的單據扣稅的單據，，，，如慈善捐款收據及如慈善捐款收據及如慈善捐款收據及如慈善捐款收據及進俢課程進俢課程進俢課程進俢課程收據收據收據收據等等等等。。。。最近最近最近最近不少納稅不少納稅不少納稅不少納稅

人均收到稅局的查人均收到稅局的查人均收到稅局的查人均收到稅局的查詢詢詢詢，，，，要求提供有關要求提供有關要求提供有關要求提供有關證證證證據據據據。。。。為了核為了核為了核為了核證證證證納稅人所報納稅人所報納稅人所報納稅人所報屬實屬實屬實屬實，，，，稅局還會稅局還會稅局還會稅局還會發信給發信給發信給發信給有關有關有關有關機構機構機構機構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以作查以作查以作查以作查證證證證，，，，納稅人不可不納稅人不可不納稅人不可不納稅人不可不慎慎慎慎。。。。根根根根據稅例據稅例據稅例據稅例，，，，只有只有只有只有支付給符合規定支付給符合規定支付給符合規定支付給符合規定的認可的認可的認可的認可機構機構機構機構的的的的費用費用費用費用才可才可才可才可依依依依據稅例申據稅例申據稅例申據稅例申

報報報報進修支進修支進修支進修支出出出出，，，，且且且且每每每每年不可年不可年不可年不可超過超過超過超過六萬元的限六萬元的限六萬元的限六萬元的限額額額額。。。。 

【【【【【【【【逃逃逃逃逃逃逃逃繳繳繳繳繳繳繳繳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稅稅稅稅稅稅稅稅】】】】】】】】 

        網上也有逃網上也有逃網上也有逃網上也有逃繳繳繳繳利得稅個案的報道利得稅個案的報道利得稅個案的報道利得稅個案的報道。。。。 

 

某某某某商商商商人人人人指示指示指示指示其其其其兼兼兼兼職會職會職會職會計誇大計誇大計誇大計誇大公司的公司的公司的公司的購購購購貨額貨額貨額貨額，，，，甚甚甚甚至至至至偽造偽造偽造偽造供應供應供應供應商發票商發票商發票商發票，，，，藉藉藉藉此高報成本此高報成本此高報成本此高報成本，，，，減減減減低低低低利利利利潤潤潤潤。。。。在有關在有關在有關在有關

年度內少報了利年度內少報了利年度內少報了利年度內少報了利潤潤潤潤 1760 餘萬元餘萬元餘萬元餘萬元，，，，逃稅逃稅逃稅逃稅 261 萬餘元萬餘元萬餘元萬餘元。。。。此人被此人被此人被此人被裁定裁定裁定裁定十項逃稅及一項行十項逃稅及一項行十項逃稅及一項行十項逃稅及一項行騙騙騙騙公共收入罪名成公共收入罪名成公共收入罪名成公共收入罪名成

立立立立，，，，判入判入判入判入獄獄獄獄 15 個月及罰款個月及罰款個月及罰款個月及罰款 130 多萬元多萬元多萬元多萬元，，，，約是逃稅款的約是逃稅款的約是逃稅款的約是逃稅款的五五五五成成成成。。。。另一另一另一另一商商商商人人人人則短則短則短則短報了利報了利報了利報了利潤潤潤潤 3440 餘萬元餘萬元餘萬元餘萬元，，，，且且且且

提交不正提交不正提交不正提交不正確確確確的報稅表的報稅表的報稅表的報稅表，，，，被判罪名成立被判罪名成立被判罪名成立被判罪名成立，，，，判入判入判入判入獄獄獄獄 18 個月及罰款個月及罰款個月及罰款個月及罰款 1170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約是逃稅款的一約是逃稅款的一約是逃稅款的一約是逃稅款的一倍半倍半倍半倍半。。。。粗略粗略粗略粗略

看兩個個案中看兩個個案中看兩個個案中看兩個個案中，，，，後者比後者比後者比後者比前前前前者者者者逃稅款要多逃稅款要多逃稅款要多逃稅款要多，，，，故故故故判罰判罰判罰判罰較重較重較重較重也也也也合合合合理理理理。。。。納稅人如在納稅人如在納稅人如在納稅人如在調調調調查中查中查中查中較配合較配合較配合較配合稅局的工作稅局的工作稅局的工作稅局的工作，，，，

使他們耗用較使他們耗用較使他們耗用較使他們耗用較少的時少的時少的時少的時間間間間和人和人和人和人手完手完手完手完成任務成任務成任務成任務，，，，有有有有望望望望可獲可獲可獲可獲較寬大較寬大較寬大較寬大的的的的處處處處理理理理。。。。只判罰涉及逃稅款的只判罰涉及逃稅款的只判罰涉及逃稅款的只判罰涉及逃稅款的五五五五成成成成，，，，是是是是屬於屬於屬於屬於

「「「「最低消費最低消費最低消費最低消費」」」」一一一一類類類類了了了了，，，，最最最最高可高可高可高可達達達達稅款的稅款的稅款的稅款的三倍三倍三倍三倍。。。。 

【【【【【【【【來來來來來來來來料料料料料料料料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工工工工工工工工與與與與與與與與進進進進進進進進料料料料料料料料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據據據據聞隨聞隨聞隨聞隨內內內內地地地地當局把當局把當局把當局把愈愈愈愈來來來來愈愈愈愈多的來料多的來料多的來料多的來料加加加加工工工工企企企企業當成業當成業當成業當成進進進進料料料料加加加加工來工來工來工來辦辦辦辦，，，，藉藉藉藉此納其入稅網此納其入稅網此納其入稅網此納其入稅網，，，，香港稅局也香港稅局也香港稅局也香港稅局也

質質質質疑疑疑疑過去凡過去凡過去凡過去凡見此見此見此見此類類類類營營營營生生生生便許便許便許便許予予予予百百百百分分分分之之之之五五五五十的十的十的十的免免免免稅是否稅是否稅是否稅是否過分寬鬆過分寬鬆過分寬鬆過分寬鬆。。。。聽聞聽聞聽聞聽聞可能會有可能會有可能會有可能會有覆蓋面甚廣覆蓋面甚廣覆蓋面甚廣覆蓋面甚廣的的的的翻翻翻翻案之案之案之案之

風風風風。。。。業業業業者者者者不知如何是不知如何是不知如何是不知如何是好好好好，，，，因為此業的因為此業的因為此業的因為此業的興旺興旺興旺興旺日子已成日子已成日子已成日子已成過去過去過去過去了了了了。。。。於於於於此此此此鳥鳥鳥鳥已已已已換換換換、、、、籠籠籠籠已已已已空空空空之之之之際際際際才來才來才來才來翻翻翻翻案案案案，，，，難免難免難免難免

令令令令人人人人覺覺覺覺得得得得「「「「灑灑灑灑向人向人向人向人間間間間都是都是都是都是怨怨怨怨」」」」也也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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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針針對對對外外外資資資生生生意意意失失失敗敗敗未未未能能能出出出糧糧糧   
東東東莞莞莞徵徵徵保保保證證證金金金港港港商商商叫叫叫苦苦苦   

        經營經營經營經營環環環環境日境日境日境日漸困難令漸困難令漸困難令漸困難令不少不少不少不少廠廠廠廠家家家家結結結結業業業業，，，，東莞東莞東莞東莞部部部部份廠份廠份廠份廠家家家家更更更更一一一一走走走走了了了了之之之之，，，，結果東莞市政府結果東莞市政府結果東莞市政府結果東莞市政府要為企業要為企業要為企業要為企業向向向向

員工員工員工員工代代代代繳薪金繳薪金繳薪金繳薪金，，，，涉涉涉涉及金及金及金及金額額額額達達達達 8,000萬萬萬萬元元元元（（（（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下同下同下同下同）。）。）。）。為對為對為對為對付付付付不負責不負責不負責不負責任廠任廠任廠任廠家家家家，，，，東莞決東莞決東莞決東莞決定定定定向廠向廠向廠向廠

家徵收原家徵收原家徵收原家徵收原材料材料材料材料入口入口入口入口保證金保證金保證金保證金。。。。香港工香港工香港工香港工業總業總業總業總會副會副會副會副主主主主席劉席劉席劉席劉展展展展灝灝灝灝稱稱稱稱，，，，近近近近 5,000 家家家家港港港港商將商將商將商將受影響受影響受影響受影響。。。。勞工勞工勞工勞工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升升升升不不不不停停停停、、、、原原原原料料料料價價價價漲與節能減排漲與節能減排漲與節能減排漲與節能減排要求提高要求提高要求提高要求提高，，，，令廠令廠令廠令廠家家家家今年今年今年今年的經營的經營的經營的經營越越越越見見見見困難困難困難困難。。。。劉劉劉劉展展展展灝指香港廠灝指香港廠灝指香港廠灝指香港廠商已商已商已商已走走走走到到到到

「「「「十字路十字路十字路十字路口口口口」，」，」，」，是時是時是時是時候決候決候決候決定定定定繼繼繼繼續前進續前進續前進續前進，，，，或收或收或收或收縮縮縮縮以以以以至結至結至結至結業業業業。。。。他他他他解釋解釋解釋解釋，，，，因為本月因為本月因為本月因為本月東莞市又東莞市又東莞市又東莞市又有新規有新規有新規有新規範範範範，，，，

對超對超對超對超越越越越業務合理規業務合理規業務合理規業務合理規模模模模的小的小的小的小型型型型外外外外資資資資來來來來料料料料加加加加工工工工商商商商，，，，徵收入口原徵收入口原徵收入口原徵收入口原材料保證金材料保證金材料保證金材料保證金。。。。 
 

向來料加工商開刀向來料加工商開刀向來料加工商開刀向來料加工商開刀    

        他表示他表示他表示他表示，，，，自自自自 3 月月月月 10 日開始日開始日開始日開始，，，，東莞東莞東莞東莞海關開始海關開始海關開始海關開始向沒向沒向沒向沒有有有有廠房廠房廠房廠房，，，，或或或或設備設備設備設備在在在在 1000萬萬萬萬元以下的來元以下的來元以下的來元以下的來料料料料加加加加工工工工

外商外商外商外商，，，，向向向向其原其原其原其原材料材料材料材料徵徵徵徵收入口收入口收入口收入口保證金保證金保證金保證金。。。。徵收徵收徵收徵收準則準則準則準則是其業務是其業務是其業務是其業務若若若若超超超超越越越越合理規合理規合理規合理規模模模模，，，，其進口原其進口原其進口原其進口原材料均須支付材料均須支付材料均須支付材料均須支付

相相相相等等等等金金金金額的額的額的額的保證金保證金保證金保證金。。。。換言之換言之換言之換言之，，，，廠廠廠廠家家家家若若若若要要要要力谷生意力谷生意力谷生意力谷生意，，，，需需需需要要要要更更更更多多多多資資資資本本本本。。。。劉劉劉劉展展展展灝灝灝灝稱稱稱稱，，，，東莞方面推東莞方面推東莞方面推東莞方面推出此項出此項出此項出此項

新新新新政策政策政策政策，，，，原因是原因是原因是原因是去年去年去年去年有外有外有外有外資資資資來來來來料料料料加加加加工廠工廠工廠工廠商商商商，，，，出現出現出現出現「「「「走佬走佬走佬走佬」」」」或或或或生意失敗未能向員工支付薪酬生意失敗未能向員工支付薪酬生意失敗未能向員工支付薪酬生意失敗未能向員工支付薪酬，，，，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東莞市政府東莞市政府東莞市政府東莞市政府要為企業要為企業要為企業要為企業向員工向員工向員工向員工代代代代繳付薪金繳付薪金繳付薪金繳付薪金，，，，涉涉涉涉及金及金及金及金額額額額達達達達 8,000萬萬萬萬元元元元。。。。現時現時現時現時位位位位於於於於東莞約東莞約東莞約東莞約 1.7萬萬萬萬家家家家港港港港商商商商

當當當當中中中中，，，，劉劉劉劉展展展展灝預灝預灝預灝預期期期期，，，，約兩至三約兩至三約兩至三約兩至三成成成成港港港港商將商將商將商將受影響受影響受影響受影響，，，，他不他不他不他不排除排除排除排除新規新規新規新規限限限限將在其他將在其他將在其他將在其他珠三角珠三角珠三角珠三角地區實施地區實施地區實施地區實施。。。。 
 

有港商曾拖糧囚有港商曾拖糧囚有港商曾拖糧囚有港商曾拖糧囚 8888 年年年年    

        內內內內地較地較地較地較早早早早時有時有時有時有傳聞指傳聞指傳聞指傳聞指一一一一名香港廠名香港廠名香港廠名香港廠家家家家，，，，於於於於東莞東莞東莞東莞經營經營經營經營鐘錶裝配鐘錶裝配鐘錶裝配鐘錶裝配業務業務業務業務，，，，於於於於當當當當地地地地聘聘聘聘用用用用數百名員工數百名員工數百名員工數百名員工，，，，由由由由

於於於於生意失敗生意失敗生意失敗生意失敗，，，，去年未能向員工支付薪金去年未能向員工支付薪金去年未能向員工支付薪金去年未能向員工支付薪金，，，，結果東莞市政府結果東莞市政府結果東莞市政府結果東莞市政府代代代代繳繳繳繳 500 多多多多萬萬萬萬元元元元。。。。政府政府政府政府其後其後其後其後與該名港與該名港與該名港與該名港商商商商

洽談洽談洽談洽談，，，，對對對對方仍未能償還款方仍未能償還款方仍未能償還款方仍未能償還款項項項項，，，，結果被判結果被判結果被判結果被判監監監監 8年年年年。。。。劉劉劉劉展展展展灝慨嘆灝慨嘆灝慨嘆灝慨嘆，，，，做老闆做老闆做老闆做老闆「「「「唔容唔容唔容唔容易易易易」。」。」。」。此外此外此外此外，，，，他表示他表示他表示他表示，，，，

廠廠廠廠商商商商今年仍面今年仍面今年仍面今年仍面對對對對請請請請人人人人困難局面困難局面困難局面困難局面，，，，由由由由於於於於內內內內地有地有地有地有更更更更多發展多發展多發展多發展機會機會機會機會，，，，珠三角招聘員工困難珠三角招聘員工困難珠三角招聘員工困難珠三角招聘員工困難已是已是已是已是常態常態常態常態。。。。今年今年今年今年

情況較情況較情況較情況較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已已已已略略略略有有有有改善改善改善改善。。。。據據據據東莞相東莞相東莞相東莞相關部關部關部關部門資料門資料門資料門資料顯示顯示顯示顯示，，，，今年春節今年春節今年春節今年春節後後後後工工工工人的人的人的人的復工率復工率復工率復工率為為為為 92％％％％，，，，較較較較去年去年去年去年

的的的的 89％％％％為高為高為高為高，，，，但當但當但當但當地企業地企業地企業地企業仍普遍缺仍普遍缺仍普遍缺仍普遍缺少少少少工工工工人人人人 10％％％％至至至至 30％％％％。。。。工工工工總已加強總已加強總已加強總已加強與廣東省及與廣東省及與廣東省及與廣東省及外外外外省省省省的的的的技術技術技術技術和和和和職職職職

業業業業訓練學校訓練學校訓練學校訓練學校合作合作合作合作，，，，招聘剛畢招聘剛畢招聘剛畢招聘剛畢業的業的業的業的學生員工學生員工學生員工學生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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