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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免申報財務機構  

 

 

 《稅務條例》附表 17C 第 2 部把某些財務機構從申報財務機構之列

豁除，並界定這些財務機構為免申報財務機構。免申報財務機構無須識辨、

收集或申報關於申報對象的資料。以下段落描述每一類別的免申報財務機

構：  

 

1.  政府實體  

 

任何政府實體，均是免申報財務機構；但如有商業財務活動屬由指

明保險公司、託管機構或存款機構所從事的商業財務活動的種類，

則在與該活動相關的情況下承擔責任所產生的付款的範圍內，該政

府實體並非免申報財務機構。  

 

2.  國際組織  

 

任何國際組織，均是免申報財務機構；但如有商業財務活動屬由指

明保險公司、託管機構或存款機構所從事的商業財務活動的種類，

則在與該活動相關的情況下承擔責任所產生的付款的範圍內，該國

際組織並非免申報財務機構。  

 

3.  中央銀行  

 

任何中央銀行，均是免申報財務機構；但如有商業財務活動屬由指

明保險公司、託管機構或存款機構所從事的商業財務活動的種類，

則在與該活動相關的情況下承擔責任所產生的付款的範圍內，該中

央銀行並非免申報財務機構。  

 

4.  香港金融管理局  

 

香港金融管理局是免申報財務機構；但如有商業財務活動屬由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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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託管機構或存款機構所從事的商業財務活動的種類，則

在與該活動相關的情況下承擔責任所產生的付款的範圍內，香港金

融管理局並非免申報財務機構。  

 

5.  政府實體、國際組織、中央銀行或香港金融管理局的退休基金  

 

任何基金如符合以下說明，即屬免申報財務機構︰ 該基金由任何政

府實體、國際組織、中央銀行或香港金融管理局設立，以及向下述

受益人或參加者，提供退休利益、傷殘福利或死亡撫恤金  —  

 

(a)  屬現任僱員或前僱員 (或該等僱員所指定的人 )；或  

 

(b)  不屬現任僱員或前僱員。前提是提供該等利益、福利或撫恤金，

是作為他們為該實體、組織、銀行或金融管理局提供個人服務

的代價。  

 

6.  廣泛參與退休基金  

 

任何基金如符合以下說明，即屬免申報財務機構  —  

 

(a)  設立該基金，是為了向屬一名或多於一名僱主的現任僱員或前

僱員 (或該等僱員所指定的人 )的受益人，提供退休利益、傷殘福

利或死亡撫恤金 (或該等利益、福利及撫恤金的任何組合 )，作為

提供服務的代價；以及  

 

(b)  該基金  —  

 

( i)  沒有一個單一受益人有權得到該基金超過 5%的資產；  

 

(i i)  受政府規管，並向稅務當局作資料申報；以及  

 

( i i i)  符合任何以下條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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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於該基金屬退休計劃或退休金計劃，該基金的投資

收入，一般是獲豁免繳稅的，或該項收入獲押後徵稅，

或按一個經調低的稅率徵收；  

(B)  該基金收取的總供款 (從本段或本章第 5 或 7 段所描

述的其他基金，或從第 6 章「豁除帳戶」第 1 段所描

述的退休及退休金帳户作出的資產轉讓除外 )中，至

少 50%是來自營辦僱主的；  

(C)  僅在關乎退休、傷殘或死亡的指明事件發生的情況下，

方容許從該基金分發或提取款項 (轉接時分發予本段

或本章第 5 或 7 段所描述的其他退休基金，或分發予

第 6 章「豁除帳戶」第 1 段所描述的退休及退休金帳

户的款項除外 )，或有罰則適用於在該等指明事件發

生前進行的分發或提取款項；  

(D)  應用《稅務條例》附表 17D 所指的盡職審查規定所

列出的帳户合計及貨幣規則下，僱員對基金的供款

(若干獲批准的過期或後期補繳的供款除外 )，參照該

僱員賺取的收入而限定，或不得超過每年 $390,000。 

 

7.  有限參與退休基金  

 

任何基金如符合以下說明，即屬免申報財務機構  —  

 

(a)  設立該基金，是為了向屬一名或多於一名僱主的現任僱員或前

僱員 (或該等僱員所指定的人 )的受益人，提供退休利益、傷殘福

利或死亡撫恤金，作為提供服務的代價；以及  

 

(b)  該基金  —  

 

( i)  有不足 50 名參加者；  

 

(i i)  是由某僱主營辦，而該僱主既不屬投資實體，亦不屬被動

非財務實體；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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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符合所有以下條件  —  

(A)  有關僱員及僱主對該基金的供款 (從第 6 章「豁除帳

戶」第 1 段所描述的退休及退休金帳户作出的資產轉

讓除外 )，參照該僱員賺取的收入及補償而限定；  

(B)  並非該基金設立所在的司法管轄區的稅務居民的參

加者，無權取得該基金超過 20%的資產；  

(C)  該基金受政府規管，並向稅務當局作資料申報。  

 

8.  合資格信用咭發行人  

 

(1)  任何實體如符合以下說明，即屬免申報財務機構  —  

 

(a)  該實體屬財務機構，並僅因它是符合以下說明的信用咭發

行人，而屬財務機構︰該實體只在客户就其信用咭繳付的

款項，超過到期須付的結餘的情況下，方接受存款，而多

付的款項，  沒有立即退回該客户；以及  

 

(b)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或該日之前起，該實體已開始實施政

策及程序—  

 

( i)  以防止一名客户多付款項超過 $390,000；或  

 

( i i)  以確保任何客户超過 $390,000 的多付款項，於 60 日

內，退回該客户，  

 

而在每一上述情況中，均應用《稅務條例》附表 17D 所指

的盡職審查規定所列出的帳户合計及貨幣規則。  

 

(2)  就第 (1)(b)(i i )分段而言，客户多付的款項，並非指在有爭議的

收費範圍內的貸方結餘，但包括退回商品所致的貸方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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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豁免集體投資工具  

 

(1)  任何投資實體如符合以下說明，即屬免申報財務機構  —  

 

(a)  該投資實體是作為一項集體投資工具而受規管的；以及  

 

(b)  該投資實體的所有權益  —  

 

( i)  均由不屬申報對象的個人持有；  

 

( i i)  均由符合以下說明的實體持有—  

(A)  不屬申報對象；以及  

(B)  屬被動非財務機構，而其控權人不屬申報對

象。  

 

(2)  作為一項集體投資工具而受規管的某投資實體如符合以下說明，

則不得純粹因它發行以持有人形式持有的實物股份，而沒有資

格根據第 (1)分段屬免申報財務機構  —  

 

(a)  該投資實體在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後，不發行 (亦不曾發行 )

以持有人形式持有的實物股份；  

 

(b)  該投資實體在放棄該等股份後，廢除所有該等股份；  

 

(c)  該投資實體應用《稅務條例》附表 17D 所指的盡職審查規

定，並在該等股份交付贖回或作其他付款時，就該等股份，

申報按規定須申報的資料；以及  

 

(d)  該投資實體備有政策及程序，以確保盡快 (而無論如何在

2018 年 1 月 1 日之前 )將該等股份贖回或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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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由受託人申報的信託  

 

如在某信託的設立範圍內，其受託人是申報財務機構，並就該信託

的所有須申報帳户，申報所有按規定須依據《稅務條例》申報的資

料，則該信託即屬免申報財務機構。  

 

11.  補助學校公積金及津貼學校公積金  

 

(1)  根據《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第 279 章，附屬法例 C)為教師而

維持的補助學校公積金，屬免申報財務機構。  

 

(2)  根據《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第 279 章，附屬法例 D)為教師而

維持的津貼學校公積金，屬免申報財務機構。  

 

12.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  

 

(1)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 )註冊的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 (強積金計劃 )，屬免申報財務機構。  

 

(2)  根據《職業退休計劃條例》 (第 426 章 )註冊的職業退休計劃 (職

業退休計劃 )，屬免申報財務機構。  

 

(3)  《職業退休計劃條例》(第 426 章 )第 2(4)條所界定的匯集協議，

如僅適用於 2 個或以上的參與職業退休計劃，則該匯集協議屬

免申報財務機構。  

 

(4)  凡投資於某《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一般 )規例》 (第 485 章，附屬

法例 A)第 2 條所界定的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的所有投資，均只來

自以下一類或兩類計劃  —  

(a)  強積金計劃； 

(b)  職業退休計劃，  

則該基金即屬免申報財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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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述政策旨在把強積金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從申報財務機構之

列豁除。因此，若某匯集協議 (匯集職業退休計劃 )及某核准匯集

投資基金的成員受限制只可參加強積金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

則該匯集協議 (匯集職業退休計劃 )及該核准匯集投資基金亦可

獲豁免，無須申報。依循這原則，假如某項核准匯集投資基金

只接受單一個符合上文第 (3)項要求的匯集職業退休計劃的投資，

則該核准匯集投資基金亦屬於免申報財務機構。  

 

13.  儲蓄互助社  

 

根據《儲蓄互助社條例》 (第 119 章 )註冊的儲蓄互助社，屬免申報財

務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