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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稅務總局早前發布《關於進一步簡化稅務行政許可事項辦理程序的公告》(國家稅務總

局公告 2019 年第 34 號)，表示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進一步簡化稅務行政許可事項辦理

程序，內容包括： 

 

� 壓縮辦理時間 

 對納稅人延期申報的核准、增值稅專用發票(增值稅稅控系統)最高開票限額審批、對採取

實際利潤額預繳以外的其他企業所得稅預繳方式的核定，自受理申請之日起 10 個工作日

內作出行政許可決定。對納稅人變更納稅定額的核准，自受理申請之日起 15 個工作日內

作出行政許可決定。 

 

� 簡併申請文書 

 取消《稅務行政許可申請表》中「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聯繫地址」欄次。對納稅人

延期繳納稅款、延期申報的核准，不再要求申請人填寫《延期繳納稅款申請審批表》、

《延期申報申請核准表》。 

  

� 減少材料報送 

 對納稅人延期繳納稅款的核准，不再要求申請人單獨提供申請延期繳納稅款報告、當期貨

幣資金餘額材料、應付職工工資和社會保險費等稅務機關要求提供的支出預算材料，改為

申請人在《稅務行政許可申請表》中填寫相關信息及申請理由。不再要求申請人提供連續

3 個月繳納稅款情況和資產負債表，由稅務機關在信息系統中主動核查。對納稅人延期申

報的核准，不再要求申請人單獨提供確有困難不能正常申報的情況說明，改為申請人在

《稅務行政許可申請表》中填寫申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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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前出席《稅務局服務承諾關注委員會》的例會。有委員提出因應今日的生意經營業績滑

落勁速，減皮撤租救亡招數盡出，仍是盈少虧多，一片愁雲慘霧之象。稅局可否高抬貴

手，容許納稅人申請延期繳付稅款？ 

局方答曰此渠道存在之久矣，可參看 IR1360 表格便知詳情。 

上網載得此表，名為《分期交稅申請 — 個別人士或獨資業務》。望之，與申請延交暫繳稅

者相差不大。 

內容雖是簡化，只要求申請者提交最近三個月的財務狀況，例如銀行月結單，每月平均收

入，包括薪俸收入、租金收入、營業利息及其他收入。每月開支，包括住宅租金、物業按

揭供款、家庭開支、個人開支及其他開支。還有債務還款以及其他相關資料。 

申請倘獲批准，獲延期的時限內，延期付款不需交附加費。期限過後仍不清繳者，則所欠

之款就要追加較高的附加費。 

局方需在收到納稅人的申請後，在 21 個工作天內答覆。這是稅務局對納稅人的服務承諾。

如此中有拖宕，納稅人可向稅局投訴。 

筆者覺得，在大家都有共識，成本能省則省的前題下，不是「冇佢唔得」的勞工必然是在

被栽之列。故平時文墨頗通，可為僱主對付稅局或其他與推銷貨物無關的人員，必已裁至

無影無蹤。因此，由僱主以被迫上馬地用「自僱」之身份填寫有關文件，例如必須的編制

短期現金流，「唔係嗰皮」者自會叫苦連天。 

所以，筆者覺得，若稅局同意 support，用個簡單方便之法來對待之，就是號令電腦多加一

項，稅單上顯示的 Due Date 全部延期一年或半年才付。此為暫緩，金額不改。到時可仍按

原來之數交納稅款，不影響公帑。如果有納稅人仍認為支援不足者，可另作申請。 

參考前幾年老人福利金之支付處理，陷入長期不能輕鬆解決之教訓，且試試以上方式，看

能否早日抵岸。 

延期交稅與盈虧處理 (1) 

筆者：馮培漳 (另於 2019 年 12 月 14 日刊登在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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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交稅與盈虧處理 (2) 

筆者：馮培漳 (另於 2019 年 12 月 14 日刊登在信報) 

想起來，還有一個辦法可以提出討論。甚多歐西之徵稅文明國家皆有此類稅付方式，就是

Loss Carryback 也，暫譯為「虧與盈再處理」，慢慢再「雅」之。 

什麼意思呢？舉例說公司在 2015至 2018年賺了錢，需交此幾年的所得稅。 

但是 2019 年有大虧損。前幾年賺的錢已按有關年度交了所得稅。已收之款不可退回。現

行的做法是：稅局只會讓納稅人在未來的年度內把虧損額與未來的利潤抵消。 

如稅法有「虧與盈再處理」之設立的話，納稅人可把上稱的虧損額與上幾年度的利潤相兌

處理，即把虧損額與上幾年之利潤對減，有最後盈餘者才納稅，已交之款可獲退還。這種

再處理一般有年期限制。納稅人宜留心，不可疏忽走雞了。 

這樣處理也有其道理。因做生意是日日打開門運作的，除非有意外，否則天天如是。也不

會有人說做多兩日便關門，除非早有此打算。 

所以，生意經營者的經營哲學是「長遠展望 in the long run」，不會一年一年、一單一單

計數的。此單無錢賺，下次賺翻佢！同行之間問人賺蝕，也會粗略打聽遠近況。當然也不

會推心置腹讓人知悉太多資料。賺了也不想人知，於是最多人說的是：「和和果果」吧。

或是「年頭賺，年尾蝕」就是最高境界的描述了。如果稅局有此「雅量」，既容許納稅人

享受「Loss Carry-forward」，何妨也可除着時代之需要，引入此「Loss Carryback」。 

若把生意的結算是以公司的整體存在為本的，即平時做的年結只是「暫記」，到公司真正

結束營業時才由頭到尾一次結出來，這個盈虧才是真實的盈虧，也是公司真實情況的最終

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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