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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登記

營業稅



2021/3/3

性質

 營業稅為年度定額登記稅。

徵稅對象

 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任何工商業性質活動的自然人
（個人）或法人（公司/團體），均須辦理營業稅登記；

 凡自資經營非受職業稅管制的經濟活動，概視為工商業
性質活動。

《營業稅規章》第二條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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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稅對象

 例子：醫生  職業稅課徵對象

綜合診所  營業稅課徵對象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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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方式

 須遞交一式兩份營業稅M/1格式開業/更改申報表辦理；

 上述表格適用於開業、更改資料或結業申報。

《營業稅規章》第八及二十二條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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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方式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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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申報

 凡擬從事任何工商業活動，最低限度在開業的可能日期
三十天前，須由本人或其授權人透過遞交一式兩份營業
稅M/1格式開業/更改申報表作出申報。

《營業稅規章》第八條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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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申報

 M/1第1欄：

 法人公司無須填寫股東/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個人身份資料。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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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申報

 M/1第2欄：

 商號名稱應盡可能反映實際經營之業務；

 不同語言（中、葡、英）之商號名稱必須相對應。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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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申報

 M/1第3欄：

 只需以文字敘述商號經營之業務。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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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申報

 M/1第4欄：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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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申報

 M/1第5欄：

 商號必須於預算開業日期或之後方可營運。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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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申報

 M/1第8欄：

 公司資本額必須與商業登記相同。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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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申報

 M/1第10欄：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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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申報

 M/1第13欄：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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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核實

 申請人（個人、公司或社團代表）須出示本人身份證明文
件正本、公司或社團代表之相關證明文件；

 代辦人須出示申請人身份證明文件正本或授權書；

 持不具簽名式樣身份證明文件之申請人須親臨辦理。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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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評定

 行業評定是將每一商號申報經營之業務拼合附屬《營業
稅規章》之「行業總表」相應的項目，以便財政局進行
行業之初步評定（即行業分類）；

 財政局按納稅人申報之業務作出行業之初步評定，並進
行臨時結算及徵收。

《營業稅規章》第十、十一及十二條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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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評定

 例子：申報之行業 評定之行業 （行業代號）

零售生果  新鮮蔬果零售業（62.01.06）
髮型屋  髮型屋及美容院（95.91.20）
出入口  出入口業 （61.09.20）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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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評定

 當納稅人申報開業後，財政局將進行開業調查以確定納
稅人申報之資料是否屬實，並作出行業之確定評定；

 確定評定是對初步評定作出確定或糾正，並隨即辦理倘
有的附加結算或撤銷。

《營業稅規章》第十四及十五條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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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評定

 例子：倘稽查人員在進行開業調查期間發現一間零售
韓國時裝的商號尚經營零售韓國化粧品之行業，
本局將對該商號作出下列確定評定：

申報經營之行業 初步評定之行業 （行業代號）

零售時裝  時裝零售業 （62.04.05）

實際經營之行業 確定評定之行業 （行業代號）

零售時裝  時裝零售業 （62.04.05）
零售化粧品  化粧品及香水零售業（62.05.19）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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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准照（牌照）

 除辦理營業稅登記外，倘從事之業務須受其他行政機關
監管，則必須向權限機關申領有關行政准照（牌照）；

例子：酒店  旅遊局

藥房  衛生局

物業代理  房屋局

 如僅辦理營業稅登記，並不構成從事受監管業務之許可。
《營業稅規章》第三、十一及三十二條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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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准照（牌照）

 M/1第9欄：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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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資料申報（須於事發日後十五天內申報)

 增加資本額；

 更改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納稅人地址或經營地點；

 增加新業務；

 註銷部份業務。

《營業稅規章》第八條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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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業申報（須於結業日後十五天內申報)

 當商號全部業務結束時，納稅人必須辦理結業申報手續；

 連同一式兩份所得補充稅M/1格式收益申報書及職業稅
M3/M4格式僱員或散工名表一併遞交；

 倘屬A組納稅人，可透過書面通知『所得補充稅A組稽查
及結算中心』有關結業商號之損益將於翌年一併申報；

 倘有關申報在上述期間以外作出告知，則業務之終止自
財政局收到有關告知之翌月起產生效力。

《營業稅規章》第二十二條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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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註銷登記

 倘商號連續關閉六個月，財政局有權取消其營業稅登記。

《營業稅規章》第二十二條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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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註銷登記

 例子一：稽查人員在進行對外調查期間發現某商號已不
存在於登記之場所地址，且現場已有另一商號
正在營運。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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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註銷登記

 例子二：某公司多年沒有遞交任何稅務申報表，而經
稽查人員調查後亦無法聯絡該公司的負責人。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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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無固定店號的企業或公司之登記

對象：

外地公司或商號向澳門特別行政區實體（包括個人、公司
或政府部門）提供服務時，必須辦理營業稅登記，但只限
於在本特區提供下列性質服務者：

 任何土木工程或與此有關的探測及研究業務；

 提供任何科學或技術性質之服務，包括普通顧問或協助
性質者。

《營業稅規章》第九條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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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無固定店號的企業或公司之登記

 例子一：外地公司向本地公司售賣一台機器。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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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無固定店號的企業或公司之登記

 例子二：外地公司向本地公司售賣一台機器，並同時向
該本地公司提供顧問及售後服務。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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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無固定店號的企業或公司之登記

 例子三：外地公司在澳門從事建築工程業務（但沒有受
本地公司約聘）。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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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無固定店號的企業或公司之登記

必須遞交文件：

 一式兩份營業稅M/1格式開業/更改申報表；

 經簽名認定之授權書或相關文件；

 M/1簽署人之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

 在註冊當地之註冊文件影印本或商業登記影印本；

 與居於本特區的自然人或法人簽署之服務合約影印本或
相關證明文件影印本。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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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無固定店號的企業或公司之登記

 M/1第7欄：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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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無固定店號的企業或公司之登記

本特區實體需注意事項：

 本特區實體向在澳門無固定場所的企業或公司作出支付
前，必須確保其已辦妥營業稅登記；

 倘該責任無被遵守，本特區實體必須對應繳的營業稅共
同負責，其按合約所支付的款項將不視作稅務費用；

 倘該責任無被遵守，享有豁免所得補充稅的本特區實體
處予按合約所支付的款項10%作為罰款。

《營業稅規章》第九條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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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稅之豁免

 本特區政府及其任何機關組織及機構；

 不牟利小學、中學及技術教育學校；

 報紙或雜誌出版人；

 自然人或法人以特別稅收制度代替營業稅；

 由特別法律指明豁免營業稅；

 位於海島市之商號，只需繳納載於「行業總表」固定稅
額之一半。

《營業稅規章》第六條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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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稅之豁免（稅務優惠）

 經刊登於12月31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27/2020號法律
《2021年財政年度預算案》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豁免
2021年之營業稅。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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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稅務登記 ≠ 行政准照（牌照）

 稅務登記 ≠ 商業登記

 豁免稅款 ≠ 豁免登記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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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

網址： www.dsf.gov.mo



財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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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職登記

表格：職業稅入職登記表(M/2)

遞交期限：入職日起計15天內

遞交文件：

 本地僱員或散工：澳門居民身份證副本

 外地僱員：

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副本或該證辦證收據之副本

香港居民身份證 / 港澳通行證 / 外國護照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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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注意

 為堵塞稅務申報漏洞，僱主在遞交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副本內，

必須載有經僱員簽署並聲明任職的事實，該段聲明如下：

本人聲明現受僱於 (僱主名稱)，並允許上述公司/商號/機構使

用所附之本人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向財政局辦理入職登記；本人

確認與僱主已建立勞動關係，並知悉僱主須為此向社會保障基

金申報及繳納強制性制度的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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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申報

表格：職業稅離職申報表(M/2A)

僱主遞交期限：

 員工離職日起至翌月底前

注意事項：

 正確填寫員工的稅務編號

 正確填寫離職日期 (員工最後上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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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員工繳納代扣稅款

表格：職業稅不定期稅收繳納憑單(M/B)

遞交期限：
 四月(第1季)、七月(第2季)、十月(第3季)及翌年一
月(第4季)的首15天

注意事項：
 第3欄：選擇“第三十二條四款”並填寫所屬季度
及年度

 第4欄：應繳款項 – 填寫代扣繳稅款的總額

 僱主附有“連帶責任關係”
5



申報員工年度總收益

表格：職業稅僱員或散工名表(M3/M4)

遞交期限：

 每年一月及二月份內

注意事項：
 11月份開始印製M3/M4名表，對在11月至12月份為新聘
員工遞交之M/2表，必須將員工資料自行填寫在名表上。

 董事(例如收取董事袍金)，監察會及任何公司其他內部
機構的成員，以及個人名義商號的經理亦被視為僱員，
須以僱員方式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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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第3欄：總金錢收益 - 在年度任職期間之薪金
總數，包括不課稅收益

 名表上的總金錢收益金額合計，應與公司帳
目內之人事費用金額相等

 倘在同一稅務年度內，員工曾獲發第36條及
第32條稅務編號及繳納職業稅，應將同年度
之收益合併於名表內的第32條稅務編號作出
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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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第5欄：倘有不屬課稅收益，必須填寫附件A
及/或附件B，並附同所需的證明文件

 2019年度不屬課稅收益上限

例子1：家庭津貼 – 每人每月澳門元910.00元

例子2：房屋津貼 – 每月澳門元3,640.00元

 第4欄：倘有非金錢性收益，必須遞交相關證
明文件或項目說明，以便計算有關之收益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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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認購權

 根據第02/DIR/2009號傳閱公函，僱主及其僱

員均須按規定在有關認股權發放時向本局申

報備案。

 僱主須於員工在任職期間行使權利或離職時，

按照市場交易價格作就源扣繳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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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稅務責任總結

 僱主的稅務申報義務有：

 為新聘員工辦理入職登記(填寫M/2表格)

 為離職員工辦理離職登記(填寫M/2A表格)

 為薪金超出法定免稅額之員工代扣稅款並且適時繳納
(填寫M/B表格)

 為員工申報年度總收益(填寫M3/M4表格及或附件)

 沒有履行申報義務或不正確申報的後果：

 行政違法

 通報其他監督部門或機構

 檢舉蓄意違反或屢犯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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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申報年度總收益

表格：職業稅收益申報書(M/5)

遞交期限：

 第一組受僱人士

倘同一年度內有多於一位僱主，必須遞交

每年一月及二月份內，本年延至三月三十一日

 第二組自僱人士

倘業務登記仍然有效，必須遞交

每年一月及二月份內，本年延至三月三十一日

倘具備適當編製的會計，則至每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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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第IV欄：必須填寫所有已登記行業收益資料，

該行業沒有收益也需填寫。

 必須遞交已發出的M/7收據粉紅單部份。

 M/7收據合計相等於填寫予M/5申報書內之第

二組收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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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申報支出部份必須具備收據或證明文件正本，
以及屬納稅人本人及與業務有關之負擔。

 按照《職業稅規章》第十七條的規定，申報
與從事業務有關之負擔時，應按第一款規定
的各個負擔項目，提供總帳目及整理好開支
單據。(例如：租金、薪酬開支、保險費、耗
用品)，而不是以流水帳方式申報。

13



注意事項

 簽發M/7收據

 納稅人需按規定，當以酬勞，備用金，
預支或任何其他名義收取其顧客款項時，
必須在收款日發回M/7式收據，並指出有
關稅務編號。

 在未實際收到款項時，不應簽發M/7收據，
否則可能發生“日期順序不規則”情況，
可導致被本局估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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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具備適當編製的會計

 必須填寫 M/5附件A

 按照所填報之項目，如涉及“設施及設備之

攤折”及或“備用金”等項目，則需同時填

寫所得補充稅 – M/3、M/3A、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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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稅結算

結算期

 設定結算 – 每年8月份

 偶發性結算

倘結算有稅款或稅款差額，以掛號信形式

向納稅人發出收益評定通知書(M/16)。

倘對評定的可課稅收益有任何異議，可於

通知書之掛號郵戳日起計20天內提出申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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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稅結算

申駁期內 – 暫時中止徵收，凍結稅款

申駁期外 – 繼續徵收應繳稅款

申駁個案 – 職業稅複評委員會負責處理

繳納期限

 設定結算 – 每年10月份內繳納

 偶發性結算 – 徵稅通知書之掛號郵戳日起計
20天內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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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局電子服務

18

第24/2020號行政法規廢止了第11/2008號行政法規《財政
局電子申報服務》

2021年7月1日
停止使用！！



手機應用程式(macau tax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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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服務機

20

 澳門居民身份證 + 指模

或

 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 +

密碼



自助服務機

查詢

更改

列印

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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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稅

22



1

13th SGATAR Working Level Meeting
Recent Development of 

Transfer Pricing in Macao

《澳門稅務申報講座》

所得補充稅

2021年3月3 日

CH/DIFT/DAIJ/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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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內容

CH/DIFT/DAIJ/2021

1.統計數據的
分享

2.組別區分及
轉組要求

3.報稅須知及
評稅程序

4.申駁/上訴及
繳稅須知

5.稅務優惠的
分享

6.報稅常遇問
題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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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DIFT/DAIJ/2021

1. 統計數據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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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數目 2021年2月3日數據

納稅人數目 2019年 2020年 變動率

A組 5,851 5,689 -3%

B組 74,931 79,696 +6%

總數 80,782 85,38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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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號數目 2021年2月3日數據

商號數目 2019年 2020年 變動率

A組 19,644 19,535 -1%

B組 90,024 96,668 +7%

總數 109,668 116,20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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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課稅收益 2021年2月3日數據

納稅人組別 2019年 2020年 變動率

A組 $624億 $652億 +4%

B組 $33億 $15億 -55%

總額 $657億 $667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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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金額 2021年2月3日數據

納稅人
組別

2019年 2020年 變動率

A組 $61.7億 $60.5億 -2%

B組 $2.7億 $0.9億 -67%

總額 $64.4億 $61.4億 -5%

CH/DIFT/DAIJ/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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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組別區分及轉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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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組別

A組納稅人：
建立完善會計制度
聘請本地執業會計師 / 會計師報稅
按照納稅人申報的資料核定可課稅利潤

B組納稅人：
容許沒有完善會計制度
無須聘請本地執業會計師 / 會計師報稅
由評稅委員會估定可課稅利潤

CH/DIFT/DAIJ/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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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賬冊要求

CH/DIFT/DAIJ/2021

• A組納稅人
 編製及保存完整的會計賬冊
 遵守 “財務報告準則” 或 “一般財務報告準則”
 90天內入賬
 賬冊、單據保存五年

• B組納稅人
 購貨記錄、銷貨記錄
 30天內登記
 單據、記錄保存五年
 根據《商法典》規定，商業企業主須備有商業記帳，以及與

其財務狀況及業績有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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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的認定
A組納稅人
符合以下其中一個條件的納稅人必須列入A組：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兩合公司 (新增)
•資本額達100萬元或以上的公司
•過去三年平均可課稅利潤100萬元以上的公司 (新修訂)
•作為最終母實體的任何性質的公司 (新增)

B組納稅人
以下納稅人可以自由選擇A組或B組身份：
•個人企業主
•不符合必須列入A組所定條件的公司

CH/DIFT/DAIJ/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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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由B轉A
要求：
• 設置完善的會計制度
• 聘請本地執業會計師 / 會計師報稅
• 最遲須於轉組所屬稅務年度的12月31日或之前提出轉
組申請

• 如於轉組所屬稅務年度的第四季內開業，申請期限可
延至翌年的1月31日

遞交：
• 加入A組申報書
• 營業稅M/8影印本或營業稅M/1表

CH/DIFT/DAIJ/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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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由A轉B
• 時間：最遲至所屬稅務年度的首個工作日

• 方式：書面申請 (沒有指定表格但須認證簽名)

• 資格：須符合以下全部條件
1) 非最終母實體性質的公司
2) 最近三年平均可課稅利潤≤100萬元(公司) (新修訂)
3) 註冊資本額少於100萬元(公司)
4) 非股份有限公司
5) 非股份兩合公司 (新增)
6) 自行或強制加入A組已滿三年

• 適用：
因三年平均可課稅利潤100萬元以上被強制列入A組的納稅人
主動申請加入A組的納稅人

CH/DIFT/DAIJ/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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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稅須知及評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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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申報 – B組納稅人

•課稅期間： 1月1日至12月31日

•申報期間： 每年二至三月內遞交B組M/1收益申報

書，申報上年度營業結果。

•申報形式： 每一營業商號需要填報一份收益申報書

•電子申報： 已經申請成為「電子服務」用戶的B組
納稅人，可以選擇人手遞交或經網上遞
交申報書。

CH/DIFT/DAIJ/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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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申報 – A組納稅人

• 課稅期間： 1月1日至12月31日

• 申報要求： 由本地執業會計師/會計師核對賬目，
由納稅人和會計師共同簽署。

• 申報期間： 每年四至六月內遞交A組M/1收益申報
書，申報上年度營業結果。

• 申報形式： 如全部商號作為一個整體記帳，納稅
人只須遞交一份收益申報書；
如商號分開報稅，須獨立遞交收益申
報書。

CH/DIFT/DAIJ/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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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課稅收益的評定 (B組)

• 評稅權限：所得補充稅評稅委員會
評稅

• 估定依據：

 申報利潤

 行業平均利潤

 平均淨利率

 申報收入

 從第三方取得的資料

駁稅

評稅委員會

可課稅收益

收益評定通
過書

稅單

複評委員會

CH/DIFT/DAIJ/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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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課稅收益的評定 (A組)

(6) (5) (4)

(1) (2) (3)

(7)

(9) (8)

納稅人 收益申報書 財政局 申報利潤

收益評定
通知書

稅單

評定利潤

複評委員會

收益評定
通知書

稅單

駁稅 (10)

CH/DIFT/DAIJ/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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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駁/上訴及繳稅須知



申駁

對評定收益有異議，納稅人可提出申駁：

• 申駁限期： 收到M/5收益評定通知書後20天(5+15)內提
出

• 複評權限： 所得補充稅複評委員會

• 暫緩繳稅： 申駁限期內提出，可暫緩繳稅

• 遞交文件： 包括：

 申駁信 (簽名須經認證)

 M/5收益評定通知書影印本

 通知書信封

 有助於申駁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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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

對申駁結果有異議，納稅人可提出上訴，上訴渠道如
下：

• 聲明異議

• 向原機關提出 (即複評委員會)

• 收到複評結果後20日內(5+15)提出

• 不能暫緩繳稅

• 司法上訴

• 向行政法院提出

• 收到複評結果後的50日內(5+45)提出

• 不能暫緩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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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稅期

• 正常繳稅期
• 每年9月及11月平分兩期繳納

(稅款不超過3,000元，全數在9月份繳納)

• 非正常繳稅期
• 非正常評稅期評定的收益

• 徵稅時效
• 5年 (從稅務年度完結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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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款的計徵

2020稅務年度 稅務優惠：

可課稅收益維持60萬元扣減

2020稅務年度稅款的計算(2021年繳納) ：

（可課稅利潤 - $600,000）x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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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務優惠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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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優惠的實施

1. 2021財政年度預算案的年度性稅務優惠

2. 近年推出的法定稅務優惠：

• 本地發行的特定債券

• 融資租賃

• 非強制央積金制度

• 聘用殘疾人士

• 避免雙重徵稅

• 從事科技創新業務企業的稅務優惠制度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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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性稅務優惠

27/2020號法律：《2021年財政年度預算案》

1) 2020稅務年度稅務優惠：

可課稅收益維持60萬元扣減

2) 葡語系國家收益

於2021年度，從葡語系國家取得或產生的收益，維

持豁免所得補充稅，但以有關收益已在當地完稅為

限。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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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性稅務優惠 (續)

3) 創新科技業務研發開支：

澳門註冊及身份為A組納稅人的企業：

2021年度維持首300萬元“合資格研發開支”，可獲三

倍扣減額度，餘額可獲兩倍扣減額度，總扣減額度

上限為1,500萬元。

(即企業最多可獲額外900萬元扣減額度)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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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性稅務優惠 (續)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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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創新科技業
務研發的實際開

支 (a)

獲可課稅收益扣減額度
(b)

額外扣減額度
(c) = (b) – (a)

首額 …..300萬 首額300萬x3倍=900萬 900萬-300萬=600萬

餘額 ..…300萬 餘額300萬x2倍=600萬 600萬-300萬=300萬

合計 ..…600萬 合計 ...…….1,500萬 合計 ……….900萬

例一：創新科技業務研發開支的稅務費用總額
=實際600萬+額外900萬
=1,500萬

例一



年度性稅務優惠 (續)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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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創新科技
業務研發的實
際開支 (a)

獲可課稅收益扣減額度
(b)

額外扣減額度
(c) = (b) – (a)

首額 …..300萬 首額300萬x3倍=900萬 900萬-300萬=600萬

餘額 ..…500萬 餘額500萬x2倍=1,000萬 1,000萬-500萬=500萬

合計 …..800萬 合計=1,900萬 合計=1,100萬
因>900萬, 故以900萬計算

例二

例二：創新科技業務研發開支的稅務費用總額
=實際800萬+額外900萬
=1,700萬



年度性稅務優惠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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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創新科技業務
研發的實際開支 (a)

獲可課稅收益扣減額度
(b)

額外扣減額度
(c) = (b) – (a)

首額 …..200萬 首額200萬x3倍=600萬 600萬-200萬=400萬

餘額 ..……0萬 n/a n/a

合計 ……200萬 合計 ...……..600萬 合計 ……400萬

例三

例三：創新科技業務研發開支的稅務費用總額
=實際200萬+額外400萬
=600萬



年度性稅務優惠 (續)

用作創新科技業務研發的開支，尤其是指下列開支︰

 涉及總址位於本澳或外地科研及學術機構在科技範
疇內進行原始及試驗研究的開支；

 專業研發企業直接用於其所聘請的合資格人才的薪
俸開支；

 企業進行特定研發業務所使用消費品的開支。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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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性稅務優惠 (續)

4) 本地發行債券的收益 (新增)

在澳門發行的債券所取得的利息，以及因買賣、被贖回
或作其他處置所取得的收益，於2021年，獲豁免所得補
充稅。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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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稅務優惠

法定稅務優惠：

1) 本地發行債券

2) 融資租賃

3) 非強制央積金制度

4) 聘用殘疾人士

5) 從事科技創新業務企業的稅務優惠制度

6) 避免雙重徵稅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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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地發行債券

第21/2019號法律：(2020年1月25日生效)

在澳門發行的中國國家債券、地方政府及中央企業債券
所取得的利息收益，以及因買賣、被贖回或作其他處置
所取得的收益，豁免所得補充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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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融資租賃

第7/2019號法律：(2019年4月9日生效)

豁免繳納以下印花稅：(受益方：出租人)

1) 公司設立的資本、公司資本增加或追加；

2) 資本貨物 (不包括不動產)融資租賃合同的租賃印花稅；
3) 與融資租賃活動有關的利息及佣金；
4) 融資租賃公司以有償方式取得專門用作自身辦公用途一

個不動產徵收的財產移轉印花稅，豁免稅款上限為50萬
澳門元。

註：
如第(4)點所指不動產在獲豁免之日起五年內移轉或作其他用途，
印花稅豁免失效，須繳交獲豁免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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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融資租賃 (續)

所得補充稅優惠：
1) 可計提融資租賃固定資產的折舊，折舊率增至法定的三倍；
2) 可計提融資租賃標的之呆帳備用金，法定接受上限為總應收帳

款的10%；
3) 源自澳門融資租賃業務收益的稅率為5% ；
4) 豁免源自澳門以外，並已於境外完稅的融資租賃業務收益的

所得補充稅；
5) 上述3)及4)項亦適用於股東收取源自融資租賃業務收益的稅前

股息。(本地：5%；外地：豁免)

註：
• 出租人及承租人須為所得補充稅A組納稅人；
• 適用自2019年度起的所得補充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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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強制央積金制度

第7/2017號法律：(2018年1月1日生效)

僱主向公積金共同計劃的供款，視為經營成本或從事
業務的負擔，從可課稅利潤中扣除。

在非強制央積金法律生效首3年(2018至2020)內，可享
有額外兩倍的臨時稅務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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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聘用殘疾人士

第8/2018號法律：（2018年7月31日生效)

 優惠可追溯自2016年度起之稅款

 僱主每聘用一名殘疾僱員，當年可獲得最高$5,000的所得補充
稅或職業稅的稅款扣減。

 扣減稅款只適用於稅務優惠所涉年度，但如所涉年度有未使
用的稅務優惠金額，可累積至下一年度扣減，但以稅務優惠
所涉年度起計五年為限。

 在2016及2017年度內曾聘用殘疾人士的合資格僱主，須向財
政局遞交表格申請，申請期限分別至2021年及2022年的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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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事科技創新業務企業的稅務優惠制度

第1/2021號法律：（2021年4月1日生效)

“科技創新業務”

是指創新發明或以創新方式將科學知識、技術或工藝
應用在產品製造或服務提供方面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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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事科技創新業務企業的稅務優惠制度

稅務優惠制度適用於從事科技創新業務的企業

尤其是將有關科技創新成果應用於新一代信息技術、
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中醫藥、節能環保
、海洋工程、營養、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領域的業務

或

有關該等領域的創新發明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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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事科技創新業務企業的稅務優惠制度

申請人資格：

1) 已辦理商業登記的自然人或法人；

2) 以科技創新業務為主要業務且滿一年；

3) 為所得補充稅A組納稅人；

4) 經財政局證明不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庫房的債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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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事科技創新業務企業的稅務優惠制度

申請程序及要點：

1) 透過專用表格向財政局局長提出申請；

2) 申請須連同業務計劃書、報告及相關證明文件；

3) 由評審委員會對企業是否符合從事科技創新業務作
出具約束力的意見書；

4) 對申請決定可依法提起行政及司法救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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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事科技創新業務企業的稅務優惠制度

第1/2021號法律：（2021年4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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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種 稅務優惠

1. 所得補充稅 豁免自申報有可課稅利潤年度起三年內，源
自科技創新業務收益的所得補充稅；

須將該業務的收支單獨列示；

此豁免亦適用於分派給股東的利潤或分派給
股份持有人的股息。



5) 從事科技創新業務企業的稅務優惠制度

第1/2021號法律：（2021年4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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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種 稅務優惠

2. 職業稅 所聘用從事行政管理及科技研究發展工作的
僱員，自獲批起三年內，享有兩倍的須課徵
職業稅的收益的豁免限額。



5) 從事科技創新業務企業的稅務優惠制度

第1/2021號法律：（2021年4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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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種 稅務優惠

3. 印花稅 豁免以有償方式取得的一個作自身經營用途
的不動產的財產移轉印花稅。

註：上述不動產在獲免稅起的五年內移轉或
改變用途，則免稅失效，須繳回稅款。

4. 房屋稅 豁免上項所指不動產自取得起五個年度的房
屋稅。



6) 避免雙重徵稅

• 澳門適用稅種：

職業稅

所得補充稅

房屋稅

• 涉及內地之個案，澳門的申請期限為兩年，須在收益
所屬年度緊接的兩年內提出。

• 所得補充稅納稅人可選擇以“先徵後退”或“先免後徵”
方式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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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簽訂避免雙重徵稅之國家/地區

47

*比利時

中國內地

越南

佛得角莫桑比克

葡萄牙

香港

*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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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報稅常遇問題的提醒



政府援助金的稅務處理

第19/2020號行政法規：(2020年5月30日生效)

有關援助款，因被界定為非屬從事工商業活動或工作
收益，因此不屬所得補充稅或職業稅可課稅收益。

A組納稅人可於M/1收益申報書中作主動扣除。

B組納稅人可於M/1收益申報書「備註」欄填寫已於
2020年收到商號經營者援助款項，無需將收益計入第
9欄之「營業結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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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組報稅留意事項

• 漏填部分檔案編號： 如合併申報，須填上所有涉及商號之
檔案編號。

• 虧損之扣減： 納稅人須主動填上欲扣減的虧損金額
及所屬年度。

• M/4備用金變動表： 納稅人即使沒有設立任何備用金，遞
交收益申報書時，亦須附同此附表。

• 通過帳目之會議紀錄： 公司必須於申報書內附同通過帳目之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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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組報稅留意事項 (續)

• 供應商/分包商明細： 按稅務當局設定的金額下限(1,000萬澳
門元)提供供應商/分包商明細資料。

• 代報職業稅收益： 外地僱員應由法定僱主(即獲取外勞配
額的僱主)支付薪酬及申報職業稅。

• 聘用外地公司： 聘用«營業稅章程»第九條所指外地公
司，必須確保其已作稅務登記。

• 分派股息： 稅務調整後出現盈餘及符合《商法典》
規定下方可分派稅前股息；按持股比
例分派，股東負有股息收益納稅義務；

須附同議決分派股息的會議紀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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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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