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资产管理公司如何处理税收风险将直接带来竞争优势或者劣势。投资者将期待稳健并且
有效的税收管控架构，对税收调整和不确定性的容忍程度降到最低。因此，税收将是关键性的经营
和商业活动，需要专家资源、全新的方案以及前、中、后台的配合。所以，对于这个新的全球税收
世界，什么才是关键影响因素？随着投资服务产业成为金融服务领域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投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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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到2020年，资产管理公司如何处理税收风险将直接带来
竞争优势或者劣势。投资者将期待稳健并且有效的税收管
控架构，对税收调整和不确定性的容忍程度降到最低。因
此，税收将是关键性的经营和商业活动，需要专家资源、
全新的方案以及前、中、后台的配合。所以，对于这个新
的全球税收世界，什么才是关键影响因素？随着投资服务
产业成为金融服务领域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投资公司如
转变才能应对这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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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在管理之下，全球资产将在2020年达到100万亿美元
单位：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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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调至13.6万亿美元

税收不应仅仅被视为风险来
管理，其也是机遇。

1 投资者之星资产管理是虚构的公司，其所有的信息或事实并非
来自普华永道客户或相关事项。这些例子仅为了阐释本出版物
中的要点。

尽管资产管理产业在未来几年将
迅速发展（见图1），但单个资产
管理公司却未必如此。税收和监
管环境在不断发展，税收风险也
会随之变化。税收将尤其是关键
性的经营和商业活动，须要专家
资源、全新的方案以及前、中、
后台的配合，包括数据报告、产
品开发、分销和品牌策略。税收
和声誉将是不可分割的概念。税
收将被视为经营风险，加入到了
其他关键风险的行列，高级管理
人员须对该风险高度注意，须对
此制定策略性的管理计划，并将
其纳入到业务经营的所有方面。

2020年，投资者将期望稳健并
有效的税收管控架构，对税收的
调整和不确定性更是零容忍；此
外，许多国家正努力减少赤字并
渴望投资。因此，整个金融服务
产业，包括资产管理，将发挥作
用整顿全球金融体系，并确保，
税务机构能得到纳税人正确的税
收信息。
投资者住所和身份的透明化将成
为常态。资产经理不得不展示其
在反洗钱（AML）和“知晓客
户”（KYC）责任方面达到最高
标准，并向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报
告基金的回报。政治家、监管者
和媒体对资产经理的期望不会更
少。
然而，税收不应仅仅被视为风险
来管理，其也是机遇。在投资、
基金和投资者层面对税收风险和
影响进行有效管理将区分资产经
理的优劣。传统上，资产经理的
任务是为投资者创造投资回报差
异化。到2020年，服务差异化将
是关键的区分因素。服务差异化
的概念意味着资产经理将面临全
新的挑战：如何就税收事务与投
资者进行交流— 资产经理应首
先向其进行解释，然后帮助投资
者了解其中的效益。
为了帮助资产经理作未来规划，
在本报最后一部分，普华永道进
行了展望：2020年的税收面貌将
是怎样的，以充分说明新的税收
环境。
在第6页以及下文中，投资之星资
产管理 1 将作为虚构的投资公司存
在，其CEO所强调的问题将指出
产业所面临的挑战，并将税收风
险的管理提升至所有战略性业务
变化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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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22
三月

发件人：Angus Moreland，投资之星资产管理公司CEO
收件人：所有部门主管
抄送：Charlene Ho，投资之星资产管理公司税务主管
日期：2020年3月22日下午3点
主题：为未来一周做准备
致所有同仁：
很抱歉在星期天晚上给你们发邮件，但是接下来一周非常重要。
为了发展成全球尖端的资产管理公司，我们正推出一系列新产
品，追求新的分销机会以及绩效报告方面的变化，并对全球技术
平台进行彻底改造。其中的每一项都涉及税收，所以在付诸任何
行动之前，请务必先与Charlene沟通。
过去一周的事件很好地解释了个中原因。
在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之后，我们为养老基金提供了两项新的产品，
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税款扣缴以及资本利得税的风险和影响方面的
确定性，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兴趣和认购。这是很好的现象！
不好的消息是，Charlene之前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来解决其中
一位基金主管在亚洲税务管理方面遇到的困难。使产品遵从税收
规定并不仅仅是总部专家的事情；亚洲的情况说明了，如果产品
未能遵从当地税收规则，你个人将会卷入税收方面的麻烦。
我也在此强调一下，使用差旅追踪系统是你们每个人的义务—
未协调和未控制的全球差旅可能使你个人和公司处于风险境地。
如果我们通力合作，我们将从新的税收环境中获利，并利用我们
完善的管控措施形成竞争优势。
谨以问候
An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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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税收
和声誉将是不可
分割的概念。税
收将被视为经营
风险，加入到了
其他关键风险的
行列，高级管理
人员须对该风险
高度注意，须对
此制定策略性的
管理计划，并将
其纳入到业务经
营的所有方面。

8 普华永道 2020年及以后的资产管理

执行摘要
资产经理在舞台中央
适应新的角色
鉴于银行和保险公司从诸多投资业务中撤出，到2020年，
资产经理将对一系列产品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新生的全球
超大型资产经理将吸引税务机关的极大注意力。税务机关
的专家小组将进行比以前更加详细的征询，并要求提供与
投资者有关的实时信息。为此，资产经理将把战略的税收
资源分散部署到全部的业务运作中，以使前、中、后台部
门能够实时访问专业性的知识。内部的税务团队将负责处
理不断的稽查，并频繁地与税务机关交涉，从而影响税收
政策，并帮助指导税收规则的实施。

透明度：公司须不遗余力
共同报告标准（CRS）和全球税收申报已经成为现实，到2020年，
税收透明度将是金融市场无法改变的事实。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对以“常设机构”作为纳税基础的理念审核之后，很多税务
机关将更加重视资产管理合约与最终投资者的经济连结，而非只注重
资产经理、资产以及员工之间的物理连结，从而确定资产管理业务的
纳税地点。
鉴于政治压力、投资者需求以及监管变化，也随着各区域不断竞争，
为跨境和国内投资提供诱人的投资工具，海外金融中心的产品将大量
转移为境内产品，加入新登记产品的行列。随着各国持续竞争以吸引
重大的对内投资，这些境内载体本身可能享受免税、获取避免双重征
税的协定优惠、不须代扣分销或赎回的所得税。专业投资平台的新产
品，如资产证券化以及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基金，将是竞争格局
的一部分。所有这些将为产品设计和基金结构带来新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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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投资税务将成为关
键战场

内部审计，以此来证明税收风险
管理达标。

到2020年代早期，OECD的税基
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对金
融混合工具、利息的税前抵扣以
及享受税收协定方面的影响，将
导致出现新环境，即对于许多基
金来说，一定程度的税收流失将
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业绩评估和
归因分析将主要针对税后收益。
潜在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会
关注税收披露，甚至会将个人税
收纳入考虑。在税收事宜上，
他们将寻求更多的确定性。考虑
到越来越多的交易税、当地代扣
以及自核自缴资本利得税机制，
资产的每次购买和出售，都应从
税收风险和报告角度进行仔细检
查，这要求资产经理能够实时获
取全球税收体制方面的信息。在
推出新产品时，资产经理将常规
性开展充分的评估，以确保产品
在所有渠道都具有竞争力。若提
供的产品能够反映出投资者的税
收事宜，资产经理将更受投资者
的青睐。到2020年，许多集合了
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以及私人银
行活动的综合业务，将有能力为
客户提供充分的税收咨询服务。

为了避免税收方面的不合规，资
产经理和他们的客户将对此问题
变得更加积极主动。2020年，
资产经理的公关不仅集中在基金
效益上，也集中在税收以及合规
上；关于税收政策、酬劳和奖励
结构、已缴税额以及缴纳地点方
面的详细报告将公诸于社会。

税收品牌化将处于营销
和声誉的中心位置
到2020年以及未来，税收将被
视为经营风险，就如同评估和监
管报告在过去几年被视为经营风
险一样。托管人、管理人以及转
让代理人进行外包服务时的控制
报告，将常规性地包含以税收风
险管理和管控作为核心的控制目
标。当资产经理管理的投资组合
规模变大，将会对税收功能进行

税收技术将是业绩和客
户满意度的关键点
到2020年及以后，这股不可阻挡
的趋势将使税收流程变成一项技
术性环境，其将把现有技术连接
到税收敏感的数据库（通过集中
的税收数据枢纽而连接）中。税
收技术将促使投资公司基于税收
信息作出及时的投资决定，并为
投资者和税务机关提供所要求的
透明度和信息报告。该技术也将
使税收不确定性降到最低。该技
术同样能够区分组合投资经理作
出的贡献度与税收团队（间接）
通过管理税收影响和税收风险做
出的贡献度。
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进行募资
时，能够彰显税收效率的基金将
会获得独特的优势。技术工具能
够实现对工作流程的管理，使
得基金经理在内部或服务提供者
处对税收服务进行实时监督。技
术将不仅仅处于资产经理的核
心—到2020年，税务机关也将
对此进行重大投资。结果就是，
资产经理按税务机关的要求提供
文件进行申报的时代将结束—
甚至年度申报也或将结束。税务
机关想要获取任何信息时，可以
直接访问资产经理的IT系统，而
无须他们进行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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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税务职能部门

税收机构想要获取任何信息
时，可以直接访问资产经理
的IT系统，而无须他们进行
推送。

鉴于税收环境的这些重要变化，2020年及
以后的税务职能部门将与今天大有不同。税
务部门将在操作风险的日常管理中发挥关键
作用，且不仅仅局限于促使合规以及作出税
收技术评估。在业务和产品开发的决定中，
复杂数据的评估及其结果将是税务部门职能
的新常态。因此，税务部门的轮廓和构成将
会发生改变。对于资产经理来说，首先需要
决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内部资源解决相关问
题。而税务部门职能的日益复杂化则将要求
该部门花费大量的时间去了解运营活动，以
成为可供信赖的内部咨询师。

资产经理须确保，高度娴熟的税务人员能够
接触业务的核心，并须高度强调税务部门对
于整体经营的关键性，公司高层也须确保其
他各部门对此也充分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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