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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财政预算案分析
财政预算案综合全面并提出多元举措
惟房屋相关措施着墨低于预期
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先生于 2015 年 2 月 25 日发表
2015/16 年度财政预算案。
鉴于 2014 年下半年度出现的社会矛盾，以及宏观经济不稳定所造成的威胁，财政
司司长公布了一系列措施，支援受影响行业，促进多元经济发展，关顾弱势社
群，旨在重建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巩固长远经济增长。
2014/15 年度的财政盈余高于预期，总额为 638 亿港元，主要源自印花税和利得税
收入增长。由于录得庞大财政盈余，相比以往数份财政预算案，政府亦因此为企
业和个人提供较多的“派糖”措施和税务优惠。
本文概述 2015/16 年度财政预算案就企业和个人提出的主要建议，同时于附录中
总结预算案所提出的税务修订建议。
企业
2015/16 年度财政预算案继续提供百分之七十五的利得税宽减（上限为二万港
元）。我们对该一次性纾缓措施表示欢迎，企业普遍皆能受惠。该财政预算案同
时针对各行各业推出相关措施，旨在促进香港经济的长远发展。
协助受影响行业纾缓压力
鉴于长期的政治争拗对经济构成损害，政府将会推出一些短期措施，豁免相关牌
照费用和其他费用，支援受影响行业（如旅游业、餐饮业和运输业）。 我们乐见
政府对此等企业表现关心与支持。
多元经济发展
行业主导的经济发展继续在 2015/16 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扮演重要角色。本年度财
政预算案并无单纯聚焦各个支柱产业，相反在支援中小企、初创企业、社会企业
和文化创意产业（如时装、电影等行业）方面着墨更多。我们亦赞扬政府具有远
景，推动企业多元发展，借此让社会各阶层皆有机会实现理想。我们建议日后可
引进支援此类企业的税务优惠。

增强支柱产业
针对增强支柱产业的部份税务相关措施概述如下：
资产管理
2013/14 年度财政预算案首次建议将豁免离岸基金缴付利得税的投资范围扩大至私募基金。自此，政府已就此拟议条例进
行全面行业咨询。于 2015 年 1 月 5 日，政府已向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提交新条例草案。2015/16 年度财政预算案中，财
政司司长提及将于稍后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以供研究及审批。同时，金融发展局已收集对公司型开放式基金法律框架
的意见，而政府亦会草拟相关法例。我们对以上两项措施有所进展表示欣慰。同时，我们建议政府及立法会加快落实上述
措施，从而提升香港资产管理业务的竞争能力。
企业财资中心
2015/16 年度财政预算案中，财政司司长承诺采取具体措施，为香港的企业财资中心提供更加亲商环境，目的是透过香港
稳定和完善的金融平台，吸引跨国和内地企业在香港从事全球或区域财资活动。具体而言，预算案宣布企业财资中心的利
息支出扣免条件将会放宽，以及就指明财资业务的相关利润，宽减利得税百分之五十，政府将于 2015/16 立法年度提交相
关条例草案。德勤十分赞同上述措施。同时，我们建议政府加快相关流程。其中为指明财资业务引入百分之五十的利得税
宽减措施，可有助避免因财资活动利息收入来源而产生的税务争议。然而，有关指明财资业务的定义以及相关税务优惠的
详情，仍有待政府另行界定。
知识产权贸易中心
政府继续推进香港成为区内卓越的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目前，购买专利权、技术、版权、设计及商标的资本开支可获扣
税。2015/16 年度财政预算案建议将购买知识产权的资本开支扣税安排，扩展到更多知识产权类别。德勤对此措施表示欣
喜。同时，我们鼓励政府研究以下方案的可行性(i)对购买版权、设计及商标的资本开支予提前扣减；(ii)放宽调研支出的扣
免条件；及(iii)向于香港注册商标的公司提供若干开支﹙如调研支出﹚的超级扣免额。
个人
房屋问题
香港面对持续房屋问题与楼市过热所带来的挑战。过去数年，政府曾推出一系列印花税措施（包括买家印花税、从价印花
税和特别印花税），以图揭制楼市炒风，可是楼价一直未有回落，相反更自去年四月起不断攀升。因此，从价印花税收入
录得超出预期的增长，这并非政府的原意。
鉴于楼价上升不断，以及估计美国有可能会加息，政府将更着力增加楼宇供应。政府计划向房屋储备金注资 275 亿港元，
我们对此表示欣慰。政府采取供应主导策略，希望能够长远纠正供需失衡的问题。财政司司长强调，政府将密切留意市场
情况，在有需要时会毫不犹豫地推出应对措施。财政预算案并无提出即时措施以纾缓公众住屋方面的财政负担。我们建议
政府提供短期税项宽免，如自住居所印花税扣减与住满三年或以上居所可获退回已征印花税。
劳动阶层
财政司司长推出多项一次性纾缓措施，以减轻劳动阶层的财政压力：
 宽减 2014/15 年度 75%的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上限为二万港元）
 将子女免税额由七万港元增至十万港元
 宽免首两季的差饷，以每户每季 2,500 港元为上限
政府预期劳动人口将于 2018 年起呈下行趋势，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政府提出各项措施鼓励更多市民（如妇女、年长人士和
需要兼顾家庭的人士）加入或重返职场。政府在该方面高瞻远瞩，致力善用劳动力，德勤对相关措施表示欢迎。
年青人
财政司司长提出广泛措施，在教育和就业发展方面为年青人给予支持，包括提供培训、实习和交流机会等。德勤欢迎此等
措施，相信能展现出政府在促进本港年青人发展的承担，并为本港未来劳动力建构基础。
长者
政府将预留五百亿港元支援医疗改革，以缓解公众长者医疗服务与加强退休保障的庞大需求。此外，政府亦会为长者退休
保障计划另外拨出五百亿港元。
本年度财政预算案亦包括若干短期措施，向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认识发
放额外津贴，金额相当于两个月的综援标准金额和津贴。我们乐见政府推出关顾长者的措施。

发行通胀挂钩债券
正如上几个财政年度一样，由于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同时希望能够推动零售债券市场，政府将于下年度以本地居民为对
象，再度发行通胀挂钩债券（iBond）。
税务政策
自动信息交换 （AEoI）
香港政府已承诺跟随全球趋势，即遵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举措，打击跨境避税安排。根据自动信息交换制度，金
融机构必须定期向税务局就指定金融账户信息作出报告，有关信息将用以与其他国家进行信息交换。政府将于 2016 年提交
有关自动信息交换的修订草案，并将于 2018 年实行税务信息交换。
扩阔税基
财政司司长在 2015/16 年度财政预算案中，解释了香港长远需要扩阔税基的重要性。政府于 2006 年就建议开征商品及服
务税进行了广泛咨询，但是最终亦未有予以推行。财政司司长亦提到，长远而言，政府或会在日后再次审视上述方案以扩
阔税基。
其他建议
政府目前财政储备充裕，有见及此，德勤建议政府考虑以下其他途径以调低企业税率，从而加强香港的竞争力，力求比邻
近国家与地区更具吸引力，吸引更多海外投资：
(1) 下调标准企业税率由 16.5%至 16%；
(2) 引入二级制累进税率 – 例如首 200 万港元课税利润以 12%税率征税，其后利润则按现有利得税税率 16.5%征税；
或
(3) 引入企业津贴 – 例如首 20 万港元课税利润可获税务宽免，其后利润则按现有利得税税率 16.5%征税。
目前，再保险业务、专属保险业务和离岸基金等指定商业活动可享有若干税务优惠。如上所述，政府建议为企业财资活动
提供税务优惠，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同时我们建议为其他有意促进的商业活动提供更多类似税务优惠，包括设立地区总部
和全球贸易等。

结论
2015/16 财政预算案综合全面并提出多元举措，以回应社会不同人士的需要。虽然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着重于长远经济发展
政策，但也采取深思熟虑思维，通过控制不必要的支出，未雨绸缪，并为于预计十年后可能出现的结构性赤字做出准备。
财政预算案亦提出多项举措支持广泛产业发展，以及为未来就业市场、长者及医疗问题做好准备，提出若干重要措施。然
而，我们期望政府可考虑推出更多即时措施，以缓解市民住房方面的财政负担。
总体而言，德勤支持政府用心保留资金盈余，以资助中长期的政策。我们期待政府落实其建议的措施，以保持经济的稳定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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