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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財政預算案分析
財政預算案綜合全面並提出多元舉措
惟房屋相關措施著墨低於預期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於 2015 年 2 月 25 日發表
2015/16 年度財政預算案。
鑒於 2014 年下半年度出現的社會矛盾，以及宏觀經濟不穩定所造成的威脅，財政
司司長公佈了一系列措施，支援受影響行業，促進多元經濟發展，關顧弱勢社
群，旨在重建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鞏固長遠經濟增長。
2014/15 年度的財政盈餘高於預期，總額為 638 億港元，主要源自印花稅和利得稅
收入增長。由於錄得龐大財政盈餘，相比以往數份財政預算案，政府亦因此為企
業和個人提供較多的“派糖”措施和稅務優惠。
本文概述 2015/16 年度財政預算案就企業和個人提出的主要建議，同時於附錄中
總結預算案所提出的稅務修訂建議。
企業
2015/16 年度財政預算案繼續提供百分之七十五的利得稅寬減（上限為二萬港
元）。我們對該一次性紓緩措施表示歡迎，企業普遍皆能受惠。該財政預算案同
時針對各行各業推出相關措施，旨在促進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
協助受影響行業紓緩壓力
鑒於長期的政治爭拗對經濟構成損害，政府將會推出一些短期措施，豁免相關牌
照費用和其他費用，支援受影響行業（如旅遊業、餐飲業和運輸業）。 我們樂見
政府對此等企業表現關心與支持。
多元經濟發展
行業主導的經濟發展繼續在 2015/16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扮演重要角色。本年度財
政預算案並無單純聚焦各個支柱產業，相反在支援中小企、初創企業、社會企業
和文化創意產業（如時裝、電影等行業）方面著墨更多。我們亦讚揚政府具有遠
景，推動企業多元發展，借此讓社會各階層皆有機會實現理想。我們建議日後可
引進支援此類企業的稅務優惠。

增強支柱產業
針對增強支柱產業的部份稅務相關措施概述如下：
資產管理
2013/14 年度財政預算案首次建議將豁免離岸基金繳付利得稅的投資範圍擴大至私募基金。自此，政府已就此擬議條例進
行全面行業諮詢。於 2015 年 1 月 5 日，政府已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交新條例草案。2015/16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財
政司司長提及將於稍後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以供研究及審批。同時，金融發展局已收集對公司型開放式基金法律框架
的意見，而政府亦會草擬相關法例。我們對以上兩項措施有所進展表示欣慰。同時，我們建議政府及立法會加快落實上述
措施，從而提升香港資產管理業務的競爭能力。

企業財資中心
2015/16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承諾採取具體措施，為香港的企業財資中心提供更加親商環境，目的是透過香港
穩定和完善的金融平台，吸引跨國和內地企業在香港從事全球或區域財資活動。具體而言，預算案宣佈企業財資中心的利
息支出扣免條件將會放寬，以及就指明財資業務的相關利潤，寬減利得稅百分之五十，政府將於 2015/16 立法年度提交相
關條例草案。德勤十分贊同上述措施。同時，我們建議政府加快相關流程。其中為指明財資業務引入百分之五十的利得稅
寬減措施，可有助避免因財資活動利息收入來源而產生的稅務爭議。然而，有關指明財資業務的定義以及相關稅務優惠的
詳情，仍有待政府另行界定。
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政府繼續推進香港成為區內卓越的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目前，購買專利權、技術、版權、設計及商標的資本開支可獲扣
稅。2015/16 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將購買知識產權的資本開支扣稅安排，擴展到更多知識產權類別。德勤對此措施表示欣
喜。同時，我們鼓勵政府研究以下方案的可行性(i)對購買版權、設計及商標的資本開支予提前扣減；(ii)放寬調研支出的扣
免條件；及(iii)向於香港注冊商標的公司提供若干開支（如調研支出）的超級扣免額。
個人
房屋問題
香港面對持續房屋問題與樓市過熱所帶來的挑戰。過去數年，政府曾推出一系列印花稅措施（包括買家印花稅、從價印花
稅和特別印花稅），以圖揭制樓市炒風，可是樓價一直未有回落，相反更自去年四月起不斷攀升。因此，從價印花稅收入
錄得超出預期的增長，這並非政府的原意。
鑒於樓價上升不斷，以及估計美國有可能會加息，政府將更著力增加樓宇供應。政府計畫向房屋儲備金注資 275 億港元，
我們對此表示欣慰。政府採取供應主導策略，希望能夠長遠糾正供需失衡的問題。財政司司長強調，政府將密切留意市場
情況，在有需要時會毫不猶豫地推出應對措施。財政預算案並無提出即時措施以紓緩公眾住屋方面的財政負擔。我們建議
政府提供短期稅項寬免，如自住居所印花稅扣減與住滿三年或以上居所可獲退回已征印花稅。
勞動階層
財政司司長推出多項一次性紓緩措施，以減輕勞動階層的財政壓力：
 寬減 2014/15 年度 75%的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上限為二萬港元）
 將子女免稅額由七萬港元增至十萬港元
 寬免首兩季的差餉，以每戶每季 2,500 港元為上限
政府預期勞動人口將於 2018 年起呈下行趨勢，為了維持經濟增長，政府提出各項措施鼓勵更多市民（如婦女、年長人士和
需要兼顧家庭的人士）加入或重返職場。政府在該方面高瞻遠矚，致力善用勞動力，德勤對相關措施表示歡迎。
年青人
財政司司長提出廣泛措施，在教育和就業發展方面為年青人給予支持，包括提供培訓、實習和交流機會等。德勤歡迎此等
措施，相信能展現出政府在促進本港年青人發展的承擔，並為本港未來勞動力建構基礎。
長者
政府將預留五百億港元支援醫療改革，以緩解公眾長者醫療服務與加強退休保障的龐大需求。此外，政府亦會為長者退休
保障計畫另外撥出五百億港元。

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亦包括若干短期措施，向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認識發
放額外津貼，金額相當於兩個月的綜援標準金額和津貼。我們樂見政府推出關顧長者的措施。
發行通脹掛鈎債券
正如上幾個財政年度一樣，由於全球金融市場不穩定，同時希望能夠推動零售債券市場，政府將於下年度以本地居民為對
象，再度發行通脹掛鈎債券（iBond）。
稅務政策
自動資訊交換 （AEoI）
香港政府已承諾跟隨全球趨勢，即遵循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提出的舉措，打擊跨境避稅安排。根據自動資訊交換制度，金
融機構必須定期向稅務局就指定金融帳戶資訊作出報告，有關資訊將用以與其他國家進行資訊交換。政府將於 2016 年提交
有關自動資訊交換的修訂草案，並將於 2018 年實行稅務資訊交換。
擴闊稅基
財政司司長在 2015/16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解釋了香港長遠需要擴闊稅基的重要性。政府於 2006 年就建議開徵商品及服
務稅進行了廣泛諮詢，但是最終亦未有予以推行。財政司司長亦提到，長遠而言，政府或會在日後再次審視上述方案以擴
闊稅基。
其他建議
政府目前財政儲備充裕，有見及此，德勤建議政府考慮以下其他途徑以調低企業稅率，從而加強香港的競爭力，力求比鄰
近國家與地區更具吸引力，吸引更多海外投資：
(1) 下調標準企業稅率由 16.5%至 16%；
(2) 引入二級制累進稅率 – 例如首 200 萬港元課稅利潤以 12%稅率徵稅，其後利潤則按現有利得稅稅率 16.5%徵稅；
或
(3) 引入企業津貼 – 例如首 20 萬港元課稅利潤可獲稅務寬免，其後利潤則按現有利得稅稅率 16.5%徵稅。
目前，再保險業務、專屬保險業務和離岸基金等指定商業活動可享有若干稅務優惠。如上所述，政府建議為企業財資活動
提供稅務優惠，我們對此表示歡迎，同時我們建議為其他有意促進的商業活動提供更多類似稅務優惠，包括設立地區總部
和全球貿易等。

結論
2015/16 財政預算案綜合全面並提出多元舉措，以回應社會不同人士的需要。雖然本年度財政預算案著重於長遠經濟發展
政策，但也採取深思熟慮思維，通過控制不必要的支出，未雨綢繆，並為於預計十年後可能出現的結構性赤字做出準備。
財政預算案亦提出多項舉措支持廣泛產業發展，以及為未來就業市場、長者及醫療問題做好準備，提出若干重要措施。然
而，我們期望政府可考慮推出更多即時措施，以緩解市民住房方面的財政負擔。
總體而言，德勤支持政府用心保留資金盈餘，以資助中長期的政策。我們期待政府落實其建議的措施，以保持經濟的穩定
增長。

本文由德勤中國為本行中國大陸及香港之客戶及員工編制，內容只供一般參考之用。我們建議讀者就有關資料作出行動前
諮詢稅務顧問的專業意見。如欲垂詢有關本文的資料或其它稅務分析及意見，請聯絡：
北京
吳嘉源
合夥人
電話：+86 10 8520 7501
傳真：+86 10 8518 7501
電子郵件：kevng@deloitte.com.cn

香港
展佩佩
合夥人
電話：+852 2852 6440
傳真：+852 2520 6205
電子郵件：sachin@deloitte.com.hk

深圳
展佩佩
合夥人
電話：+86 755 8246 3255
傳真：+86 755 8246 3186
電子郵件：sachin@deloitte.com.hk

重慶
湯衛東
合夥人
電話：+86 23 6310 6206
傳真：+86 23 6310 6170
電子郵件：ftang@deloitte.com.cn

濟南
蔣曉華
總監
電話：+86 531 8518 1058
傳真：+86 531 8518 1068
電子郵件：betjiang@deloitte.com.cn

蘇州
許柯/梁晴
合夥人
電話：+86 512 6289 1318/1328
傳真：+86 512 6762 3338
電子郵件：frakxu@deloitte.com.cn
電子郵件：mliang@deloitte.com.cn

大連

澳門
展佩佩
合夥人
電話：+853 2871 2998
傳真：+853 2871 3033
電子郵件：sachin@deloitte.com.hk

天津
蘇國元
合夥人
電話：+86 22 2320 6680
傳真：+86 22 2320 6699
電子郵件：jassu@deloitte.com.cn

南京
許柯
合夥人
電話：+86 25 5791 5208
傳真：+86 25 8691 8776
電子郵件：frakxu@deloitte.com.cn

武漢
祝維純
合夥人
電話：+86 27 8526 6618
傳真：+86 27 8526 7032
電子郵件：juszhu@deloitte.com.cn

上海
郭心潔
合夥人
電話：+86 21 6141 1308
傳真：+86 21 6335 0003
電子郵件：eunicekuo@deloitte.com.cn

廈門
展佩佩
合夥人
電話：+86 592 2107 298
傳真：+86 592 2107 259
電子郵件：sachin@deloitte.com.hk

楊力
合夥人
電話：+86 411 8371 2801
傳真：+86 411 8360 3297
電子郵件：leoyang@deloitte.com.cn
廣州
展佩佩
合夥人
電話：+86 20 8396 9228
傳真：+86 20 3888 0121
電子郵件：sachin@deloitte.com.hk
杭州
盧強
合夥人
電話：+86 571 2811 1901
傳真：+86 571 2811 1904
電子郵件：qilu@deloitte.com.cn

關於德勤中國稅務技術中心
德勤中國稅務團隊於二零零六年成立德勤中國稅務技術中心，旨在不斷提高德勤中國的稅務服務品質，為客戶提供更佳的
服務及協助稅務團隊出類拔萃。德勤中國稅務技術中心編制、發佈了“稅務評論”、“稅務要聞”等系列刊物，從技術的角度
就新近頒發的相關國家法規、法例作出評論分析與介紹；並對疑點、難點作出專題稅務研究及提供專業意見。如欲垂詢，
請聯絡：
中國稅務技術中心
電子郵件：ntc@deloitte.com.cn
主管合夥人
許德仁
合夥人
電話：+86 21 6141 1498
傳真：+86 21 6335 0003
電子郵件：lkhaw@deloitte.com.cn

華北區
張博
合夥人
電話：+86 10 8520 7511
傳真：+86 10 8518 1326
電子郵件：juliezhang@deloitte.com.cn

華南區 (內地/澳門)
張文傑
總監
電話：+86 20 2831 1369
傳真：+86 20 3888 0121
電子郵件：gercheung@deloitte.com.cn

華東區
朱正萃
總監
電話：+86 21 6141 1262
傳真：+86 21 6335 0003
電子郵件：kzhu@deloitte.com.cn

華南區 (香港)
殷國煒
合夥人
電話：+852 2852 6538
傳真：+852 2520 6205
電子郵件：dyun@deloitte.com.hk

如欲索取本文的電子版或更改收件人資訊，請聯絡陸穎儀 Wandy Luk (wanluk@deloitte.com.hk) 或傳真至+852 2541 1911。

關於德勤
Deloitte （“德勤”）泛指德勤有限公司（一家根據英國法律組成的私人擔保有限公司，以下稱 “德勤有限公司”) ，以及其一家或多家成員所。每一
個成員所均為具有獨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實體。請參閱 www.deloitte.com/cn/about 中有關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成員所法律結構的詳細描述。
德勤為各行各業的上市及非上市客戶提供審計、稅務、企業管理諮詢及財務諮詢服務。德勤成員所網路遍及全球逾 150 個國家，憑藉其世界一流
和高品質專業服務，為客戶提供應對最複雜業務挑戰所需的深入見解。德勤擁有約 200,000 名專業人士致力於追求卓越，樹立典範。

關於德勤大中華
作為其中一所具領導地位的專業服務事務所，我們在大中華設有 22 個辦事處分佈於北京、香港、上海、台北、成都、重慶、大連、廣州、杭
州、哈爾濱、新竹、濟南、高雄、澳門、南京、深圳、蘇州、台中、台南、天津、武漢和廈門。我們擁有近 13,500 名員工，按照當地適用法規
以協作方式服務客戶。

關於德勤中國
德勤品牌隨著在 1917 年設立上海辦事處而首次進入中國。目前德勤中國的事務所網路，在德勤全球網路的支援下，為中國的本地、跨國及高增
長企業客戶提供全面的審計、稅務、企業管理諮詢及財務諮詢服務。在中國，我們擁有豐富的經驗，一直為中國的會計準則、稅務制度與本地專
業會計師的發展貢獻所長。

本檔中所含資料乃一般性資訊，故此，並不構成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員所或相關機構(統稱為 "德勤網路")提供任何專業建議或服務。在做出
任何可能影響自身財務或業務的決策或採取任何相關行動前，請諮詢合資格的專業顧問。任何德勤網路內的機構不對任何方因使用本檔而導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責任。

©2015。欲瞭解更多資訊，請聯繫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香港）、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澳門）、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
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