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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税务

加征「额外印花税」并增设「买家
印花税」，为过热楼市降温
概要
自 2010 年 11 月首推「额外印花税」（SSD）后，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宣布，政府将推出新一轮措施以应对过热的楼市情况，包括调高「额外印
花税」的税率，并延长须缴交「额外印花税」的物业持有期；再者，除现有的从价印
花税及「额外印花税」外，将会引入「买家印花税」（BSD），即香港永久性居民以
外的任何住宅物业买家（包括以个人或公司身份），均须缴纳该税项。
虽然政府在 2010 年已推出「额外印花税」，但是近期香港住宅物业的价格及交投量
屡创新高，显示原有的「额外印花税」不足以压抑住宅物业市场的炒卖活动。加上美
国联邦储备局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QE3），预计低息环境会维持相当长的时
间，同时更多资本会流入香港，预料本地楼市的短期炒卖活动将会持续。
政府现推出“加强版”「额外印花税」以及增设「买家印花税」，显示當局一直监察住
宅物业市场的发展动态，并会采取必要措施，以保障香港楼市的稳健发展。
措施一：“加强版”「额外印花税」
在原有的「额外印花税」机制下，凡于 2010 年 11 月 20 日或以后购入的住宅物业，
而在取得物业后 24 个月内处置（转售）该物业，便须缴交累退税率介乎 5%至 15%
的「额外印花税」。（有关原有的「额外印花税」机制详情，请参阅 2010 年 11 月
25 日的税务评论期数 H37/2010 - 《引入「额外印花税」﹕以遏止住宅楼宇炒风》）
目前政府宣布将会修订《印花税条例》，上调额外印花税的税率（介乎 10%至
20%），并延长须缴交「额外印花税」的物业持有期至 36 个月，详情如下：
 六个月内转售的物业，税率为 20%；
 六个月至一年内转售的物业，税率为 15%；以及
 一年至三年内转售的物业，税率为 10%。
若《印花税条例》的修订案获得通过，“加强版”「额外印花税」机制将会适用于所有
在 2012 年 10 月 27 日或以后购入的住宅物业。另一方面，在 2010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2 年 10 月 26 日期间购入的住宅物业则可按原有的「额外印花税」机制处理。
措施二：「买家印花税」

购入本港住宅物业须缴交「买家印花税」
新增的「买家印花税」适用于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外的任何人士（包括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7 日或以后购入香港的住宅物业。买家印花税的应缴金额须按照相关物业的
购入代价或其市值（以较高者为准）的 15%计算。买家或承让人将要在现有的从价印
花税及「额外印花税」上，就物业转售支付「买家印花税」（如适用）。

出售及转让日期
就「买家印花税」而言，正如「额外印花税」的处理方法一样，买卖双方签订具法律约束的买卖合约当天，即被视为购入
物业的日期。临时买卖合约和正式买卖合约同样为应课税合约，签订后均被视为已“购入”该物业。

豁免条件1
现时当局建议于下列情况下买家可获豁免征收「买家印花税」：
i.
由一名香港永久性居民及其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近亲2联名取得住宅物业；
ii.
转让住宅物业予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近亲；
iii.
在买卖合同中，提名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近亲接受住宅物业权益；
iv.
购买人或承让人由法院判令或命令取得或获转让住宅物业；
v.
财务机构的承按人取得或转让已承按的住宅物业；
vi.
由一个离世者遗产权中取得或转让的住宅物业；
vii.
相联法人团体之间进行住宅物业转让（须符合《印花税条例》第 45 条的集体宽免条件）；
viii.
为清拆及重建目的而购入的住宅物业，但须于取得该住宅物业的指定期间内完成及销售重建后的住宅物业；
ix.
因原有住宅物业按照市区重建计划而出售于市区重建局，或根据《收回土地条例》被收回，而取得的住宅物业；
x.
把住宅物业转售或转让予政府；及
xi.
馈赠住宅物业予根据《税务条例》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

「买家印花税」的缴交日期
当新法例正式生效时，买家有责任缴交「买家印花税」。凡于 2012 年 10 月 27 日至新法例生效当日，期间所签订的应课
税买卖合约，买家均须在法例生效后三十天内缴交「买家印花税」。在新法例生效当日或以后签订的应课税买卖合约，买
家必须在签订该买卖合约后的三十天内缴交「买家印花税」。若未有签订买卖合约，买家须在物业权益转让后三十天内缴
纳买家印花税。
我们的意见
政府为稳定楼市，故于 2010 年 11 月首推「额外印花税」，却受到外围经济因素影响而未见成效。低息环境加上资金持续
流入本港，导致房地产价格再创新高；政府现推出“加强版”「额外印花税」和增設「买家印花税」，或有助遏止物业的过度
炒卖活动，以及稳定物业价格。
我们对政府压抑楼市炒风的政策表示支持，同时亦就上述两项新措施提出以下意见：

「买家印花税」的责任承担
根据政府发布的常见问题，若一名香港永久居民与一名非其近亲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联名购入住宅物业，将不获豁免「买家
印花税」，并须按照物业的购入代价或市值（以较高者为准）计算，缴纳全数的买家印花税。虽说买家印花税须由买家或承
让人负责缴付，但该建议措施未有清晰指明，同为买家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与非香港永久性居民是否需要共同承担「买家印花
税」，或是只由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一方买家承担全数的「买家印花税」。

第 45 条：印花税豁免
政府早前回应传媒查询时，表示有意把目前《印花税条例》第 45 条的集团内部宽免，延伸并覆盖至“加强版”「额外印花
税」和新增「买家印花税」。若未能符合豁免条件者（如母公司转让物业予其附属公司后，于两年内出售该附属公司的股份
予非关联公司或人士），将不获豁免买家印花税，该母公司须在转让股份后三十天内就相关物业的转让支付「买家印花
税」，但这有违承让人须承担此税项的原则，故有待当局厘清在此类情况下到底该由转让人（母公司）或是承让人（附属公
司）承担「买家印花税」。

公司购入住宅物业须缴交「买家印花税」
正如我们之前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发表的税务评论中指出，原有的「额外印花税」确实存在漏洞，然而，“加强版”「额外
印花税」也出现类似漏洞，即措施只会针对住宅物业的转让，却不适用于股份转让。新推的「买家印花税」使所有住宅物业
的买家（包括香港公司及海外公司）将須缴付新增的 15%「买家印花税」，此举或能防止炒家透过开设公司以购入住宅物
业，并有助填补早前买家可利用控股公司进行住宅物业交易以避免缴付从价印花税及「额外印花税」的漏洞。
可是，从公司角度而言，无论公司为任何目的购入住宅物业，均须支付「买家印花税」，这或会造成非预期的负面效果，打
击真正的物业用家；例如，妨碍公司为避免昂贵的租金成本而购入住宅物业以用作员工宿舍。政府应考虑引入相关机制，向
购入物业自用而非作炒卖用途的香港公司提供豁免。
1

请参阅税务局网站《常见问题：买家印花税》：<http://www.ird.gov.hk/eng/faq/bsd.htm>
就征收「买家印花税」而言，“近亲”指父母、配偶、子女或兄弟姐妹。

2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透过信托安排香港永久性居民作为受托人以代为购入住宅物业
由于「买家印花税」不适用于香港永久性居民，故此海外炒家或会试图以不同方法，如透过信托安排，委任一名香港永久性
居民作为受托人，以购入香港住宅物业，从而避免缴纳「买家印花税」。「买家印花税」是新规定，现未有清晰指明在此类
安排下是否可获豁免，政府或会就此作出澄清。
结论
鉴于近期住宅物业价格屡创新高，为香港市民带来严重的房屋问题，而且过度的投机活动会妨碍香港楼市的健康发展。因
此，政府紧密监控楼市并且实施必要措施，以保障市场能够妥善运作，我们对此深表欢迎。新加坡政府早于 2011 年已实施
同类措施，征收额外「买家印花税」（即在现有「买家印花税」上附加 3%或 10%），以打击新加坡楼市的过度炒卖活动。
自该措施推出以来，虽然新加坡的物业价格持续上升，可是原来价格急升的情况已见改善。
至于香港，政府推出“加强版”「额外印花税」以及引入「买家印花税」，或可有助压抑香港住宅物业的需求。然而，政府亦
应制定政策以增加住宅物业的中长期供应，才能有效地应对楼市过度炒卖的情况，和解决香港市民面对的房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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