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
期数 H50/2013 – 2013 年 2 月 27 日

税务评论
财政预算案小组：
香港特别行政区
罗盛慕娴
税务主管合伙人 - 声誉及业务拓展
电话：+852 2852 1667
电子邮件：yvolaw@deloitte.com.hk
麦婉群
税务合伙人
电话：+852 2852 1051
电子邮件：monmak@deloitte.com.hk
殷国炜
税务合伙人
电话：+852 2852 6538
电子邮件：
dyun@deloitte.com.hk

香港税务

2013/14 财政预算案分析
关顾社会、务实审慎、为香港更清晰地定位
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区)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先生于 2013 年 2 月 27 日发
表 2013/14 年度财政预算案 (预算案)，此乃曾司长任内发表的第六份预算
案，亦是由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领导的新一届政府之首份预算案。
预算案为香港清晰地定位，致力推动特定行业的发展，例如贸易和物流、
旅游及金融服务业等，并就支持及推广该等行业提出了具体措施。例如，
政府已预留资源建造专用设施及基建巩固物流业，另外亦为基金和资产管
理公司，以及保险业务增设税务优惠。
本港库房录得超出预期的盈余，接近 650 亿港元，市民因而期望预算案能
够「派糖」惠民。与其在民意压力下作出妥协，政府采取了坚定而谨慎的
方针，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超支。反之，预算案提出将库房盈余用于教育、
基建、社会财富、医疗及经济等范畴。此外，预算案建议推行的一次性纾
困措施能令低收入人士受惠最多。
本文概述 2013/14 年度财政预算案的主要建议，涵盖经济发展、优化人
力、投资基础建设及关顾民生四个重要范畴，同时于附录总结预算案提出
的税务修订建议。
企业方面

特定行业的清晰定位
我们对政府建议的务实措施，推动特定行业，为香港清晰定位表示欢迎。
我们建议各界应进一步致力对内及对外推广香港的定位，提升香港相关行
业在区内的名声及地位。我们亦建议政府专为该等特定行业推出更多税务
优惠，以巩固香港作为亚太区金融、投资及商业枢纽的竞争优势。相关优
惠可包括减低驻港地区总部的税率；以及放宽利息开支扣税的严谨规定，
以鼓励国际企业以香港作为集团的金融枢纽。

扩大豁免离岸基金缴付利得税的投资范围
离岸基金的利得税豁免安排现时并不适用于任何投资非上市公司的离岸基
金，因此对以投资非上市公司为主的私募基金而言，香港并非设立基金的
理想地点。我们很高兴看见政府建议将豁免离岸基金缴付利得税的投资范
围，扩大至包括买卖于香港没有物业或业务的海外非上市公司。
在吸引基金管理公司方面，香港正面临激烈竞争。政府于本年度预算案采
纳我们的建议，将离岸基金的利得税豁免安排，扩大至包括买卖在香港以
外地区成立的非上市公司，从而带动基金管理、投资咨询、法律和会计等
专业服务的需求，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再者，为提升香港成为亚洲区内享负盛名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建议政府设立境内基金税制，为符合若干条件并在港中央
管理及控制的基金提供税务宽免。

有关专属自保公司的税务优惠
愈来愈多亚洲区内具规模的企业希望可以经营专属自保业务，承保本身的业务风险。香港政府因此建议就专属自保公司的
离岸保险业务提供税务优惠，跟现在适用于再保险公司的税务优惠看齐 (即适用于离岸风险再保险业务的利得税税率减
半)，以鼓励更多企业成立专属自保公司。我们欢迎此税务优惠建议，相信能支持专属自保公司在香港的发展。

发行通胀挂钩债劵 (iBond)
鉴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公众对可提供稳定回报的低风险投资产品的需求明显增加。为回应公众对零售债券的兴趣
日浓，政府将继续联同金管局在下年度发行通胀挂钩债券。我们支持这项建议，认为可有助促进香港债券市场，特别是零
售债券市场的发展。

为企业提供的一次性纾困措施
预算案建议在 2012/13 年度最终应缴税款中，宽减 75%的利得税，上限为 10,000 元；此外亦建议宽免 2013/14 年度的商
业登记费。

提升香港的竞争力
香港的利得税税率已维持多年不变，2013/14 年度的预算案也没有提出降低利得税税率。在全球经济环境动荡的情况下，
如能调低利得税税率将有助减轻企业的税务负担，吸引外国投资，提高香港相对于邻近地区如台湾和新加坡的竞争力。虽
然新加坡的利得税税率是 17%，比香港的利得税税率稍高一点，但是由于新加坡政府为中小企提供税务优惠，其适用于中
小企的实际税率可能会低于香港。考虑到香港政府目前拥有庞大的财政储备，我们相信政府有能力把利得税税率由 16.5％
降低至 16％以吸引投资者。虽然降低利得税税率在短期内或会减少政府的收入，但是此举最终能提高香港的竞争力，并吸
引海外投资，长远反能增加利得税收入。

打击逃税和避税行为
预算案提及政府会藉着加强应用资讯科技、员工培训和调整调查策略，严厉打击避税和逃税行为。我们欢迎政府的做法，
相信能在维持现行的低税率及简单税制的同时，保障政府收入。
个人方面

退税及免税额
继 2012/13 财政预算案，财政司司长同样在本年度的预算案中提出多项税务宽免措施，以纾缓低收入及中产人士因通胀所
带来的财政压力。
预算案建议在 2012/13 年度最终应缴税款中，宽减 75%的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上限为 10,000 元。此外，预算案亦建
议提高子女免税额及个人进修开支扣除额的上限。
我们很高兴政府采纳我们有关个人进修开支的建议。我们虽然喜见子女免税额显著提高，但是公众可能对于其他免税额未
有因应通胀有所增加或调整而稍感失望。

其他一次性纾缓措施
为确保能够顾及弱势社群及低收入人士的需要，预算案提出多项一次性措施，包括：
•
•
•
•
•

延长差饷宽免至 2013/14 年度，以每户每季 1,500 港元为上限；
于 2013/14 年度向每个电力住宅用户户口提供 1,800 港元的电费及燃气费补贴；
为公屋租户代缴两个月租金，并为居住在香港房屋协会乙类单位的非长者用户缴交两个月租金的三分之二；
向领取综合社会保障缓助 (综缓)、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及伤残津贴人士发放额外津贴，金额相当于一个月的综援
与津贴的标准金额；以及
向关爱基金注资约 150 亿港元，以支持为低收入人士提供援助的相关政策。

尽管部份人士的退税上限金额及受惠于一次性纾缓措施较 2012/13 年度的预算案为少，但我们对以协助弱势社群和低收入
人士为主的纾困措施和退税措施表示欢迎。中产人士在此预算案中的受惠程度却未及低收入人士。

有关居所开支的税务措施
房屋问题和过热楼市仍然是社会最迫切关注的重点。为了令楼市降温，财政司司长在 2013 年 2 月 22 日宣布政府推出新一
轮管理需求措施︰提高楼宇买卖的从价印花税，以及把非住宅物业交易缴纳从价印花税的时间由「签订转易契约」推前至
「签订买卖协议」。这是继 2012 年 10 月推出特殊措施后（即针对楼宇在短期内买卖加强额外印花税和推出适用于非香港
永久性居民和公司的买家印花税）新增的稳定楼市措施。这些新措施反映了政府解决房屋问题的决心。虽然房屋问题是一
个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但是政府或可考虑容许纳税人在自住一段时间后，其自住居所的已缴纳印花税及
按揭贷款本金获薪俸税扣除/退回，以减轻个别人士的财政负担。

有关长者及医疗的措施
长者和公共医疗服务的负担是其中一个随着人口老化而带来的问题。纵使政府已针对医疗服务需求激增的情况提出多个长
期性项目， 然而 2013/14 年度预算案并没有提出具体措施以纾缓社会的负担。我们建议政府容许医疗保险开支及实际医疗
开支获薪俸税扣除，提高长者医疗券金额及扩大其覆盖范围。
总结
财政司司长为梁振英先生领导的新政府所预备的首份财政预算案可算是关顾社会、务实和审慎的。政府在预算案内提出致
力推动香港作为特定行业的首选之地，此举无疑是迈出了理想的一步，惟我们期望能见到更多具体行动。
过去数年，政府透过退税，一次性纾困措施，甚至派发现金来还富于民。但由于很多社会问题，如房屋、人口老化、教育
和污染等尚待解决，「派糖」的效用难免有所褪色。我们支持政府把庞大盈余运用在中长期政策以解决社会问题及发展经
济，而非向公众大幅地提供一次性措施。我们期望现届政府能提出和实施更多具体的长远措施，解决深层次问题和促进香
港未来的经济发展。

免税额、扣除及税率概要
薪俸税

累进税率
2012/13 及 2013/14
应课税入息 ($)
最初的 40,000
其次的 40,000
其次的 40,000
余额

边际税率
2%
7%
12%
17%

标准税率
2012/13 及 2013/14
15%

免税额及扣除项目
2012/13
($)
个人免税额：
基本
已婚人士
单亲
子女：
第一至第九名子女
出生年度
其他年度
供养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年龄在六十岁或以上)：
基本
额外免税额
(与纳税人同住的受供养家属)
供养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年龄界乎五十五至五十九岁)：
基本
额外免税额
(与纳税人同住的受供养家属)
供养兄弟/姊妹
伤残受养人
扣除项目 (最高金额)：
个人进修开支
居所贷款利息
长者住宿照顾开支
向认可退休计划支付的供款
向认可慈善机构的捐款

2013/141
($)

120,000
240,000
120,000

120,000
240,000
120,000

126,000
63,000

140,000
70,000

38,000

38,000

38,000

38,000

19,000

19,000

19,000

19,000

33,000
66,000

33,000
66,000

60,000
100,000
(可扣税年度为 15 年)
76,000
14,5002
收入的 35%

80,000
100,000
(可扣税年度为 15 年)
76,000
15,0002
收入的 35%

一次性的薪俸税宽减措施 1
宽减 2012/13 年度百分之七十五的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上限为 10,000 港元

1

须经立法修订

2

在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下，有关最高收入已提升至 25,000 港元，自 2012 年 6 月 1 日起生效。因此，2012/13 的供款扣税上限为 14,500 港元
以及 2013/14 及其后课税年度的上限为 15,000 港元。

利得税
2012/13 及 2013/14
税率
法团业务

16.5%

非法团业务

15.0%

一次性的利得税宽减措施3
宽减 2012/13 年度百分之七十五的利得税，上限为 10,000 港元。
物业税
2012/13 及 2013/14
税率
15%
差饷 3
宽免 2013/14 年度的差饷，以每户每季 1,500 港元为上限
政府收费 3
宽免 2013/14 年度的商业登记费

3

须经立法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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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务咨询服务。
我们在中国拥有丰富的经验，并一直为中国会计准则、税制以及本土专业会计师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在香港，我们为大约三分之一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提供服务。

本文件中所含数据乃一般性信息，故此，并不构成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或相关机构(统称为 "德勤网络")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在做出任
何可能影响自身财务或业务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行动前，请咨询合资格的专业顾问。任何德勤网络内的机构不对任何方因使用本文件而导致的任
何损失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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