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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 财政预算案分析
预算案具远见，缩减「派糖」规模
对惠及市民的税务措施亦着墨不多
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先生于 2014 年 2 月 26 日发表其
任内第七份财政预算案（预算案）。2014/15 年度预算案响应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
于 2014 年 1 月发表的施政报告内所公布的各项措施，包括维持香港作为投资平台
的经济增长，支持弱势社群，以及推动青年人向上流动。
当局在拟备 2014/15 财政预算案之时，政府的财政状况一般，2013/14 年度财政盈
余的修订预算仅为 120 亿港元，略逊预期。预算案着力藉发展支柱产业（金融服
务业、贸易及物流业、旅游业、专业服务业）以振兴香港经济，同时为港人营造
更好的社会及经济环境。预算案大幅强调控制开支，未雨绸缪，因此较以往财政
预算案提出更少惠及个人的「派糖」和税务措施。
本文概述 2014/15 年度财政预算案的主要建议，同时于附录总结预算案提出的税
务修订建议。

推动经济长远发展
本年度财政预算案重申藉发展四大支柱产业以振兴香港经济的重要性，并提出各
项相关具体措施，例如使本港在信息科技方面发展为「智能型城市」；透过发展
机场新跑道以提升香港国际枢纽的声誉；以及借着多个主题公园的建造工程提升
旅游设施等。预算案亦提出多项税务措施以促进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详见下文)。
政府的长远目标是改善香港竞争力，并提出具体措施，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为进
一步发挥香港的竞争力以图长远的收入增长，即使可能暂时减少税收，我们仍鼓
励政府检讨税务政策，研究以下方案的可行性 (i) 调低利得税税率；(ii) 为在
港设立地区总部的企业提供税务优惠；(iii)放宽研究和开发开支的扣税规定；
(iv) 继续积极与更多国家/地区签订税务协议。

促进金融服务业发展的税务措施
1. 集团财资企业可享利息扣税
不少跨国企业集团会选择在香港管理区内或全球的财资活动。然而，目前的税例
基本上不允许向海外公司支付的利息享有扣减，因此有碍该类集团在港设立财资
活动枢纽。财政司司长表示为了增强香港对金融活动的吸引力，当局将会检讨有
关利息支出的扣税规定，并就有关扣减安排厘清原则。预计有关当局将于一年内
公布具体方案。财政司司长决定采纳德勤的建议，德勤为此表示欢迎。
2. 扩阔离岸基金的税务豁免安排
2013/14 年度财政预算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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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金融发展局于 2013 年 11 月 18 日发布概要文件，并就有关扩阔税务
宽免安排的建议发表其意见，以及透视未来立法方针。行业评论员亦指出有关利
得税宽免安排以及为离岸基金提供更具弹性的架构，将有助香港成为基金行业的
国际枢纽。另一方面，财政司司长亦表示，已就开放式基金公司架构拟订规
管框架，政府将于短期内展开相关咨询。

看到有关扩阔离岸基金豁免安排以及开放式基金公司架构之相关建议有所进展，我们对此表示欣慰。同时，我们亦建议政
府加快相关咨询流程并落实上述措施，从而吸引更多基金来港开展业务。
3. 进一步宽免交易所买卖基金(ETF)印花税
目前，凡港股占相关指数比重不高于百分之四十的交易所买卖基金(ETF)，均可享有印花税宽免。本年度预算案建议全面放
宽 ETF 交易的印花税 (包括港股成分较高的 ETF)，旨在促进香港在 ETF 开发、管理和交易三方面的发展。德勤十分赞同该
项宽免建议。

支持中小企业
除了长远的经济发展外，我们很高兴预算案能够在融资、开拓市场、建立品牌和提升生产力方面，建议各项支持本地中小
企的具体措施中取得平衡。 预算案建议宽减 2013/14 年度百分之七十五的利得税，上限为 HK$10,000，该项一次性纾缓措
施令一般企业皆可受惠。但是，本年度预算案未有提及有关豁免商业登记费之建议。

打击逃税和避税行为
正如上年度预算案一样，2014/15 年度预算案再度强调，税务局将善用信息科技并参考国际经验，加大力度打击逃税、避
税，以防止税收流失及收回应赋税款。

安老助弱
2014 年施政报告涵盖具体措施，藉以扶贫和协助长者及弱势社群；这些措施包括引入低收入工作家庭补贴和增加医疗券金
额。为了确保满足弱势群体和低收入士的需要，2014/15 年度财政预算案提出了多项纾缓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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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士发放额外津贴，金额相当于一个月的综
援标准金额或津贴。



为公屋住户代缴一个月租金。(2013/14 年度财政预算案为两个月租金)

纾困措施，重点帮助老人，弱势群体和低收入人士，值得欢迎。同时，预算案也建议提高烟草税以有效控烟，进而保障公
众的健康，并加强政府的戒烟服务。德勤同样欢迎这项措施。

中产阶层措施减少
近年的预算案提供了各种一次性纾困措施，例如薪俸税宽减，宽免差饷，电费补贴等。2014/15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布前，
财政司司长暗示随着全球经济好转，政府可能撤回这些一次性的措施。该言论引起中产阶层的重大反响，他们声称其经济
负担受到忽视。
考虑公众的关注，财政司司长于 2014/15 年度财政预算案仍建议宽减 2013/14 年度百分之七十五的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
(上限为 HK$10,000) (与 2013/14 年度财政预算案相若)，以及轻微提高供养父母/祖父母的免税额。预算案亦建议宽免首
两季差饷，以每户每季度 HK$1,500 为上限 (2013/14 年度为全年宽免，以每户每季度 HK$1,500 为上限) 。政府为实现其
计划逐步减少一次性纾困措施，于预算案取消了一些措施, 例如取消电费补贴(2013/14 年度为 HK$1,800)，而部份措施的
宽免金额上限也较 2013/14 年预算案相应调低。然而，我们高兴地看到，财政司司长愿意为考虑受规管保险产品的用户提
供税收减免。
看来，中产阶层将不会获得如住年同等的“派糖”优惠。虽然政府可被了解为采取谨慎的理财原则，通过控制开支和减少
一次性纾困措施，以未雨绸缪，但我们仍建议引入双职夫妇免税额 (例如向配偶双方同时工作的家庭提供免税额)。该措施
不但能有效地减轻中产阶级的经济负担，也能够鼓励已婚妇女重新投入劳动市场，强化香港的工作人口。

房屋问题
政府在过去两年内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物业交易印花税的特别措施，致力遏制楼市炒风。尽管部分措施已提出超过一年，由
于其中众多具较大争议性，相关议案拖延至上周才获立法会审议通过。相关印花税措施已被市场消化，本港楼价业已回
稳，但是仍未见明显跌幅—楼价持续高企，普罗大众无法负担。2014/15 年度预算案未有就物业交易提出更多税务措施，
相信由于政府希望新通过议案可使楼价在 2014 年有所下跌，待市场进一步调整后方检讨有关政策。政府将密切关注市场动
向，并于适当时机调整物业交易印花税。尽管如此，我们仍建议政府提供税款减免，以减轻中产在住屋开支方面的负担，
例如扣减自住居所的印花税或对居住超过三年以上的居所实行印花税回赠。

未来基金
2014/15 年度预算案提出设立「未来基金」，当出现因人口老化导致的结构性赤字时，该基金则可用作未来开展关键基建
项目的财政资源，并克服人口老化等潜在的社会挑战。有关「未来基金」的实施和用途则有待揭盅。

总结
2014/15 年度预算案集中透过针对支柱行业的具体措施，实现长远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该预算案采取谨慎态度，控制公
共开支，以及缩减多项一次性纾缓措施，旨在未雨绸缪。虽然本年度预算案能够顾及普罗大众的基本福利，并承诺解决各
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但是却在「派糖」及税务措施方面未能满足部份市民的期望，不但未能纾缓中产人士的经济负担，而
且在调低利得税率及鼓励海外投资香港的税务优惠方面，或许令商界人士感到失望。整体而言，德勤欣赏政府在目前稳健
的财政状况之下，仍会主动研究长远的财政规划以应付人口老化问题的做法。我们期望政府透过落实有关建议措施，提升
香港竞争力，为香港创建光辉未来。

附录 – 免税额、扣除及税率概要
薪俸税

累进税率 (维持不变)

2013/14 及 2014/15
边际税率
2%
7%
12%
17%

应课税入息 (港元)
最初的 40,000
其次的 40,000
其次的 40,000
余额

标准税率 (维持不变)
2013/14 及 2014/15
15%

免税额及扣除项目

2013/14
(港元)

2014/151
(港元)

个人免税额:
基本
已婚人士
单亲

120,000
240,000
120,000

120,000
240,000
120,000

子女:
第一至第九名子女
出生年度
其他年度

140,000
70,000

140,000
70,000

38,000

40,000

38,000

40,000

19,000

20,000

19,000

20,000

33,000

33,000

66,000

66,000

80,000

80,000

100,000
(可扣税年度为 15 年)

100,000
(可扣税年度为 15 年)

长者住宿照顾开支

76,000

80,000

向认可退休计划支付的供款

15,000

17,500

收入的 35%

收入的 35%

供养父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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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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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农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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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认可慈善机构的捐款

有关薪俸税与个人入息课税一次性宽减措施

建议就 2013/14 年度的最终应缴税款，宽减该年度百分之七十五的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上限为一万港元。1

1

須經立法修訂

利得税 (维持不变)
2013/14 及 2014/15
税率
16.5%
15%

法团业务
非法团业务

有关利得税的一次性宽减措施 2

建议就 2013/14 年度的最终应缴税款，宽减该年度百分之七十五的利得税，上限为一万港元。
物业税 (维持不变)
2013/14 及 2014/15
税率
15%
差饷 2
预算案建议宽免 2014/15 年度首两季差饷，以每户每季 1,500 港元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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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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中所含資料乃一般性信息，故此，並不構成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員所或相聯機構(統稱為 "德勤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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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德勤網絡
內的機構不對任何方因使用本文件而導致的任何損失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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