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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评论
2019/20 财政预算案分析
财政预算案既保守亦务实，为香港经济发展清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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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发表
2019/20 年度财政预算案。此乃陈司长就任以来第三份财政预算案。
中美贸易磨擦以及环球金融市场波动等外围不利因素已开始对香港经济带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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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财政司司长在 2019/20 年度财政预算案中宣布一系列措施，务求“撑企
业、保就业、稳经济、利民生”。具体而言，2019/20 年度财政预算案旨在提
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带动海运业的发展，并透过发挥香港独特
优势，把握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策略带来的机遇。
2018/19 年度的财政盈余为 587 亿港元，低于 2017/18 年度的 1,489 亿港
元，主要由于地价及印花税的收益低于预期。我们喜见政府提出多项措施，以进
一步推动金融服务业和支持创科行业的发展，展示出对香港经济发展的清晰愿
景。虽然市民大众一直期望预算案可提出更多“派糖”方案、短期刺激经济措施
以及增加政府公共开支，但 2019/20 年度财政预算案仍属保守务实。
本文分析 2019/20 年度财政预算案的主要建议影响。有关影响个人和企业的税
务措施概要，请参阅我们的《税务快讯 - 2019/20 香港财政预算案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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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为企业提供一次性纾缓措施
一如上个年度，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提出宽减 2018/19 年度 75%的利得税，以缓解普遍企业的负担，但上限则由三万港元
下调至两万港元。

为海运业提供税务优惠
财政司司长在预算案表示已成立专责小组，研究税务及其他措施，吸引船舶融资公司进驻香港，将香港发展成为亚太区的船
舶租赁中心。研究结果预期将于 2019 年下半年公布。此外，预算案特别提出，为带动海事保险业务的发展，向船东和船公
司提供更佳支援，政府亦会为包括海事保险在内的合资格保险业务，宽免一半利得税。
上述措施旨在维持并巩固香港作为领先船舶租赁中心的竞争优势，德勤对此表示欢迎。我们期望政府将在短期内推出实质的
税务优惠措施。

创新和科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将建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为此，财政预算案提出一系列的资
金支持和措施，以发展香港的创科基建和推动本地研发活动。我们乐见政府为优化创新科技环境持续投入的努力。
去年，政府针对合资格的研发开支推出额外税务扣减，以鼓励企业在香港开展研发活动。但是，由于有关规定相当
严格，有关税务优惠的成效备受质疑。就此，德勤建议政府考虑扩大研发活动和可获税务扣减的开支的范围，以放宽享受税
务优惠的要求。此外，政府也可考虑为研发活动产生的相关知识产权收入提供税务优惠。有关措施可吸引更多不同类型的研
发及知识产权相关活动选择在香港发展。

金融服务业
有关统一豁免基金缴付利得税的草案于财政预算案公布前一周获得通过。基金行业的税务优惠与税务合作的国际规定一致，
同时能促进资产管理行业在香港的发展。为推动本地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财政司长在预算案中表示，政府已就为私募基金
建立有限合伙制度展开研究。上述制度也是德勤早前向政府的建议之一，我们乐见政府接受德勤的建议。政府将继续研究适
用于基金行业的税务配套安排，尤其是吸引私募基金在香港成立及运营的相关措施。有关建议措施旨在维持并进一步加强香
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德勤对此表示欢迎。

其他税务政策
除了建议具吸引力的税务措施，我们乐见政府已经积极扩大税务协议网络，借此提升整体营商环境和吸引投资。
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财政司司长提到了吸引更多跨国集团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和财资中心的重要性。目前香港仅为财资
中心提供税务优惠。虽然预算案提到了企业地区总部的重要性，但是却未有就期待已久的企业地区总部提出税务优惠措施。
我们期望政府将考虑推出地区总部税务优惠，例如对相关合资格收入给予 8.25%的优惠税率，将巩固香港的可持续发展，成
为国际企业地区总部及财资枢纽。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蓝图
上周在香港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宣讲会上，提到香港将以巩固和提升其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贸易
及航运中心为目标。为了让企业把握大湾区的机遇，预算案建议配合粤港澳打造发展蓝图，发展金融服务、贸易物流、创新
和科技行业。我们相信这些具竞争力的政策将有助于香港企业营商，并能促进人才、资本、资源和货物在湾区内的开放互
动。

社会福利

市民福利
利民纾困仍将是政府最重要的优先事项之一。预算案提出了多项短期纾缓措施，包括发放金额相当于一个月的综合社会保障
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或伤残津贴，以及额外一千元金额的长者医疗券。
这些措施可实现短期目标，德勤对此表示欢迎。预算案还提出了长期措施，旨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例如提供更多
安老宿位和长者日间护理服务名额，以及包括社工及物理治疗师等专业团队外展服务资源。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制定解决方
案，以平衡长者退休照顾需求与缓解长期开支银根压力的需要。

中产人士的税务负担
有别于前几年，除了一次性宽减 2018/19 年度 75%的税款（上限为 20,000 港元）外，今年并未推出其他税务纾缓措施
（如提高供养人免税额），以减轻薪俸税纳税人的负担。我们认为政府在提出“派糖”方案方面趋于保守，旨在应对不明朗
的全球经济形势。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政府可以推行适切的纾缓措施，以改善民生并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评论
2019/20 年度财政预算案为弱势社群、长者和学生提供的关爱措施以“务实”为重。从企业角度而言，我们欢迎预算案对
更多行业提出支援建议，尤其是旨在刺激海运及相关保险业、创新和科技行业，及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措施。我们希望政府能
够考虑推出更多税务措施，以提升香港成为知识产权中心、企业设立地区总部的首选地点，及国际财资中心。总括而言，德
勤欢迎政府致力提升香港的竞争力。我们期望这些措施可扩大政府的收入来源，改善香港经济的长远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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