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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数 H92/2020 – 2020 年 2 月 26 日

税务评论
2020/21 财政预算案分析
赤字预算体恤民情但不失审慎
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于今天发表 202021 年度财政预算案。此乃陈司长就任以来第四份财政预算案。
在社会事件持续、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
下，司长宣布 2019-20 财政年度录得自 2003-04 年度以来首个财政赤
字。2019-20 年度的财政赤字为 378 亿港元，逊于 2018-19 年度的 587
亿港元盈余，主要由于政府推出逆周期支持措施，以及经济转弱导致税
收和土地收入减少。
过去数月，司长已经推出了四轮纾困措施。
在 2020-21 年度财政预算案中，司长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从而在这艰难
时刻"撑企业、保就业、振经济、纾民困"。具体而言，本年度财政预算
案旨在维持香港金融稳定和公共财政稳健，以便香港的社会和经济可持
续发展。尽管如此，今年推出的税务措施为数不多。
有关财政预算案提出的措施概要，请参阅我们的《 税务快讯 –2020-21
香港财政预算案税务措施概要》。本文重点分析 2020-21 年度财政预算
案与税务相关的建议。

主要税务相关措施
针对个人的一次性纾困措施
陈司长建议宽减 2019/20 课税年度 100%的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上
限为 20,000 港元。此外，政府将推出一次性特别措施，向 18 岁或以上
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 10,000 港元。财政预算案也推出其他民生及社

香港财政预算小组：
香港
陈嘉华
税务合伙人
电话：+852 2852 1628
电邮：sarahchan@deloitte.com.hk
陈复新
税务总监
电话：+852 2852 6531
电邮： alfchan@deloitte.com.hk
潘宗杰
税务总监
电话：+852 2238 7689
电邮： rphan@deloitte.com.hk
汤爱伦
税务总监
电话：+852 2852 6530
电邮：etong@deloitte.com.hk

会福利措施，以减轻不同社群的财政负担。这些措施有助减轻市民的税
务负担，纾缓急切的经济需要，德勤对此表示欢迎。
针对企业的一次性纾困措施
财政预算案建议宽减 2019/20 课税年度 100%的利得税，上限为 20,000 港元，以减轻利得税纳税人的负
担。在这充满挑战的环境下，此措施有助减轻企业的税务负担，德勤对此表示欢迎。
证券市场
预算案建议宽免在港上市交易所买卖基金（即 ETF）的市场庄家在参与发行及赎回 ETF 单位的过程中的股
票买卖印花税。有关措施将加强香港作 ETF 上市平台的吸引力，德勤对此表示欢迎。
资产及财富管理
为吸引更多私募基金在香港注册和营运，预算案建议，在符合若干条件下，为在香港营运的私募基金所分
发的附带权益提供税务宽免。有关安排将待立法工作完成后，由 2020/21 年度起适用 。德勤此前曾建议香
港政府为附带权益提供税务宽免，并乐见有关建议获得采纳。
海运业
为呼应政府于 2019 年施政报告提出为船舶租赁业务提供税务宽减的计划，政府于 2020 年 1 月在宪报刊登
《2020 年税务（修订）（船舶租赁税务宽减）条例草案》，为船舶出租商和船舶租赁管理商提供利得税宽
免。此外，较早前首读的《2019 年税务（修订）（与保险有关的业务的利得税宽减）条例草案》也为包括
海事保险在内的保险业务提供税务宽免。政府更在预算案中提到将会研究其他税务措施，以吸引更多国际
航运业务经营者和委托人落户香港。上述税务优惠可维持并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地区船舶租赁中心的竞争优
势，德勤对此表示欢迎。
税务政策
本年度财政预算案中，陈司长表示香港税制面临潜在挑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 ）正在研究订
立全球最低税率规则。有关方案或将冲击香港低税率政策以及本港按地域来源征税的制度，亦会导致跨国
企业的税务负担及合规成本上升，影响它们日后来港投资和经营的诱因。我们乐见政府充分掌握急剧变化
的国际税务局势，并将会继续密切关注经合组织相关工作的发展。我们向陈司长建议，政府必须全面审视
香港的税务制度与政策，期望与国际标准接轨。

待解决领域
个人税务宽减 – 除了一次性宽减税款，本年度预算案并未推出薪俸税相关措施。为应对现时经济动荡局
面、住房与借贷成本高企，政府或可考虑推行针对性税务措施，纾缓市民的经济压力。例如，政府可推出
租金开支扣减，为在职已婚人士提供额外免税额，提高基本以及已婚人士免税额，从长远减轻中产人士的
经济压力。
创新和科技 –本年度财政预算案未推行任何与创新和科技相关的新税务举措。为加快创新和科技的发展，
我们建议政府向高科技或创新产业的合资格公司，特别是在大湾区有相关投资的公司提供税务优惠。与同

时为研发活动提供税务优惠的其他税务管辖区相比，香港仍有空间提升其措施的竞争力。为鼓励香港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投入资源发展工作场所自动化，我们建议政府考虑容许提高相关开支的税务扣减。我们
期望政府改进当前的研发开支额外税务扣减制度，或探讨其他税务优惠，从而为香港创新和科技导向的产
业提供更有利的税务环境。
金融及专业服务 – 企业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不但增加本地雇员、高级行政人员和人才以及金融和专业服务
的需求，还可以吸引外资，帮助香港整体经济的发展。我们建议政府考虑提供税务优惠，以增强香港作为
跨国企业地区枢纽的竞争优势。
扩阔税基的方法 - 目前，政府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薪俸税、利得税和印花税，这些收入极易受到经济周期和外
部环境动荡的影响。而且，薪俸税和利得税税率依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这种税收制度无法保障长期稳
定的税收收入，因而对维持香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诸多挑战。如预算案所述，政府必须开拓新的收入
来源以提高收入。面对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虽然此时可能并非征收新税项以扩阔税基的合适时机，但政
府应将扩阔税基作为近期工作的议程之一。

结语
总体而言，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符合预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公众要求。德勤对预算案提出的措施表示欢
迎，尤其是各项急切需要的即时措施，将有助于纾缓受目前经济不景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企业或个
人负担。政府建议一次性发放现金 10,000 港元，回应了公众的高度需求。尽管现金发放引起公众广泛关
注，但财政预算案所提税务措施不多。从长远角度而言，我们希望政府能够考虑为不同产业推出更多税务
措施，以增强香港的竞争力。期望政府能够带领香港克服当前困境，再达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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