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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点

利得税

2012/13财政预算案

2012/13财政预算案：
 
重复跟随以往的路向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先生于今早发表

了2012/13年度的财政预算案。

该预算案广泛地提出多项稳定及维持本港整体经济

均衡发展的措施，该等措施涵盖本港各阶层居民及

主要商业领域。但所提出的方案明显缺乏创新意念

，亦曾于过往年度的预算案中多次使用。

税务措施方面，在2012/13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 

曾司长提出多项直接税务宽减，包括退回百分之七

十五的2011/12年度利得税及薪俸税/个人入息课税

（以$12,000元为上限）及多项免税额和税务扣减

的安排。但曾司长并未对业界就忧虑本港税基及税

种狭窄的议题上作出回应。我们认为下届特区政府

应在制定未来的财政预算案或施政报告时就本港目

前税制提出广泛的检讨，以响应目前严峻及多变的

经济前景。

2011/12年度的预计经营及综合账目盈余分别为三

百八十二亿及六百六十七亿元。此数字远较去年在

制定预算案时的估计为高。我们相信在这丰厚的盈

余下，特区政府将面对强大的压力，社会上将有更

多的声音要求提供更多的拨款以减轻本港中下阶层

面对经济及通胀的困扰。

减2011/12年度75%的利得税，上限为12,000

元

薪俸税

宽减2011/12年度75%的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

税，上限为12,000元

基本免税额和单亲免税额，增加至120,000

元

已婚人士免税额，增加至240,000万元

供养60岁或以上的父母或祖父母，增加至

38,000元

供养55至59岁的父母或祖父母，免税额增加

至19,000元

供养60岁或以上的父母或祖父母，同时与这

些父母或祖父母连续全年同住的纳税人所享

有的额外免税额增加至38,000元 

供养55至59岁的父母或祖父母，同时与这些

父母或祖父母连续全年同住的纳税人所享有

的额外免税额增加至19,000元 

长者住宿照顾开支的扣除上限，增加至

76,000元

每名子女免税额增加至63,000元

每名子女在出生的课税年度所享有的一次性

额外免税额，增加至63,000元 

供养兄弟姊妹免税额，提高至33,000元

伤残受养人免税额，提高至66,000元

居所贷款利息扣除年期增至15个课税年度，

最高扣减额每年为100,000元

强制性强积金计划供款，每年可授予最高可

扣税款额，增加至15,000元 



延迟偿还学生贷款时间

综援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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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除税项优惠外，其他关顾民生的一次性政策如下:

差饷

宽免2012/13年度全年的差饷，上限为每户每季
2,500元

电费补贴

• 向每个电力住宅用户户口提供1,800元的电费补贴

•

公屋租户代缴

公屋租户免缴交2个月租金

香港房屋协会(房协)乙类单位的非长者住户，可
免交2个月租金的3分之2

•

政府收费及征收

宽免2012/13年度商业登记费

进出口货品报关费一半被宽免

宽免征收本地公司股本注册费 

•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高龄津贴及伤残受津贴
人士，可给予额外发放一个月的综援标准金
额

食物援助计划

增加援助食物种类

如有需要，政府额外拨款1亿元 

学生贷款人在2012年完成课程，可以选择在完
成课程其后一年才开始偿还学生贷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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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为财政预算案提及之重点总结： 

•
支持企业

继续推行以巿场主导而又具持续性的中小企融资
担保计划之特别信贷保证计划

提高信贷担保比率之最高限额由70%至80%

提供总额为一千亿元之信贷保证

降低信贷担保年费比率由贷款利率的32%-35%至
10%-12%

由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推出加强支持措施

宽免2012/13年度商业登记费

宽减2011/12年度75%的利得税，上限为12,000元 

全面减半进出口货品报关费

取消向本地公司征收的股本注册费

拨款10亿元设立专项基金，以协助香港企业透过
升级转型、在内地发展品牌及拓展内销，发展内
地市场

•

•

•

•

•

•

•

•

•

•

保障就业

建议再拨款2.2亿元，以支持建造业议会加强培训

计划由职业训练局设立国际厨艺学院

计划向创业展才能注资1亿元，以资助非政府机构
成立小型企业，聘用残疾人士

继续推行展翅青见计划、中年就业计划及就业展
才能计划，协助青少年、中年人及残疾人士就业

计划由再培训局于2012/13年度提供13万个培训学
额，增拨资源为失业及待业人士安排就业挂钩课
程

•

•

•

•

•

•

•

•

•

•

关顾民生

预留10亿元，在新高中学制下推行一个以毅
进计划为参考蓝本的新课程

拨款25亿元，在专上教育界别推行第六轮配
对补助金计划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奖学基金和自资专上
教育基金各注资10亿元，即合共20亿元

增加医疗服务之公共卫生经常性开支以及建
筑扩建及兴建工程之资本投资

向撒玛利亚基金注资100亿元，以帮助有需
要全数或部分资助其治疗所需的自费药物及
医疗项目等费用的市民

增加痴呆症患者补助金的拨款额，并从奖券
基金拨出9亿元，为全港长者地区中心、邻
舍中心及活动中心改善内部环境及设施

•

•

•

稳定金融体制

加强信贷及流动资金的风险管理、提高银行
监管储备、推出一共4轮的物业按揭贷款的
审慎监管措施等，以提升金融体系的抗震能
力

各监管机构会继续要求银行、证券经纪及保
险公司加强风险管理

以外汇储备提供面对资金流向突然逆转之风
险的缓冲，以维持港元汇率稳定和避免利率
过分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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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通胀

政府债券计划再发行一次不多于100亿港元的通胀
挂钩债券

每半年派发一次与最近六个月通胀挂钩的利息•

•

增加土地供应

增加九龙区写字楼总楼面面积由140万平方米至
540万平方米

腾空现时由政府租用的甲级写字楼作商业用途

估计可由西铁锦上路站和八乡车厂及附近一带的
乡郊土地提供约8,700个单位

政府已售和将会出售27幅住宅用地，连同已公布
的第四季卖地计划，预计共可提供约7,900个单位

以在南昌站和荃湾西站五区(城畔)及荃湾西站五
区(湾畔)的西铁物业，提供总共不少于6,600个单
位

将47幅住宅用地纳入勾地表以继续增加土地供应

•

•

•

•

•

•

善用社会资本

建议向小区投资共享基金再注资2亿元

由按揭证券公司推行一个为期三年的试验计
划，以帮助创业人士、自雇人士，以及有意
接受培训、提高技能或考取专业资格以达到
自我提升的人士

•

•

•

区域经济合作

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台湾办事处于2011年12月
开始运作，更为促进港台间经贸及文化等多
方面的合作

香港已与新兴市场包括金砖成员国、东南亚
和南美洲等地进行经贸合作，并与多个贸易
伙伴签订一系列税务安排、促进及保护投资
协议和自由贸易协议

香港最近亦与智利就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展开
谈判

积极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致力于将香港的税务数据交换安排与国际标
准接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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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俸税薪俸税薪俸税薪俸税 2011/12 2012/13 标准税率 *
1
 15% 15% 

   累进税率 *
1
 首 40,000港元 - 2% 首 40,000港元 - 2% 

 次 40,000港元 - 7% 次 40,000港元 - 7% 

 次 40,000港元 - 12% 次 40,000港元 - 12% 

 其余为 - 17% 其余为 - 17% 

   个人免税额   

- 基本免税额 108,000港元 120,000港元 

- 已婚人士免税额 216,000港元 240,000港元 

- 第一至九名子女 (每名计算) 60,000港元 63,000港元 

- 新生子女之附加减免 (每名计算) 60,000港元 63,000港元 

- 单亲家长免税额 108,000港元 120,000港元 

- 供养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额 (每名计算) 

  年龄 55至 59岁 

- 基本 

- 附加  

(与纳税人同住) 

 

18,000港元 

 

18,000港元 

 

19,000港元 

 

19,000港元 年龄 60岁或以上 

- 基本 

- 附加  

(与纳税人同住) 

 

36,000港元 

 

36,000港元 

 

38,000港元 

 

38,000港元 

-  伤残受养人免税额 (每名计算) 60,000港元 66,000港元 

-  供养兄弟/姐妹免税额 (每名计算) 30,000港元 33,000港元 

   税务扣除项目 上限： 上限： 

-  慈善捐款 应税收入之 35%  应税收入之 35%  

-  个人进修开支 60,000港元 60,000港元 

-  居所贷款利息 100,000港元*
2
 100,000港元*

3
 

-  长者住宿照顾开支 72,000港元 76,000港元 

-  强制性公积金供款 12,000港元 15,000港元*
4
 

(数据源：2012-13财政预算案) 

*1 薪俸税额是按应课税入息实额以累进税率计算。或以入息净额以标准税率计算，两者取较低的税款额征收。 

*2 该税务扣除项目可供纳税人分摊至 10个连续或不连续课税年度。 

*3 该税务扣除项目可供纳税人分摊至 15个连续或不连续课税年度。 

*4   由 2012 年 6 月 1 日起，《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下的最高有关入息水平会增加至 25,000 元。因此，2012/13 课税年度可扣除的供款上限为 14,500 元，而 2013/14 和以后课税年度的上限为 1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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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得税利得税利得税利得税 2011/12 2012/13 

 税率 

  有限公司 16.5% 16.5% 以非公司型式经营业务 15% 15% 非居民企业之特许权收入  

(非关联公司) 

  

- 应税款项 30% 或 100% 30% 或 100% 

- 实际税率 4.95 % 或 16.5% 4.95 % 或 16.5% 

   税务扣除项目   慈善捐款 上限至应课税收入之 35%  上限至应课税收入之 35%  

   折旧免税额   厂房及机器免税额   

- 初期免税额 60% 60% 

- 每年免税额 10%, 20% 或 30% 10%, 20% 或 30% 商业建筑物免税额 4% 4% 工业建筑物免税额   

- 初期免税额 20% 20% 

- 每年免税额 4% 4% 制造厂房及机器，计算机硬件及软件 直接减免 100%  直接减免 100%  建筑物翻新费用 每年 20% （分 5年） 每年 20% （分 5年） 环保厂房及器械 直接减免 100% 直接减免 100% 主要附属于建筑物的环保设备 每年 20% （分 5年） 每年 20% （分 5年） 

   物业税物业税物业税物业税 2011/12 2012/13 

 15% 15% 
   印花税印花税印花税印花税 2011/12 2012/13 股票交易   香港股票 每笔交易 0.2%  

(买卖双方各付一半) 

每笔交易 0.2%  

(买卖双方各付一半) 物业买卖   

2,000,000港元及以下 100港元 100港元 

2,000,001港元– 3,000,000港元 1.50% 1.50% 

3,000,001港元– 4,000,000港元 2.25% 2.25% 

4,000,001港元– 6,000,000港元 3.00% 3.00% 

6,000,001港元– 20,000,000港元 3.75% 3.75% 

20,000,000港元以上 4.25% 4.25% 

   额外印花税额外印花税额外印花税额外印花税 2011/12 2012/13 物业买卖   持有期间： 6个月及以下 15% 15% 持有期间： 6个月以上 – 12个月及以下 10% 10% 持有期间： 12个月以上 – 24个月及以下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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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注册费股本注册费股本注册费股本注册费 2011/12 2012/13 

 

0.1%  

(每笔交易上限为 30,000港元) 

取消 

   含酒精饮品关税含酒精饮品关税含酒精饮品关税含酒精饮品关税 2011/12 2012/13 

- 红酒及烈性白酒 40% 40% 

- 酒精含量低于 30%之酒精饮料 无 无 此预算案报表不具有正式法律效力，直至立法局将其变更或直接取纳并正式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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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是中国北京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分所之一

。我们的国内网路健全，除了位于北京的总部外，我们亦于中国14个城市内设有分所，当中包括深圳、

成都、上海、西安、天津、青岛、长沙、长春、银川、济南、大连、昆明、广州、福州及在新加坡、澳

洲和日本设有事务所。在香港及中国业务的整合下，我们努力提供一个全面的全球性金融服务，包括会

计、税务、审计，风险咨询及首次公开招股顾问咨询。

信永中和税务及商业咨询有限公司为企业客户提供税务方面的策略性顾问建议，服务范围

包括为收购、合并和上市计划设计税务优惠、选择具有税务效益的架构及分析关连公司间交易的税务得

益。

其他主要服务还有房地产和外商投资项目的咨询服务、整体税务规划、以及协助客户使用适当的渠道于

外币管制下的国家将资金汇入境内或汇出境外。

The aim of this summary is to alert taxpayers on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The information is general in nature and should not be taken as a substitute 

for specific advice. Accordingly, SHINEWING Tax and Business Advisory Limited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that occurs to any party who acts 

on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without further consultation with us.

Copyright and any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its contents are the sole property of SHINEWING Tax and Business Advisory Limited and its 

affili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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