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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重点

宽减2015-16年度75%的利得税，上限为20,000元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先生于今日发

表2016-17年度的财政预算案。

因应本年度的预算盈余及回应公众的期望，预算

案推出多项一次性的纾缓措施，涵盖税务宽减、

提高免税额、豁免商业登记费及差饷等。该些措

施将使政府收入减少共388亿元，但相信有助减轻

市民负担及稳定经济，并可为2016年的本地生产

总值带来1.1%的提振作用。

曾司长发表预算案时强调，纾缓措施跟经常开支

不同，需因应每年经济和财政状况作出调整。我

们认为过往数年持续地推出纾缓措施令社会形成

惯性预期。因此，往后对调整该等纾缓措施的弹

性将不能过于乐观。

预算案中的多项税务措施有待落实或正在草拟阶

段，包括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让企业

可就集团内部融资业务的利息支出获得扣税，及

宽减合资格企业财资中心的利得税。此外，落实

税务事宜自动交换财务资料的相关条例草案亦已

于今年一月向立法会提交。而就知识产权资本开

支的扣税安排，亦将由现时范围的5个类别增加至

8个类别。特区政府亦会研究透过税务优惠，推动

飞机租赁业务，发掘航空融资的商机。

利得税

宽减2015-16年度75%的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上

限为20,000元

基本免税额和单亲免税额会由120,000元增加至

132,000元

已婚人士免税额会由240,000元增至264,000元

供养父母和祖父母的免税额会由20,000元增至

23,000元（55至59岁的父母或祖父母）及由40,000

元增至46,000元（60岁或以上的父母或祖父母）

父母或祖父母入住安老院舍的住宿照顾开支，扣除

上限会由80,000元增加至92,000元

薪俸税

预算案中强调香港人口老化，对未来的公共财

务影响深远。同时亦指出特区政府需避免过分

依赖一两项税收。因应人口老化而带来的长远

财政负担及目前狭窄的税基，我们鼓励特区政

府重新审视扩阔税基的可行性，从而稳定特区

政府长远的收入来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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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援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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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税项优惠外，以下内容为财政预算案之重点总结:

差饷

宽免2016-17年度四季的差饷，上限为每户每季1,000元

支援中小企业

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特别优惠措施」的申请期至2017年2月28日，并把担保费年率降
低1成及取消最低担保费

宽免2016-17年度商业登记费

为加强中小企的长远竞争力，将在「创新及科技基金」下推出「科技券先导计划」，资助中小企
使用科技服务和方案，提高生产力和升级转型。先导计划为期3年，以配对形式，为每间合资格中
小企提供最多20万元资助

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及伤残津贴的人士，可给予额外发放1个月的
综援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或伤残津贴

•

•

•

•

•

支援旅游业

豁免旅行社、酒店、旅馆、食肆、小贩和受限制食物售卖许可证1年的牌照费用

拨款2亿4,000万元联同业界推出多项措施加强香港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提升旅游基建及在今年推出美食车的先导计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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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创新

预留5亿元成立「创科生活基金」，鼓励各界机构应用创新科技，改善市民的生活

为提供更多实时交通资讯，方便市民，提升运输效率，增拨2亿元，在部分主要干道安装交通探测器

为方便市民和游客，预留5亿元进一步增加「Wi-Fi.HK」热点至超过3万个

为资助大学在重点科技领域，进行更多中游和应用研究，注资20亿元成立「院校中游研发计划」

为鼓励私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把更多资源投放于研发工作，提高「投资研发现金回赠计划」的
回赠金额至40%

延长资助6所大学作技术转移的计划3年至2018-19年度

成立20亿元的「创科创投基金」，以配对形式与私人风险投资基金，共同投资本地的科技初创企业

向「电影发展基金」额外注资2,000万元，作为本地制作粤语电影在内地发行和宣传费用的资助

•

工商专业服务

设立「单一窗口」，让业界以一站式向政府递交所有50多项涉及报关、清关的贸易文件和资料，便
利货物贸易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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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

跟进金融科技督导小组建议，推动发展金融科技

适时推出第3轮伊斯兰债券

扩大「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的投资额度

与中央有关部委商讨启动深港通和优化沪港通的安排

检视有关上市规管制度、精简程序、提升市场效率和质素，巩固香港作为首选集资中心的
地位

•

关顾民生

按照现行模式发行不多于100亿港元年期为3年的通胀挂钩债券

应对人口老化，预留2,000亿元的专款承担，让医管局可以更长远和灵活地规划未来10年的医院发展
计划，扩充和更新医疗设施

拨款100亿元设立基金，利用投资回报，加强推行公私营协作计划

提供40亿元的贷款给香港中文大学，发展一所非牟利私家医院

发行3年期银色债券(Silver Bond)，以年满65岁的本地居民为对象

拨款1亿8,000万元，加强多项对残疾人士的住宿照顾、特别交通和社区支援服务，以及支援有特殊
需要的儿童和他们的家人

•

•

•

•

•

•

•

•

•

•

稳定土地供应

卖地计划有29幅住宅用地，其中14幅为新增土地

计划推售8幅商业／商贸用地和3幅酒店用地

重置观塘和九龙湾两个行动区内的政府设施，并将中环美利道多层停车场改作商业用途及重新发展
金钟廊用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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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

成立了未来基金，把财政储备中的2,200亿元土地基金的结余作为未来基金的首笔资金，并注入
2015-16年度实际财政盈余的1/3，为处理预期结构性赤字衍生的问题
•

培训人才

提供更多实习交流机会给学生和鼓励在职人士持续进修，做到通才以及专才知识兼备

为进一步鼓励持续进修，将在下学年推行为期3届的试行计划，向兼读职业训练局指定专业课程的
人士提供学费资助。课程涵盖建筑、工程和科技等范畴

•

•



 
2016-17 财政预算案 

 

  

薪俸税 2015-16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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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其余: 17% 

   

个人免税额   

- 基本免税额 120,000 港元 132,000 港元 

- 已婚人士免税额 240,000 港元 264,000 港元 

- 第一至九名子女 (每名计算) 100,000 港元 100,000 港元 

- 新生子女之附加减免 (每名计算) 100,000 港元 100,000 港元 

- 单亲家长免税额 120,000 港元 1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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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额外(与纳税人同住) 

20,000 港元 

20,000 港元 

23,000 港元 

23,000 港元 

- 年龄 60 岁或以上 

- 额外(与纳税人同住) 

40,000 港元 

40,000 港元 

46,000 港元 

46,000 港元 

- 供养弱能家属免税额 (每名计算) 66,000 港元 66,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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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扣除项目 (以下均为扣除上限) (以下均为扣除上限) 

- 慈善捐款 应税收入之 35% 应税收入之 35% 

- 个人进修开支 80,000 港元 80,000 港元 

- 居所贷款利息 100,000 港元*2
 100,000 港元*2

 

- 长者住宿照顾开支 80,000 港元 92,000 港元 

- 强制性公积金供款 18,000 港元 18,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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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个连续或不连续课税年度。 

 

 



 
2016-17 财政预算案 

 

 

利得税 2015-16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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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硬件及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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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资本开支   

- 专利权、工业知识 直接减免 100% 直接减免 100% 

- 版权、注册外观设计和商标 每年 20% (分 5年) 每年 20% (分 5年) 

   

 



 
2016-17 财政预算案 

 

 

物业税 2015-16及 2016-17 

税率  

- 按应评税净值 15% 

  

印花税   

股票交易 2015-16及 2016-17 

- 香港股票 每笔交易 0.2% 

(买卖双方各付一半) 

 

   

物业买卖 香港永久性居民人士

在取得住宅物业时并

不拥有其他住宅物业 
 

 

 

其他情况 
 

- 2,000,000港元及以下 100 港元 1.50% 

- 2,000,001港元– 3,000,000 港元 1.50% 3.00% 

- 3,000,001港元– 4,000,000 港元 2.25% 4.50% 

- 4,000,001港元– 6,000,000 港元 3.00% 6.00% 

- 6,000,001港元– 20,000,000 港元 3.75% 7.50% 

- 20,000,000港元以上 4.25% 8.50% 

   

物业买家印花税 香港永久性居民人士

在取得住宅物业时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人

士(包括有限公司)在

取得住宅物业时 

- 住宅物业买卖 无 15% 

   

额外印花税(住宅物业买卖) 于 2012年 10月 27日后开始持有 

 

- 持有期间： 6个月及以下 20% 

- 持有期间： 6个月以上 – 12个月及以下 15% 

- 持有期间： 12个月以上 – 24个月及以下 

- 持有期间： 24个月以上 – 36个月及以下 

10% 

10% 

- 持有期间： 36个月以上 无 

  

烟草税 2015-16及 2016-17 

  

 

- 香烟 

 

(元/千支) 

1,906 

- 雪茄 
 

(元/千克) 

2,455 

- 中国熟烟 468 

- 所有其他制成烟草 

(拟用作制造香烟者除外) 

2,309 

(资料来源：2016-17财政预算案) 

 

此预算案报表暂未正式成为法律效力，可能会被立法会更改后再正式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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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在香港、新加坡、澳洲、日本和中国多个地区设有分所，当中包括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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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乌鲁木齐、武汉、杭

州、太原、重庆、南宁及合肥。在香港及中国业务的整合下，信永中和香港致力提供一系列的全球性金融

服务，包括审计、税务、风险管理、首次公开招股咨询及咨询专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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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选择具有税务效益的架构及分析关连公司间交易的税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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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管制下的国家将资金汇入境内或汇出境外。

此预算案之摘要，旨在为纳税人提供最新的资讯。所有的内容都是按一般情况下而言，并不能被视为对相关议题的专门意见。因此，信永中和税务及商

业咨询有限公司概不对任何人士在没有咨询的情况下倚赖该等内容而引致之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信永中和税务及商业咨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机构保留此出版刊物的版权。免责声明之中英文版内容如有歧义，概以英文版为准。

© 信永中和税务及商业咨询有限公司. 保留一切权利.
香港 铜锣湾 希慎道33号 利园一期 4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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