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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重點

寬減2015-16年度75%的利得稅，上限為20,000元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於今日發

表2016-17年度的財政預算案。

因應本年度的預算盈餘及回應公眾的期望，預算

案推出多項一次性的紓緩措施，涵蓋稅務寬減、

提高免稅額、豁免商業登記費及差餉等。該些措

施將使政府收入減少共388億元，但相信有助減輕

市民負擔及穩定經濟，並可為2016年的本地生產

總值帶來1.1%的提振作用。

曾司長發表預算案時強調，紓緩措施跟經常開支

不同，需因應每年經濟和財政狀况作出調整。我

們認為過往數年持續地推出紓緩措施令社會形成

慣性預期。因此，往後對調整該等紓緩措施的彈

性將不能過於樂觀。

預算案中的多項稅務措施有待落實或正在草擬階

段，包括政府已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讓企業

可就集團內部融資業務的利息支出獲得扣稅，及

寬減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的利得稅。此外，落實

稅務事宜自動交換財務資料的相關條例草案亦已

於今年一月向立法會提交。而就知識產權資本開

支的扣稅安排，亦將由現時範圍的5個類別增加至

8個類別。特區政府亦會研究透過稅務優惠，推動

飛機租賃業務，發掘航空融資的商機。

利得稅

寬減2015-16年度75%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上

限為20,000元

基本免稅額和單親免稅額會由120,000元增加至

132,000元

已婚人士免稅額會由240,000元增至264,000元

供養父母和祖父母的免稅額會由20,000元增至

23,000元（55至59歲的父母或祖父母）及由40,000

元增至46,000元（60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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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開支，扣除

上限會由80,000元增加至92,000元

薪俸稅

預算案中強調香港人口老化，對未來的公共財

務影響深遠。同時亦指出特區政府需避免過分

依賴一兩項稅收。因應人口老化而帶來的長遠

財政負擔及目前狹窄的稅基，我們鼓勵特區政

府重新審視擴闊稅基的可行性，從而穩定特區

政府長遠的收入來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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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稅項優惠外，以下內容為財政預算案之重點總結：

差餉

寬免2016-17年度四季的差餉，上限為每戶每季1,000元

支援中小企業

• 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特別優惠措施」的申請期至2017年2月28日，並把擔保費年率降
低1成及取消最低擔保費

寬免2016-17年度商業登記費

為加強中小企的長遠競爭力，將在「創新及科技基金」下推出「科技券先導計劃」，資助中小企
使用科技服務和方案，提高生產力和升級轉型。先導計劃為期3年，以配對形式，為每間合資格中
小企提供最多20萬元資助

•

•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的人士，可給予額外發放1個月的綜
援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

支援旅遊業

• 豁免旅行社、酒店、旅館、食肆、小販和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1年的牌照費用

撥款2億4,000萬元聯同業界推出多項措施加強香港的吸引力和競爭力

提升旅遊基建及在今年推出美食車的先導計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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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創新

預留5億元成立「創科生活基金」，鼓勵各界機構應用創新科技，改善市民的生活

為提供更多實時交通資訊，方便市民，提升運輸效率，增撥2億元，在部分主要幹道安裝交通探測
器

為方便市民和遊客，預留5億元進一步增加「Wi-Fi.HK」熱點至超過3萬個

為資助大學在重點科技領域，進行更多中游和應用研究，注資20億元成立「院校中游研發計劃」

為鼓勵私人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把更多資源投放於研發工作，提高「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
的回贈金額至40%

延長資助6所大學作技術轉移的計劃3年至2018-19年度

成立20億元的「創科創投基金」，以配對形式與私人風險投資基金，共同投資本地的科技初創企
業

向「電影發展基金」額外注資2,000萬元，作為本地製作粵語電影在內地發行和宣傳費用的資助

工商專業服務

• 設立「單一窗口」，讓業界以一站式向政府遞交所有50多項涉及報關、清關的貿易文件和資料，
便利貨物貿易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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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業

跟進金融科技督導小組建議，推動發展金融科技

適時推出第3輪伊斯蘭債券

擴大「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計劃的投資額度

與中央有關部委商討啟動深港通和優化滬港通的安排

檢視有關上市規管制度、精簡程序、提升市場效率和質素，鞏固香港作為首選集資中心的地位

關顧民生

• 按照現行模式發行不多於100億港元年期為3年的通脹掛鈎債券

應對人口老化，預留2,000億元的專款承擔，讓醫管局可以更長遠和靈活地規劃未來10年的醫院發
展計劃，擴充和更新醫療設施

撥款100億元設立基金，利用投資回報，加強推行公私營協作計劃

提供40億元的貸款給香港中文大學，發展一所非牟利私家醫院

發行3年期銀色債券(Silver Bond)，以年滿65歲的本地居民為對象

撥款1億8,000萬元，加強多項對殘疾人士的住宿照顧、特別交通和社區支援服務，以及支援有特
殊需要的兒童和他們的家人

•

•

•

•

•

•

•

•

•

•

•

•

穩定土地供應 

賣地計劃有29幅住宅用地，其中14幅為新增土地 

計劃推售8幅商業／商貿用地和3幅酒店用地

重置觀塘和九龍灣兩個行動區內的政府設施，並將中環美利道多層停車場改作商業用途及重新發
展金鐘廊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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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財政

成立了未來基金，把財政儲備中的2,200億元土地基金的結餘作為未來基金的首筆資金，並注入
2015-16年度實際財政盈餘的1/3，為處理預期結構性赤字衍生的問題

培訓人才

• 提供更多實習交流機會給學生和鼓勵在職人士持續進修，做到通才以及專才知識兼備

為進一步鼓勵持續進修，將在下學年推行為期3屆的試行計劃，向兼讀職業訓練局指定專業課程的
人士提供學費資助。課程涵蓋建築、工程和科技等範疇

•



 
2016-17 財政預算案 

 

  

薪俸稅 2015-16 2016-17 

標準稅率*1
 15% 15% 

   

累進稅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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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餘: 17% 其餘: 17% 

   

個人免稅額   

- 基本免稅額 120,000 港元 132,000 港元 

- 已婚人士免稅額 240,000 港元 264,000 港元 

- 第一至九名子女 (每名計算) 100,000港元 100,000 港元 

- 新生子女之附加減免 (每名計算) 100,000港元 100,000 港元 

- 單親家長免稅額 120,000 港元 132,000 港元 

- 供養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 

(每名計算) 

  

- 年齡 55至 59歲 

- 額外(與納稅人同住) 

20,000 港元 

20,000 港元 

23,000 港元 

23,000 港元 

- 年齡 60 歲或以上 

- 額外(與納稅人同住) 

40,000 港元 

40,000 港元 

46,000 港元 

46,000 港元 

- 供養弱能家屬免稅額 (每名計算) 66,000 港元 66,000 港元 

- 供養兄弟/姐妹免稅額 (每名計算) 33,000 港元 33,000 港元 

   

稅務扣除項目 (以下均為扣除上限) (以下均為扣除上限) 

- 慈善捐款 應稅收入之 35% 應稅收入之 35% 

- 個人進修開支 80,000 港元 80,000 港元 

- 居所貸款利息 100,000 港元*2
 100,000 港元*2

 

- 長者住宿照顧開支 80,000港元 92,000 港元 

- 強制性公積金供款 18,000港元 18,000 港元 

 

*1 薪俸稅額是按應課稅入息實額以累進稅率計算，或以入息淨額以標準稅率計算，兩

者取較低的稅款額徵收。 

 

*2 該稅務扣除項目可供納稅人分攤至 15 個連續或不連續課稅年度。 

 

 



 
2016-17 財政預算案 

 

 

利得稅 2015-16 2016-17 

稅率   

有限公司 16.5% 16.5% 

以非公司型式經營業務 15% 15% 

非居民企業之特許權收入(非關聯公司)   

- 應稅款項 30% 或 100% 30% 或 100% 

- 實際稅率 4.95 % 或 16.5% 4.95 % 或 16.5% 

   

稅務扣除項目   

慈善捐款 上限至應課稅收入

之 35% 

上限至應課稅收入

之 35% 

   

折舊免稅額   

廠房及機器免稅額   

- 初期免稅額 60% 60% 

- 每年免稅額 10%, 20% 或 30% 10%, 20% 或 30% 

商業建築物免稅額 4% 4% 

工業建築物免稅額   

- 初期免稅額 20% 20% 

- 每年免稅額 4% 4% 

製造廠房及機器，電腦硬體及軟件 直接減免 100% 直接減免 100% 

建築物翻新費用 每年 20% (分 5年) 每年 20% (分 5年) 

環保廠房及器械 直接減免 100% 直接減免 100% 

主要附屬於建築物的環保設備 每年 20% (分 5年) 每年 20% (分 5年) 

知識產權資本開支   

- 專利權、工業知識 直接減免 100% 直接減免 100% 

- 版權、註冊外觀設計和商標 每年 20% (分 5年) 每年 20% (分 5年) 

   

 



 
2016-17 財政預算案 

 

 

物業稅 2015-16及 2016-17 

稅率  

- 按應評稅淨值 15% 

  

印花稅   

股票交易 2015-16及 2016-17 

- 香港股票 每筆交易 0.2% 

(買賣雙方各付一半) 

 

   

物業買賣 香港永久性居民人士

在取得住宅物業時並

不擁有其他住宅物業 

 

 

 

其他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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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買家印花稅 香港永久性居民人士

在取得住宅物業時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人

士(包括有限公司)在

取得住宅物業時 

- 住宅物業買賣 無 15% 

   

額外印花稅(住宅物業買賣) 於 2012年 10月 27日後開始持有 

 

- 持有期間： 6個月及以下 20% 

- 持有期間： 6個月以上 – 12個月及以下 15% 

- 持有期間： 12個月以上 – 24個月及以下 

- 持有期間： 24個月以上 – 36個月及以下 

10% 

10% 

- 持有期間： 36個月以上 無 

  

煙草稅 2015-16及 2016-17 

  

 

- 香煙 

 

(元/千支) 

1,906 

- 雪茄 

 

(元/千克) 

2,455 

- 中國熟煙 468 

- 所有其他製成煙草 

(擬用作製造香煙者除外) 

2,309 

(資料來源：2016-17財政預算案) 

 

此預算案報表暫未正式成為法律效力，可能會被立法會更改後再正式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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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在香港、新加坡、澳洲、日本和中國多個地區設有分所，當中包括北京、深圳、成都、上海

、西安、天津、青島、長沙、長春、銀川、濟南、大連、昆明、廣州、福州、南京、烏魯木齊、武漢、

杭州、太原、重慶、南寧及合肥。在香港及中國業務的整合下，信永中和香港致力提供一系列的全球性

金融服務，包括審計、稅務、風險管理、首次公開招股諮詢及諮詢專項服務。

信永中和稅務及商業諮詢有限公司為企業客戶提供稅務方面的策略性顧問建議，服務範圍

包括為收購、合併和上市計劃設計稅務策略、選擇具有稅務效益的架構及分析關連公司間交易的稅務效

益。

其他主要服務還有房地產和外商投資項目的諮詢服務、整體稅務規劃，以及協助客戶使用適當的渠道於

外匯管制下的國家將資金匯入境內或匯出境外。

此預算案之摘要，旨在為納稅人提供最新的資訊。所有的內容都是按一般情況下而言，並不能被視為對相關議題的專門意見。因此，信永中和稅務及

商業諮詢有限公司概不對任何人士在沒有諮詢的情況下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信永中和稅務及商業諮詢有限公司及其附屬機構保留此出版刊物的版權。免責聲明之中英文版內容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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