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务重点

宽减201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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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年度的财政预算案。

因应往年度预算案估计盈余为638亿元及市民

对减轻他们生活压力的诉求，预算案推出5项

一次性的纾缓措施，涵盖税务，差饷，综缓及

为公共房屋居民代缴1个月的租金。连同将子

女基本及额外免税额由70,000元增至100,000

元的措施，政府收入将减少共340亿元。这多

项措施相信有助减轻市民负担及稳定经济。

过往数年香港市民对纾缓措施的持续性及多寡

越为敏感。因此，纾缓措施的制定在预算案中

已成为一项政治议题而不只是一套公共财政管

理的方法。

预算案中的多项税务措施将有待落实或正进行

草拟阶段。这包括为购买受规管医保产品的市

民提供税务宽免，私募基金可以享有离岸基金

的利得税豁免，以及为让香港可以于2018年年

底前与其他税务管辖区交换金融帐户资料。本

港已承诺采用新标准，要求金融机构定期向税

务局汇报指定的资料。

在税务而言，这预算案指出《税务条例》将被

修订，在符合指明条件下，企业财资中心的相

关利息支出在计算利得税时可获扣免，以及就

指明财资业务的相关利润，宽减利得税50%。

利得税

宽减2014-15年度75%的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上

限为20,000元

子女免税额的基本及额外免税额由70,000元增加

100,000元

薪俸税

此外，我们乐见司长将考虑把购买知识产权的

资本开支扣税安排，扩展到更多合适的知识产

权类别。

预算案强调提供宜居环境对本港经济发展的重

要性，亦提出多项改善环境的措施。我们在此

期望特区政府能提供相关的税务优惠政策，以

进一步加强改善环境的工作。

此预算案亦重提本港税基狭窄的情况及扩阔政

府收入基础的重要性。我们欢迎及鼓励特区政

府再次审视扩阔税基的可行性，并希望此举能

有助稳定特区政府长远的收入来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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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租户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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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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年度首2季的差饷，上限为每户每季2,500元

综援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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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月的综
援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及伤残津贴

为香港房屋委员会和香港房屋协会出租单位的较低收入住户代缴1个月租金(不适用于须向房委
会缴交额外租金的租户，以及房协乙类出租屋邨内的非长者住户)

•

•

•

受占领行动影响的行业的短期支持措施 

豁免旅行社、酒店、旅馆、食肆、小贩和受限制食物售卖许可证半年的牌照费用

豁免的士、小型巴士、专营和非专营巴士、货车、拖车和特别用途车辆1年内1次因续领车辆牌照
所需的车辆检验费用

•

•

支持中小企业

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特别优惠措施的申请期至2016年2月29日

为「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和发展支持基金」注资15亿元

提高「中小企业发展支持基金」每个项目的资助上限至500万元

扩大「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的资助范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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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发展

为社会企业开展新一阶段的「伙伴倡自强」计划，并于2016／17至2019／20年度预留1亿5,000万
元，推行优化措施 

为文化创意产业不同界别提供支持、资助业界参与和举办展览、提供培育课程以及资助本地创意
人才到海外交流实习，再度注资4亿元

为电影业再投放2亿元优化「电影发展基金」，提高「电影制作融资计划」的预算制作费上限至
2,500万元及推出「电影制作资助计划」来协助预算制作费不超过1,000万元的电影(上限为200万
元)

为推动文化产业持续发展和提升香港的文化氛围，拨款3亿元推行一项「艺术发展配对资助试验计
划」

•

•

•

•
工商专业服务

3年预留2,300万元，向中小企提供知识产权咨询服务和人才培训等支持

建议考虑把购买知识产权的资本开支扣税安排•

•
金融业

与中央有关部委商讨启动深港通和优化沪港通的安排

扩大「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的投资额度

于2015／16立法年度提交修订《税务条例》，在符合指明条件下，企业财资中心向集团支出的相关
利息在计算利得税时可获扣免，以及就指明财资业务的相关利润，宽减利得税5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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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支持妇女兼顾家庭和工作，将投放1亿3,000万元加强托儿服务

扩展「中年就业计划」以及预留2亿2,000万元延续为期两年「自力更生综合就业援助计划」

为购买受规管医保产品的市民提供税务宽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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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土地供应

卖地计划有29幅住宅用地，其中16幅为新增土地 

落实搬迁位于旺角工业贸易署大楼的政府办公室往启德发展区及推展湾仔三座政府大楼的搬迁计
划

•

•
加强环境基建

延长远洋船在香港停泊期间使用低硫燃料可获港口设施和灯标费用减半至2018年3月底

立法规定远洋船在香港停泊时须转用低硫柴油

再投放1亿5,000万元于「清洁生产伙伴计划」及延展计划5年

•

•
培训人才

筹备「零售业推广计划」，提升零售业界形象，吸引新人入行

为建造业再提供1亿元，透过议会加强培训更多熟练工人

由2015／16学年起试行资助每届1,000名学生修读选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首届计划将会涵盖13
个课程，包括护理、建筑工程、检测认证、创意工业、物流和旅游与款待)

增加政府部门的短期实习名额至3,000个及未来3年增拨2亿500万元支持更多青年人到内地交流和
实习

•

•

•

•



 
2015-16 財政預算案 

 

  

薪俸税 2014-15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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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 港元 

- 已婚人士免税额 240,000 港元 240,000 港元 

- 第一至九名子女 (每名计算) 70,000 港元 100,000 港元 

- 新生子女之附加减免 (每名计算) 70,000 港元 100,000 港元 

- 单亲家长免税额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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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额外(与纳税人同住) 

20,000 港元 

20,000 港元 

20,000 港元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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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港元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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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 港元 

- 强制性公积金供款 1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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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6 財政預算案 

 

利得税 2014-15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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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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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6 財政預算案 

 

物业税 2014-15 2015-16 

税率   

- 按应评税净值 15% 15% 

   

烟草税 2014-15 2015-16 

 

- 香烟 

(元/千支)  

1,906 

(元/千支)  

1,906 

 

- 雪茄 

(元/千克) 

2,455 

(元/千克) 

2,455 

- 中国熟烟 468 468 

- 所有其他制成烟草 

(拟用作制造香烟者除外) 

2,309 2,309 

   

印花税 - 股票交易 2014-15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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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花税 - 物业买卖 2014-15/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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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11月 20日

至 2012年 10月 26日

期间开始持有 

 

 

于 2012年 10月 27日

后开始持有 

- 持有期间： 6个月及以下 15% 20% 

- 持有期间： 6个月以上 – 12个月及以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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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无 

10% 

10% 

- 持有期间： 36个月以上 无 无 

   

(资料来源：201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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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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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首次公开招股咨询及咨询专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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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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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