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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点

利得税

2014-15财政年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预算案

朝着正确方向务实前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先生于今日

发表2014-15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在2013-14年

度预计盈余为120亿元的情况下，2014-15年度

预算案提出5项涉及约200亿元的一次性纾缓措

施。尽管今次提出的一次性纾缓措施较2012-13

年度预算案所提出涉及约330亿元的一次性纾缓

措施为少，惟考虑到该年度录得650亿元的庞大

盈余而2013-14年度的预计盈余仅为120亿元，

我们认为今次提出的一次性纾缓措施既能做到

减轻有需要帮助人士及纳税人的负担，同时亦

能顾及政府未雨绸缪的需要。

就短期及中期发展而言，为提升香港作为资产

管理中心的地位，我们认同财政司司长建议全

面宽免交易所买卖基金交易的印花税。此外，

我们乐见司长建议成立专责小组，检讨《税务

条例》对跨国企业集团利用香港的平台，管理

它们在全球或区内因财资活动而衍生的利息扣

税的要求。另就私募基金可以享有离岸基金的

税务优惠一事，我们期望尽快看到展开立法工

作。上述各项措施将有利吸引更多基金及跨国

企业在港扩展业务。

为确保香港社会能够健康地持续发展，我们期

望政府能推出更多推动环保的优惠措施。尽管

预算案中已提出将电动车的首次登记税豁免期

宽减2013-14年度75%的利得税，上限为10,000元

薪俸税
宽减2013-14年度75%的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上

限为10,000元

供养每名60岁或以上的父母或祖父母的基本和额外

免税额均由38,000元增加至40,000元，而供养每名

55至59岁的父母或祖父母的基本和额外免税额均由

19,000元增加至20,000元

长者住宿照顾开支的扣除上限由76,000元增至

80,000元

延长三年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等建议，

我们倡议以用者自付原则推行更多环保政策。

此外，我们亦期望在短期内政府会落实购买医

疗保险的支出可获税务扣除，此举亦有助缓解

人口老化的挑战。

从长远角度而言，我们同意「长远财政计划工

作小组」指出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亦需平

衡政府收入和支出的增长幅度。因此，在制定

未来的财政预算案时，司长需继续奉行审慎理

财的原则，以应对因人口老化问题和长远财政

承担所带来的挑战。



公屋租户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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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税项优惠外，其他关顾民生的一次性纾缓措施如下:

差饷

宽免2014-15年度首二季的差饷，上限为每户每季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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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给予额外发放一个月的
综援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及伤残津贴

公屋租户免缴交一个月租金

香港房屋协会(房协)乙类单位的非长者住户，可免交一个月租金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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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内容为财政预算案之重点总结： 

发展智能型城市

完全免费或提供免费时段的Wi-Fi热点数目倍增至20,000个

以数码格式发放所有开放予公众的资料

政府进一步数码化运作，并积极采用无纸化解决方案

研究进一步使用物联网、传感器和大数据分析技术

研究为每名市民提供数码身分证书

•

•

•

•

加强环境基建

提供特惠资助，分阶段淘汰欧盟四期前的柴油商业车辆

积极推广使用电动车，提供电动车的首次登记税豁免期延长三年的税务优惠

预留土地兴建海水化淡厂

•

•

•

创新和科技产业

在创新及科技基金内设立「企业支持计划」，资助私营公司进行研发

扩大创新及科技基金资助范围至开发和系统整合工程、工业设计、符合性测试和临床测试等

向六所指定的大学，提供每年最高2,400万元科技创业资助

•

•

•

发展金融业

让私募基金享有离岸基金的税务豁免安排 

建议引入开放式基金公司形式

建议全面宽免交易所买卖基金的交易印花税

检讨《税务条例》对管理企业在全球或区内的财资活动相关业务在利息扣税方面的要求，厘清扣
减若干利息支出的原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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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中小企业

宽减2013-14年度75%的利得税，上限为10,000元 

将「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特别优惠措施的申请期延长一年 

出口信用保险局的「小营业额保单计划」继续提供保单年费豁免和最高20%的保费折扣

预留5,000万元，以配对方式资助零售业采用资讯科技和其他技术

向中小企推广云端运算，提供相关培训

继续推行香港按揭证券公司的小型贷款计划

为从事创意产业的人士和企业物色合适的活动空间

•

•

•

•

•

•

•

•

•

•

•

•

•

•

•

关顾民生

增加1,500个「改善家居及小区照顾服务」名额

将51间活动中心提升为长者邻舍中心

提高所有「改善买位计划」和「护养院宿位买位计划」宿位的资助额

增加约950个资助安老院舍宿位

试行向位于内地由香港非政府机构营运的安老院舍购买宿位

向奖券基金注资100亿元，推行「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别计划」

债券产业发展

再发行一次不多于100亿港元的通胀挂钩债券

每半年向债券持有人派发一次与最近六个月通胀挂钩的利息

稳定土地供应

将34幅住宅用地纳入卖地计划，其中24幅为新增土地 

推出7幅商业/商贸土地，提供23万平方米总楼面面积及约1,100个酒店房间

启德发展区在由2016/17年起的三年内，分阶段提供约140万平方米商用楼面面积，包括酒店用地

落实搬迁并重新整合九龙东观塘海滨和九龙湾两个行动区内现有政府设施，并开展工程前期的工
作，可提供约50万平方米的商业楼面面积

•

•

•



 
2014-15 財政預算案 

 

 

薪俸税 2013-14 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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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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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0 港元 

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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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0 港元 

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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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00 港元 80,000 港元 

- 强制性公积金供款*3
 15,000 港元 1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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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由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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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元。若《2013年税务(修订)(第 3号)条例草案》获立法会通过(政府已于 2013

年 12 月提交有关法案)，2014-15 课税年度可扣除的供款上限将为 17,500 元，而

2015-16和以后课税年度的上限为 18,000元。 

 

  



 
2014-15 財政預算案 

 

 

利得税 2013-14 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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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5 財政預算案 

 

物業稅 2013-14 2014-15 

税率   

- 按应评税净值 15% 15% 

   

印花税   

股票交易 2013-14 201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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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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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草稅 2013-14 2014-15 

   

 

- 香烟 

(元/千支) 

1,706 

 (元/千支)  

1,906 

 

- 雪茄 

(元/千克) 

2,197 

(元/千克) 

2,455 

- 中国熟烟 419 468 

- 所有其他制成烟草 

(拟用作制造香烟者除外) 

2,067 2,309 

(资料来源：201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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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