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2013/14年度財政預算有關稅務調整，於2013年6月26日獲香港立法會

通過。康栢發表此摘要，旨在介紹香港政府在預算案內提到的新一年工作

重點以及對稅務政策的調整。通過我們對這些措施的分析，希望為打算在

香港開展投資活動的潛在投資者提供參考。

這份預算案的重點可大致分為以下幾方面：

(1)   推經濟增就業； 
(2)   投資教育優化人力；

(3)   投資基礎建設；

(4)   穩定土地供應；及

(5)   關顧民生。

為達到上述目標，預算案就鞏固貿易物流業、發展金融業、培育人才、加

強職業培訓、投資基礎建設、增加住宅土地及商用土地、提升社會福利、

強化醫療服務及推動環保和保育等幾方面提出一些建議措施。

經濟數據

就2012年的整體經濟而言，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只增長1.4%，遠低於過去十

年4.5%的平均數。預測2013年本地生產總值將由1.5%增長至3.5%。 
 
2012年平均通脹率為4.1%。預測2013年整體通脹率平均約為4.5%。

政府修訂2012/13年度預測綜合盈餘為649億港元（原本預測為34億元赤

字）。

政府預測2013/14年度綜合赤字為49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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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香港總部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17號海港城環球金融中心
          南座13A樓05 -15室
電話：+852 2666 2888

傳真：+852 2233 2888

電郵：info@conpak.com

深圳辦事處
  

地址：中國深圳市福田中心區福華三路168號深圳國際
          商會中心27樓2711- 2712室
           (郵編: 518048)

電話：+86 755 8882 0088

傳真：+86 755 8831 3533

電郵：shenzhen@conpak.com.cn

上海辦事處
  

地址：中國上海市徐匯區虹橋路3號港匯中心二座27樓
           2702 - 2703室 (郵編: 200030)

電話：+86 21 5389 6666

傳真：+86 21 6448 6268

電郵：shanghai@conpak.com.cn



 

稅務措施

稅務措施包括以下幾方面：

(1)   在子女出生年度及其他年度，子女免稅額分別由每名126,000港元增加至140,000港元及由每名

        63,000港元增加至70,000港元，適用於第一名至第九名出生的子女。

(2)   個人進修開支扣除上限由60,000港元增加至80,000港元。

(3)   寬免2012/13年度75%的利得稅，以10,000港元為上限，於課稅年度最終應課稅款中扣減。

(4)   寬免2012/13年度75%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評稅，以10,000港元為上限，於課稅年度最終應

    課稅款中扣減。

(5)   寬免2013/14年度商業登記費。

(6)   調低專屬自保公司離岸保險業務的利得稅稅率。

(7)   允許私募基金享有離岸基金的稅務豁免安排。 
 

非稅務措施

其他非稅務措施要點如下：

(1)   寬免應課差餉物業2013/14年度全年差餉，以每戶每季1,500港元為上限。

(2)   向每個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提供1,800港元的電費補貼。

(3)   代繳兩個月公屋租金。

(4)   向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的人士額外發放一個

    月津貼。

(5)   發行不多於100億港元的「iBond」（即通脹掛鈎債券）。

(6)   有需要時，為短期食物援助服務額外撥款1億港元。

(7)   將政府債券計劃的規模由1,000億港元提高至2,000億港元。

(8)   將「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特別優惠措施的申請期延長一年。

(9)   調整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的累計資助上限，由150,000港元提升至200,000港元。

(10) 香港信用保險局將推出「小營業額保單計劃」。

(11) 容許所有在2013年完成課程的學生貸款人，可以選擇在完成課程一年後才開始償還學生貸款。

(12) 向僱員再培訓局注資150億港元。

總結

總括而言，這份預算案的目標方向正確。然而，擁有龐大財政儲備的政府應可提出更多更具體的措

施方案。

稅務方面，預算案提出兩項新稅務措施。第一，政府將豁免離岸基金繳付利得稅的投資範圍，擴大

至包括於香港沒有物業或進行業務的海外成立或註冊的私人公司。第二，為吸引更多企業來港成立

專屬自保公司，政府亦寬減專屬自保公司離岸保險業務的利得稅。受惠行業普遍歡迎有關措施。相

關措施亦預期可為香港的基金及資產管理及保險業務帶來更多投資。然而，社會人士認為有關措施

應提早落實，更應擴大有關措施。

政府亦增撥資源打擊逃稅和避稅活動，對保障公帑起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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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本地零售債券市場發展，與去年相若，政府宣佈發行第三批iBond，上限為100億港元，深受

公眾歡迎。公眾亦建議加大iBond的發行金額。長遠而言，發行其他類型債券，如傳統定息債券及

伊斯蘭債券，將有利香港發展成為成熟的債券市場。

與去年一樣，預算案亦提供一些一次性紓緩及優惠措施，但有關優惠措施的實際金額卻有所減少。

例如預算案建議寬免2012/13年度75%的利得稅、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評稅，以10,000港元為上

限。去年上限則為12,000港元。公眾亦歡迎預算案把基本子女免稅額及子女出生年度的額外免稅額

分別由63,000港元提高至70,000港元及由126,000港元提高至140,000港元，以及將個人進修開支扣除

上限增加至80,000港元。除以上所述外，其他免稅額與去年相同，因此中產未能受惠。此外，預算

案亦沒有考慮到通脹的影響。

長遠財政問題方面，公眾歡迎成立工作小組，為公共財政研究及探討更全面的規劃，以提升香港的

競爭力。這仍有待相關團體提出具體行動及措施。

儘管不少人提出各種稅務建議，例如研發開支的超級稅務減免及全面檢討稅制，然而預算案並未就

大部分建議落墨。因此，有關人士建議既然擁有財政儲備，政府應完善稅務政策以提升香港長遠競

爭力。

總括而言，這份預算案普遍受公眾歡迎。然而，我們還可提出更多更具體的方案措施以提升香港的

競爭力。

稅率表
  

薪俸稅

税率                                                                                                                                                        2013/14

首 40,000 港元為                                                                  

次 40,000 港元為                                                                       

另 40,000 港元為                                                                      

其餘為                                                                             

標準稅率                                                                            

                                                                    2% 

                                                                    7% 

                                                                  12% 

                                                                  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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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扣除項目 (允許扣除的最高限額)                                   

個人進修開支                                                                             60,000 港元                                80,000 港元

居所貸款利息                                                                           100,000 港元                              100,000 港元

長者住宿照顧開支                                                                             76,000 港元                                76,000 港元

強制性公積金供款                                                                             14,500 港元                                15,000 港元

慈善捐款                                                                              

利得稅

稅率                                                    

法團 ( 即有限公司 )                                                                                      

非法團業務 ( 即獨資業務或合伙業務)  

                       

供養兄弟 / 姊妹免稅額 (不包括已被申請子女免稅額的

                                                  

兄弟 / 姊妹)    
33,000 港元                                                3,000 港元

單親家長免稅額                                                                                 120,000 港元                              120,000 港元

傷殘受養人免稅額 (此項免稅額是納稅人就該傷殘人士                                                                

全年與納稅人同住                                                                                      

與納稅人同住                                                                                 

全年與納稅人同住                                                                       

    2013/14

個人免稅額                                                                            

基本免稅額                                                                                    

已婚人士免稅額                                                                 

子女免稅額 

 

出生年度                                                                             

其餘年度                                                                           

供養父母 /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 

  

不與納稅人同住                                                                            

可享有的其他免稅額外，可另外享有的免稅額。)          66,000 港元                                       66,000 港元

15%

年齡 55 至 59 歲 ：

年齡 60 歲或以上 ：

第一至九名子女 (每名計算) ：

120,000 港元

240,000 港元 

 

126,000 港元                

  63,000 港元           

 

120,000 港元

240,000 港元

 

140,000 港元

  70,000 港元

 

38,000 港元                              38,000 港元   

  2012/13                                            2013/14

應稅收入之 35%                                       應稅收入之 35%

2012/13                                            

16.5%

2013/14 

    76,000 港元                                  76,000 港元

    19,000 港元                                  19,000 港元

    38,000 港元                                  38,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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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環境保護裝置折舊免稅額

                                                                                                                                             合資格支出的折舊免稅率

每年免稅額                                                                                                                                                                             20%

建築物翻修開支折舊免稅額

                                                                                                                                             合資格支出的折舊免稅率

每年免稅額                                                                                                                                    20%  (直至剩余扣至零)

商業建築物折舊免稅額

                                                                                                                                             合資格支出的折舊免稅率

每年免稅額                                                                                                                                                              4% 

工業建築物折舊免稅額

                                                                                                                                             合資格支出的折舊免稅率

初期免稅額                                                                                                                                                                             20%

每年免稅額                                                                                                                                                              4%

                                                       2013/14

                                                       2013/14

                                                                           2013/14

                                                       2013/14

機械或工業裝置折舊免稅額

                                                         

環境保護機械及汽車                                                                                                                                                100%

初期免稅額                                                                                                                                                                             60%

每年免稅額 (視乎該固定資產性質)                                                                                                                   10%, 20% 或30%

合資格支出的折舊免稅率

     2013/14

訂明固定資產折舊免稅額

                                                                                                                                             合資格支出的折舊免稅率

完全扣除                                                                                                                                                                              100%

                                                        2013/14

其他合資格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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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稅

任何坐落於香港之土地或建築物的擁有人，就該等土地或建築物的應評稅淨值，於2012/13及2013/14
課稅年度以15%的標準稅率繳納物業稅。

印花稅

1.從價印花稅
  

待相關法例通過後，如：

甲、任何公司或個人於2013年2月22日或之前購買香港住宅或非住宅物業; 或
乙、香港永久性居民於2013年2月23日或之後購買香港住宅物業，而購買該住宅物業時，該香港永久

        性居民並沒擁有任何香港住宅物業; 則
印花稅將按物業的售價或價值(以較高者為準)以表一所示的從價印花稅稅率計算。

從價印花稅  (表一)

  2,000,000 港元或以下                                                                                        

  2,000,001 港元 –   2,351,760 港元                                                                      100 港元 + 超出   2,000,000 港元金額的 10%

  2,351,761 港元 –   3,000,000 港元                                                                                                                      1.5% 

  3,000,001 港元 –   3,290,320 港元                                                 45,000 港元 + 超出   3,000,000 港元金額的 10%

  3,290,321 港元 –   4,000,000 港元                                                                                                                                    2.25%

  4,000,001 港元 –   4,428,570 港元                                                 90,000 港元 + 超出   4,000,000 港元金額的 10%

  4,428,571 港元 –   6,000,000 港元                                                                                                                                        3%

  6,000,001 港元 –   6,720,000 港元                                                               180,000 港元 + 超出   6,000,000 港元金額的 10%

  6,720,001 港元 – 20,000,000 港元                                                                                                                                    3.75%

20,000,001 港元 – 21,739,120 港元                                                               750,000 港元 + 超出 20,000,000 港元金額的 10%

21,739,121 港元或以上                                                                                                                                                        4.25%

物業售價或價值 (以較高者為準) 稅率

  1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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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情況下，印花稅須以表二所示的新從價印花稅稅率計算：

甲、任何公司或非香港永久性居民於2013年2月23日或之後購買香港住宅或非住宅物業; 
乙、香港永久性居民於2013年2月23日或之後購買香港非住宅物業; 或
丙、香港永久性居民於2013年2月23日或之後購買香港住宅物業，而購買該物業時，該香港永久性

        居民已在港擁有住宅物業。

2. 額外印花稅
  

除從價印花稅外，任何個人或公司出售於若干相關期間購入的住宅物業及於該住宅物業指定持有期

限內轉售便須繳交額外印花稅。

待相關條例通過後，於2010年11月20日至2012年10月26日期間購買的住宅物業，應就該物業的售價

或價值(以較高者為準)按以下稅率徵收額外印花稅:

  6,000,001 港元 –   6,720,000 港元                                              360,000 港元 + 超出   6,000,000 港元金額的 20%

  6,720,001 港元 – 20,000,000 港元                                                                                                                                      7.5%

20,000,001 港元 – 21,739,130 港元                                                            1,500,000 港元 + 超出 20,000,000 港元金額的 20%

21,739,131 港元或以上                                                                                                                                                          8.5%

  2,176,471 港元 –   3,000,000 港元                                                                                                                        3% 

  3,000,001 港元 –   3,290,330 港元                                                90,000 港元 + 超出   3,000,000 港元金額的 20%

  3,290,331 港元 –   4,000,000 港元                                                                                                                     4.5%

  4,000,001 港元 –   4,428,580 港元                                              180,000 港元 + 超出   4,000,000 港元金額的 20%

  4,428,581 港元 –   6,000,000 港元                                                                                                                        6%

物業售價或價值 (以較高者為準) 稅率

新從價印花稅 (表二)

  2,000,000 港元或以下                                                                                                                                                          1.5%

  2,000,001 港元 –   2,176,470 港元                                                30,000 港元 + 超出   2,000,000 港元金額的 20%

持有期（月份）                                                                                                                                   稅率

6 個月或以內                                                                                                                                                            15%

超過 6 個月但在 12 個月或以内                                                                                                                                        10%

超過 12 個月但在 24 個月或以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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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物所載資料僅供一般參考及商討之用。本所已致力提供及時和準確的資料，但本所不能保證這些資料在任何時間都是準確及完整。
任何人士依據所載資料行事時，應尋求適當的專業意見。如欲了解更多，請登入 www.conpak.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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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件之前請考慮環境保護

 

通過相關法例後，除香港永久性居民外，任何人士（包括香港及非香港公司）於2012年10月27日或

以後購入住宅物業，除從價印花稅及額外印花稅外，還須繳交15%的買家印花稅。

3. 買家印花稅

通過相關法例後，於2012年10月27日或以後購買的住宅物業，應按以下稅率徵收額外印花稅：

持有期（月份）                                                                                                                                   稅率

6 個月或以内                                                                                                                                                            20%

超過 6 個月但在 12 個月或以內                                                                                                                                        15%

超過 12 個月但在 36 個月或以內                                                                                                                                           10%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