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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政府收入預算
2020/21 年度修訂預算
過去一年，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和紓困，政府大幅增加開支，兩年間財政儲備從相等於 23 個月政府開支的水平，顯
著下降至 13 個月。香港財政已經連續兩年出現赤字，預計 2020/21 年度赤字為港幣 2,576 億元。
鑒於政府推出逆週期財政措施和經常開支持續上升，2021/22 年度預計赤字為港幣 1,016 億元，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
3.6%。
政府預計 2022/23 至 2025/26 年度將會連續四年錄得赤字，主要原因是政府開支（尤其是經常開支）增長較收入增
長快。
政府會從 2021/22 年度開始，回撥未來基金投資收益和房屋儲備金，以及增發綠色債券。這些安排將有助維持財政
儲備於穩健的水平。

2021/22 年度預算（港幣）

印花稅

利得稅
投資收入
$920
億元

地價收入

$1,267
億元

$846
億元

薪俸稅
$644
億元
$976
億元

$1,258
億元
其他收入

政府總收入：5,911 億元

資料源自 2021/22 香港政府財政預算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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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建議紓緩措施
B1. 企業方面的一次性紓困措施
l

l

l
l

l

l

寬減 2020/21 年度 100% 利得稅，上限為港幣 10,000
元；利得稅的寬減上限以每個業務計算

l

寬減 2020/21 課稅年度 100% 之薪俸稅、個人入息課
稅，每宗個案上限為港幣 10,000 元

寬減 2021/22 年度的非住宅物業差餉，首兩季以每戶
每季港幣 5,000 元為上限，其後兩季以每戶每季港幣
2,000 元為上限

m

寬免 2021/22 年度的商業登記費

m

由 2021 年 4 月起，繼續寬減非住宅用戶 75% 的應
繳水費及排污費，每戶每月寬減額上限分別為港幣
20,000 元及港幣 12,500 元，為期八個月
繼續寬減合資格政府物業 / 短期租約及豁免書 75%
租金及費用六個月（如應政府要求而關閉可獲 100%
寬免）
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政府先後推出九成擔
保產品及為期一年的百分百特別擔保產品，為企業提
供低息貸款或利息補貼，以及推出「還息不還本」安
排。現將申請時限延長至 2021 年底；進一步提高每
家企業最高貸款額，由 12 個月僱員薪金及租金的總
和增至 18 個月，上限由港幣 500 萬元增至港幣 600
萬元；最長還款期由五年延長至八年；以及將「還息
不還本」安排，由最長 12 個月增至 18 個月

B2. 個人方面一次性紓困措施
l

l

向每名合資格的 18 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新來
港人士，分期發放總額港幣 5,000 元的電子消費券，
鼓勵及帶動本地消費
設立「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作為輔助措
施為失業人士提供多一個財政選項。該計劃由政府提
供擔保，申請人貸款額上限為在職期間平均每月收入
的六倍，以港幣 80,000 元為上限。首十二個月只須
還息，之後本金連利息最長可攤分五年償還，年利率
固定 1%。申請人如按時全額還款，已繳付的利息將
全數退還。自由職業人士如證明失去收入亦可申請。
政府總擔保額為港幣 150 億元，申請期為六個月

m

l

l

l

l

l

薪俸稅的寬減上限以每個個人計算；如果夫婦是
合併評稅，則以每對夫婦計算（即上限合共港幣
10,000 元）
至於個人入息課稅，未婚人士的寬減上限以每個個
人計算。已婚人士選擇與配偶分開以個人入息課稅
方式評稅，寬減上限亦以每個個人計算；如果納稅
人與配偶共同選擇合併個人入息課稅，寬減上限是
夫婦二人合共港幣 10,000 元
上述寬減並不適用於物業稅。如果賺取租金收入的
個別人士符合資格，可通過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而獲
得寬減

寬減 2021/22 年度四季的住宅物業差餉，首兩季以每
戶每季港幣 1,500 元為上限，其後兩季以每戶每季港
幣 1,000 元為上限
為每個合資格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提供港幣 1,000 元的
電費補貼
領取綜緩、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人士
可獲發放額外半個月津貼。在職家庭津貼及個人交津
亦會作出相若的安排
為參加 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學校考生代繳考
試費
為 資 助 超 過 3,000 幢 老 舊 樓 宇 維 修 渠 管 預 留 港 幣
10 億元

印花稅調整
調整股票印花稅稅率，由現時買賣雙方按交易金額各付
0.1%，提高至 0.13%。

稅項優惠
政府在 2018/19 的預算案已調高各種薪俸稅免稅額和扣
除項目上限、擴闊和增加稅階，以及調整邊際稅率。政
府已經連續兩年未有提出新的薪俸稅調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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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21/22 年度薪俸稅邊際稅階
（無調整）

D. 2021/22 年度個人免稅額及扣除
項目（無調整）
2020/21 及 2021/22

2020/21 及 2021/22

港幣

稅階
應課稅入息（港幣）

邊際稅率 （%）

最初的 50,000 元

2

其次的 50,000 元

6

其次的 50,000 元

10

其他免稅額 :

其次的 50,000 元

14

子女（每名）第一至九名 :

餘額

17

出生年度

240,000

標準稅率 (%)

其他年度

120,000

個人免稅額 :

15
註 : 薪俸稅的應繳稅款以納稅人的應課稅入息實額按累進稅率
計算；或以入息淨額（未有扣除免稅額）按標準稅率計算，
兩者取較低的稅款額徵收。

基本

132,000

已婚

264,000

供養父母或祖父母：
a. 55 至 59 歲
基本

25,000

額外

25,000

b. 60 歲或以上
基本

50,000

額外

50,000

單親人士

132,000

傷殘人士

75,000

供養傷殘家屬

75,000

供養兄弟 / 姊妹

37,500

其他扣稅項目 :
100,000

個人進修開支

100,000
（20 個課稅年度 )

自置居所按揭利息
（利息扣除的年期）

100,000

長者住宿照顧開支
向認可退休計劃支付的供款

18,000

認可慈善捐款

扣減可扣除支出及
折舊免稅額後的入息的
35%

自願醫療保險

8,000

年金、強積金自願性供款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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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其他主要措施要點
l

l

l

l

上調私家車（包括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及牌照
費，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各稅階的稅率上調 15%，牌
照費則加 30%，即時生效。首次登記稅已十年沒有
調整，牌費更是 30 年以來沒調整。上述調整旨在紓
緩私家車數量上升，以及交通擠塞日益嚴重問題，也
是為了改善空氣質素
政府目標是在 2050 年前實現碳中和。政府已制訂策
略推廣使用電動車，計劃在 2035 年或以前停止新登
記燃油私家車，其他措施包括擴展電動車充電網絡和
培訓電動車技術及維修人材
發行不少於港幣 240 億元銀色債券和港幣 150 億元
iBond，並建議將政府債券計劃的借款上限由港幣
2,000 億元提升至港幣 3,000 億元，以便有足夠空間
發債；合資格認購銀色債券年齡由 65 歲降至 60 歲
於未來五年發行合共約港幣 1,755 億元的綠色債券，
並計劃發行綠色零售債券

l

資助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在港設立或遷冊來港

l

檢視適用於家族辦公室業務的稅務安排

l

爭取在年內開通「債券通」南向交易

l

提升本地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

l

數碼經濟措施

l

l

l

l

為資助企業的資訊科技方案及僱員培訓開支推出「遙
距營商計劃」
在 2021/22 年度起，分三年向貿發局撥款港幣 3.75
億元，資助開發虛擬平台以增強舉辦線上活動的能力
及進行數碼化

F. 國際稅務合作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正為應對侵蝕稅基
及 轉 移 利 潤 而 制 訂 新 方 案（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2.0，英文簡稱「BEPS 2.0」），包括引入全球
最低稅率及數碼稅。香港會積極根據國際共識落實 BEPS
2.0，當經合組織落實方案後，諮詢小組會向財政司司長
提交報告，建議具體應對措施。
由於 BEPS 2.0 主要針對大型跨國企業，政府在制訂應對
措施時會盡可能避免影響香港的中小企，並致力維持香
港稅制簡單、明確和公平的優勢。在保障本港徵稅權的
同時，政府會盡量減低受影響企業的合規負擔。

G. 總結
在巨額財赤下，政府的預算案並沒有削減影響民生的開
支，尤其是教育、社會福利和衞生這三個政策範疇。雖
然政府今年推出的措施「減糖減甜 」，但亦提出新建議，
包括推出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該計劃對政府
的負擔有限，又能協助真正需要幫助的失業人士，相比
全民派發現金，連多不勝數的富豪都受惠，政府更能精
準地利用資源幫助最需要的階層。基於「小莫小於水滴，
匯成大海汪洋」，稍微調高印花稅對於並未受疫情冷卻
的股票市場不會有大影響，但對政府的收入卻很有幫助。

撥款港幣 1 億元支持非政府機構發展網上爭議解決及
促成交易平台
在諮詢期間政府收到不少開徵新稅項的建議，要引入
新稅項。但是由於目前社會聚焦抗疫和重振經濟，政
府認為並不具備條件引入新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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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聯絡我們

Crowe Global 簡介
Crowe Global 為全球第八大會計師事務所集團網絡，擁有超過200家獨立會計師事

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
有限公司

務所和諮詢服務公司、其760個辦事處遍佈全世界145個國家。Crowe Global 的成
員所承諾向客戶提供高質素服務、高效率的服務流程、並且遵循一套共同核心價值和
管理理念。成員所均為當地業界翹楚，聘用熟識當地法例和習俗的當地專才，以協助

香港 銅鑼灣 禮頓道77號
禮頓中心9樓
電郵: info@crowe.hk
電話: +852 2894 6888
傳真: +852 2895 3752
客戶服務熱線: +852 2894 6611

客戶拓展新業務及新市場。Crowe Global 的成員在審計、稅務、風險和諮詢服務
領域中均已建立良好聲譽，能夠因應客戶的需要，提供個人化服務。
如欲取得 Crowe Global 更多資料，請瀏覽其網站：www.croweglob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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