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稅務學會
有關於 2018/2019 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
隨著全球經濟環境改善及內需穩健增長，香港經濟於 2017 年第三季較去年同期顯著增
長。 預期 2017 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將增長 3.7％，高於政府於 2017 年 8 月公佈的 3％
至 4％預測範圍的中間點。
由於世界各國正在重新審視其稅務政策和/或引入符合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BEPS”）
項目的稅收優惠政策以吸引更多企業和投資（如美國稅務改革、英國計劃在 2020 年將
企業所得稅稅率降至 17％ 及愛爾蘭、意大利和英國均推出符合 BEPS 的 “專利盒” 稅務
優惠），香港也需要不時檢討其稅務政策/措施，以提高其稅務競爭力。
本會在歡迎現屆政府推出的各項稅務政策（如成立稅務政策組、舉行稅務新方向高峰
會、推行利得稅兩級制和對研發費用的額外稅務扣減等）的同時，亦希望這只是一個
開始，並盼望政府會為對香港有重要經濟意義及有助於香港經濟結構多元化的行業
（如地區總部，知識產權中心和創新科技初創企業等）提供更多稅務優惠。
外在因素方面，為充分把握中國倡議的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規劃帶來的機遇，
本會建議政府應向中央政府就一系列能促進香港企業和居民在大灣區開展業務或工作
的稅務與營商措施進行遊說工作。
內在因素方面，本港一直面對的稅基狹窄和政府收入不穩定的問題仍有待解決。長遠
來說，人口老化以及政府為提供更完善的公營房屋、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所產生的
開支，都將增加對公共財政的壓力。在這方面，本會認為政府應將擴闊稅基作為長遠
目標。
本會認為，以上種種說明政府需對現行的稅務政策及稅務條例進行全面檢討 ，使其能
（1）提供更有利的營商環境及在鄰近地區內更具競爭力，（2）應付香港的長遠財政挑
戰，及（3）跟隨國際稅收發展的步伐。
本會就 2018/19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所提出的建議，涵蓋以下五大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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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目標產業發展，以實現香港經濟結構多樣化及貿易便利化
加強稅制的公平性及明確性，以提升稅務競爭力
與內地合作及其它國際稅收措施
改善民生
擴闊香港稅基

甲

促進目標產業發展，以實現香港經濟結構多樣化及貿易便利化
1.

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的稅務優惠
為鼓勵跨國企業於香港設立地區總部，建議給予在香港營運的地區總部稅
務優惠或其他津貼 (例如對於此類地區總部所產生的合資格利潤，提供相當
於一般利得稅稅率 50%的優惠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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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香港設立貿易/採購/加工管理中心的稅務優惠
為鼓勵企業在香港設立貿易/採購/加工管理中心，建議提供稅務優惠予位於
香港的貿易及採購中心 (例如對於此類貿易/採購中心所產生的合資格利潤，
提供相當於一般利得稅稅率 50%的優惠稅率)，及更靈活地容許香港企業透
過於內地或其他海外地區加工/生產業務所產生的利潤以 50:50 比例分攤徵稅。

3.

進一步推動基金行業的稅務優惠
建議將有關投資基金的利得稅豁免範圍擴大至（1）涵蓋所有在岸基金，而
不僅限於以私人形式發售的在岸開放式基金型公司；（2）覆蓋投資於 “在香
港有經營活動的香港或非香港私人公司” 的基金 （持有大量香港房地產的香
港或非香港私人公司除外）；（3）合資格基金如有非合資格投資，只須就非
合資格投資所產生的利潤繳納利得稅；及（4）提供稅收優惠予合資格基金，
當其售出已被持有三年或以上的非合資格投資時，有關收益可視為資本性
收益。

4.

投資於本地創新科技初創企業的稅務優惠
本會建議政府考慮就投資於合資格本地創新科技初創企業提供以下稅務優惠：
（1）在乎合特定條件下（例如該初創企業必須聘請一定比例的本地創新科
技人才），就本港創新科技初創企業的投資成本給予收入豁免或稅收抵免；
（2）擴大目前離岸基金利得稅的豁免範圍，以覆蓋投資於任何合資格的本
地創新科技初創企業，而不局限於投資在政府「 創 科 創 投 基 金計劃」下
的初創企業；及（3）提供利得稅豁免予投資在本地合資格創新科技初創企
業的在岸基金。

5.

推動創新科技行業及文化創意行業的額外稅務扣減
(1) 創新科技行業研發費用的額外稅務扣減
在歡迎政府提出的研發費用額外扣稅方案的同時，本會認為以下建議將
更有效地促進香港本地企業研發活動：（1）納稅人支付予任何機構（不
僅限於現時《稅務條例》下的認可研究機構和政府建議中的指定本地科
研機構）的外判研發活動支出（不管是於本地或海外進行的研發活動）
均可享受《稅務條例》第 16B(1)(b) 條下的一般稅務扣除；及（2）政府
可考慮對於在本港以外地區（包括大灣區）進行研發活動（不論是由納
稅人或其它機構進行）所產生的費用提供較少的額外稅務扣減，而不是
完全不給予額外稅務扣減。
另外，為舒緩進行研發活動企業的現金流壓力，特別是初創企業及中小
型企業，政府可考慮在乎合特定條件下，允許這些企業選擇將其享有的
額外稅務扣除額轉化成現金或可退還的稅務抵免。
(2) 文化創意行業的額外稅務扣減
政府應廣泛咨詢文化創意行業內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以為行業有關支出
提供額外稅務扣減，以促進文化創意行業發展，包括考慮為在香港拍攝
電影所產生的費用提供 200%的稅務扣減。

6.

有關納稅人於境內設計但於境外使用之模具的稅務扣減
現時香港企業與境外企業以進料加工的形式合作經營，香港企業於境外使用
的模具的資本開支不能獲得折舊免稅額。本會建議在香港企業於香港境內設
計並擁有其模具的情況下，即使有關模具在境外使用，該企業仍可就有關模
具產生的資本開支獲得特別稅務扣減，以鼓勵更多企業在港從事模具設計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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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就購買無形資產權利，如專營權、許可使用權和不可剝奪的使用權等而產生
的資本開支提供稅務扣減
就購買無形資產權利，包括專營權、許可使用權和不可剝奪的使用權所產生
的資本開支給予稅務扣減。以上資本開支為服務業、創意產業及電訊業在港
經營的常見支出。

8.

推廣香港成為國際知識產權中心的稅收措施
為推廣高科技增值產業，香港應考慮就源於專利權及其他相關知識產權所產
生的合資格利潤提供優惠稅率，例如一般利得稅稅率的 50%。

9.

就特許權收入所徵納的海外預提稅提供單邊稅收抵免
對納稅人就其特許權收入而繳交的海外預提所得稅提供單邊稅收扺免。這措
施將鼓勵香港企業全面開拓海外市場並有助吸引國際企業來港設立知識產權
中心。

10. 機械設備租賃業務的稅務措施
一帶一路建設為本港的機械設備租賃業務帶來重大機遇。為解決在《稅務條
例》第 39E 條下當租賃機械設備於海外使用時，香港納稅人無法就有關資本
開支獲得折舊免稅額的問題，以充分把握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本會建議政
府可參照飛機租賃業務的稅收制度，在租賃機械設備於海外使用而出租機械
設備的香港企業須就有關租賃收入繳納香港利得稅的情況下，為該企業提供
特別稅務扣減，以代替折舊免稅額。
11. 綠色行業的稅務扣減
建議政府對（1）納稅人購買合資格的環保設施、工業裝置或機械的資本開
支給予 150% 的稅務扣減；及（2）綠色行業（如廢物回收業及綠色能源）
的納稅人提供補助或稅務假期。
乙

加強稅制公平性及明確性，以提升稅務競爭力
1.

業務虧損的抵銷
考慮到國際慣例，政府應考慮容許（1）集團內一間公司的虧損用來抵銷集
團內另一間公司的應課稅利潤；及（2）一間公司一個課稅年度的虧損轉回
用以抵銷該公司過往兩個年度的應課稅利潤。

2.

「虧損通知書」應與「評稅通知書」有同樣的法律地位
修改現時《稅務條例》，給予「虧損通知書」與「評稅通知書」相同的法律
地位，使兩者同時受六年修訂期限的限制。

3.

以集團作為購買儲稅劵之單位
容許以集團作為購買儲稅劵之單位，使集團內的任何公司均能使用已購買
的儲稅劵來支付其未繳稅款，或將儲稅劵利率和納稅人因拖欠稅款而產生
的利息的利率調整至一致，以避免令納稅人面對不公平的利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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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與內地合作及其它國際稅收措施
1. 就大灣區規劃與內地合作
大灣區規劃標誌著中國政府支持（1）粵港澳九個城市更密切的合作；及（2）
促進香港與其他大灣區城市之間人員、貨物和資金的自由流通。此舉將為大
灣區城市群的未來經濟發展帶來協同效應和新動力。
為讓香港充分把握大灣區規劃的機遇，我們建議政府與國內有關當局展開磋
商，遊說內地政府考慮在大灣區實施以下的稅務/商業優惠措施：
(1) 免除大灣區企業發放股息的中國預提所得稅
為鼓勵更多香港資本投資於大灣區，本會建議政府遊說內地政府免除在
大灣區內的中國企業向香港居民企業發放股息的預提所得稅，或如稅後
可分配利潤是重新投資在大灣區的關聯企業以進行鼓勵、允許或限制項
目時，可延期支付預提所得稅直至該關聯企業的股權巳全部賣給第三方。
(2) 允許香港企業在大灣區設立分公司
目前中國僅允許境外的銀行和保險公司在中國設立分公司。為讓投資於
大灣區內某些特定行業（如軟件及應用程式開發、製藥/生物科技和創新
科技）的香港居民企業能更靈活地調動其營運資金，並減低其中國稅務
負擔，本會建議政府遊說內地政府允許在大灣區內從事此類行業的香港
居民企業在中國設立分公司。
(3) 減低香港僱員到內地工作的成本
目前香港企業若派遣其僱員往中國關聯企業工作，該僱員及中國企業均
須在中國繳納社保費。同時，香港企業和該僱員也分別須要在香港作出
強積金供款。為吸引更多香港人才和年青人到大灣區工作，並降低企業
派遣港人到大灣區工作的成本，本會建議內地和香港應儘快達成雙邊社
會保障協定，讓須要在香港作出強積金供款的人仕可獲豁免在中國繳納
社保費。
2. 擴大香港的《避免雙重徵稅協定》網絡，特別是覆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為避免雙重徵稅和降低香港企業到境外 (特別是“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 投
資的海外稅務成本，本會建議政府應繼續尋求與某些國家（例如澳洲、新加
坡和美國）簽署《避免雙重徵稅協定》，並加快與更多“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磋商簽定《避免雙重徵稅協定》。

丁

改善民生
1.

豁免首次置業印花稅
豁免徵收首次置業買家購買住宅物業的從價印花稅，建議設定有關交易條
件如下：（1）該住宅物業的市值不高於港幣六百萬；（2）買家必須為自然
人並年滿 18 歲；（3）買家必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4）買家或其配偶從未
持有任何位於香港的住宅物業；及（5）買家必須連續三年居住於該住宅物
業，若買家在購買物業後三年內出售該物業，買家須繳付已獲豁免的從價
印花稅及同時繳交額外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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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栽培青少年事業發展和企業家精神
就企業新聘請的青少年僱員，給予相等於該青少年僱員月薪 150%的稅務扣
除額，最多以 12 個月為限，建議設定條件如下：（1）有關的青少年僱員年
齡須介乎 18 至 25 歲； 及（2）就每位合資格青少年僱員每個月薪金的扣除
額不得超過 12,000 港元。
政府已發起及資助多個教育和培訓青少年的計劃，當中發掘了一些具天賦
的年輕企業家。本會進一步建議政府應為這些年輕企業家所開創的新企業，
在其開始有營利的頭一至兩年給予 50%利潤寬減的稅務假期。

3.

降低薪俸稅最高邊際稅率至 15%
隨著利得稅二級制即將實施，企業(尤其是中小企)的稅務負擔將會降低。本
會認為個人/僱員(尤其是中產階層人仕)的薪俸稅負擔也應相應地降低，因
此本會建議政府將薪俸稅的最高邊際稅率從現時的 17%降低至 15%。

4. 提高及允許分攤供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免稅額和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稅
額
(1) 將供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基本免稅額和額外免稅額，及長者住宿照顧
開支扣稅額由 23,000 港元/ 46,000 港元/ 92,000 港元增加至 30,000 港元/ 60,000
港元/ 120,00,00 港元（見下表 ），同時將符合申請免稅額的最低供養父母/祖
父母/外祖父母金額由每年 12,000 港元提高至 18,000 港元; 及（2）允許共同
供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兄弟姐妹分攤供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免稅
額或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稅額。
2017/18

5.

建議

供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基本免稅額
(a) 年齡為 55 歲或以上，但未滿 60 歲
(b) 年齡為 60 歲或以上

$23,000 $30,000
$46,000 $60,000

供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額外免稅額
(a) 年齡為 55 歲或以上，但未滿 60 歲
(b) 年齡為 60 歲或以上

$23,000 $30,000
$46,000 $60,000

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最高扣稅額

$92,000 $120,000

取消有關供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免稅額「通常居住於香港」的要求
容許納稅人就供養非通常居住於香港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獲得相關的免
稅額，但有關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必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6.

容許納稅人以個人名義申請個人入息課稅
由於每個個人均是獨立的納稅人，因此已婚夫婦的任何一方均應享有獨立
申請個人入息課稅的權利。此舉亦符合夫婦間財政獨立及尊重個人私隱的
社會趨勢。

7.

自願性強積金供款及首次置業供款之扣稅額
為（1）僱員自願性強積金供款；及（2）個人就首次置業的自願性供款 (可
透過強積金戶口或其它儲蓄戶口) 提供稅務扣減，並以每年 50,000 港元為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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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醫療保險保費的稅務扣減
政府於 2017 年施政報告內提及計劃在 2018 年落實自願醫保計劃，並會為購
買該計劃下產品的納稅人提供稅務扣減。為鼓勵更多市民購買私人醫療保
險，本會建議就自願醫保計劃以外的私人醫療保險計劃保費支出提供稅務
扣減，並以每年 30,000 港元為上限。
戊

擴闊香港稅基
狹窄的稅基長期以來都是香港現行稅制的一個顯著特徵。稅基狹窄，加上政府
財政收入受無法控制的外圍環境變化所帶來的經濟波動所影響，導致政府收入
不穩定。隨著香港人口老化，以及市民對公共房屋、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等
各方面的需求不斷增長，政府收入不穩定的問題更令人關注。
為緊守《基本法》所載的財政紀律及維持一個健康及可持續的財政制度，政府
在拓展經濟發展以增加收入的同時，應繼續開展研究並探討如何擴闊香港的稅
基及降低香港財政收入的波動性。在此方面，政府應研究於適當時機在香港引
入新種類的間接稅或徵費。此研究不應局限於銷售稅、流轉稅、商品服務稅或
類似的稅種，而應擴展至其他經濟發達地區徵收的各種更新穎及更有效的稅種
（例如社會保障費和醫療徵費）。
本會明白全面檢討香港目前的稅制及架構並不是本屆政府優先考慮的工作，但
我們認為此項工作，包括全面檢討《稅務條例》以使其現代化及更有效吸引我
們的目標產業，應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長遠任務。

香港稅務學會
2018 年 2 月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