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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稅收創新高 突破3000億
局長料下年度全面「歉收」將減12%跌回2670億

根據評稅資料顯示，2013年至2014課稅年
度利得稅整體應評稅淨利潤按年增加

7%，增幅較對上一個年度多4個百分點；年內
評定的利得稅稅款亦增加7%。同時，申請緩繳
2014年至2015課稅年度暫繳稅的利得稅個案按
年少13%，欠稅比率亦由3.6%降至3.1%，全
年共收到1,378億元利得稅，較對上一個年度
增加169億元，升幅為14%。
在薪俸稅方面，納稅人於2013年至2014課

稅年度的整體收入錄得6%按年增長，加上整體
工資及收入持續增長，令年內評定的薪俸稅稅
款亦上升7%。不過，申請緩繳2014年至2015
課稅年度暫繳稅的個案及欠稅率則分別上升3%
及0.3個百分點，惟全年薪俸稅收入亦由556億
元增至593億元。

印花稅「豐收」程序需時16月
在印花稅方面，2014年至2015年度的整體
印花稅收入為748億元，較對上一個年度大
幅增加80%，增幅主要來自物業印花稅。黃
權輝解釋，特區政府早前推出物業需求管理
的印花稅措施時，雖然有關措施於宣布翌日
生效，但實際上要等到法例完成審議及獲通
過之後才可以正式徵收有關稅款，「買家印
花稅要16個月才完成程序，雙倍印花稅更要
17個月。」
由於在過渡期累積了相當數量的物業交易，
而該些交易的印花稅大部分在2014年至2015
年度入賬，故令稅收大增。
2014 年至 2015 年度的商業登記費收入為
24.81億元，較對上一個年度的7,350萬元大幅
增加3,276%，黃權輝解釋，是對上一個年度
的豁免商業登記費所致。
另外，2014年至2015年度的博彩稅收按年
增加8%，遺產稅則由於早在2006年2月11日
取消，惟尚有個案未入賬，2014年至2015年
度的相關收益亦下跌54%。

去年估錯 因稅收「唔易估」
被問及2014年至2015年度稅收由一年前預
計的2,427億元大幅增至3,019億元，黃權輝
指，香港是一個細小而對外開放的經濟體，政
府推行的部分政策亦會影響稅收，故稅項預測
並非一項容易工作。
展望未來，今個財政年度的利得稅收入大部
分是來自2014至2015課稅年度的公司利潤，
黃權輝預期入息及利得稅稅收會輕微減少5%至
1,946億元，主要因為稅務寬減上限由1萬元上
調至2萬元。印花稅方面，在剔除2014年至
2015財政年度就過渡期涉及的物業交易一次過
收取的印花稅後，估計今個敗政年度的相關稅
收將大幅減少33%至500億元。綜合而言，稅
務局預計2015年至2016年度的整體稅收將按
年減少12%至2,67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又到

每年一度打工仔「肉赤」的報稅季

節。香港稅務局昨日發出了248萬份

2014年至2015課稅年度個別人士報稅

表，較去年多出11萬份。稅務局同日

公布，2014年至2015年度的整體稅收

為歷史新高的3,019億元，按年增加約

584億元，升幅為24%，增長主要來

自利得稅、薪俸稅及印花稅。稅務局

局長黃權輝預期，在入息及利得稅、

印花稅及薪俸稅稅收全面減少下，

2015年至2016年度的整體稅收將按年

減少12%至2,67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遲報
稅、欠稅、短付稅額為稅務局每年均須面
對的問題，單是2014至2015年度評定的
稅款當中，欠稅金額便高達71億元。稅
務局局長黃權輝表示，難以確定欠稅金額
增加是否與早前的「分期交稅」不合作運
動有關，但指上年度評定的稅款有所增
加，欠稅金額相應增加亦屬合理。被問到
是否嚴正處理過期交稅個案時，黃權輝強
調稅務局一直按既定程序處理納稅人交稅
安排，不會基於某種事情而「手鬆或手
緊」。

「不合作」玩遲交 欠稅率升
稅務局每年都面對欠稅問題，2014至

2015年度的欠稅金額便由對上一個年度
的 69.5 億元增至 71 億元，欠稅率為
3.5%。仔細分析數據，薪俸稅及物業稅
的欠稅金額分別為25億元及2.6億元，
分別按年大增19%及37%。
違法「佔中」後，有人發起分開多次

繳稅及遲繳稅的「不合作運動」，有市
民指稅務局今年嚴正處理交稅時限，遲
交一天已收到罰款通知書，有別於以往
遲了數天仍有寬限。
黃權輝昨被多番追問是否嚴格處理欠

稅問題時，並無正面回答，只強調稅務
局一直按既定程序處理納稅人交稅安
排，並指所有公民均應履行責任準時、
繳足稅項，「過期繳稅會被徵收附加
費。無可否定，分開多次繳稅會增加稅
務局的工作量。」
他強調，處理有關問題上並無受到任

何政府內部的政治壓力，亦不會基於某
種事情而「手鬆或手緊」。
他又指出，2014年至2015年度的評

定稅款按年增加逾120億元，當中薪俸
稅亦增加43億元，欠稅金額只是呈成正
比增長。
他續說，由於上月初為清明及復活節

長假期，不少人延至假期後才交稅，當
中便有2,800萬元物業稅在長假後成功
追收，故很難確定欠稅金額增加是否與
「不合作運動」有關，但承認薪俸稅及
物業稅的欠稅金額按年增幅屬高比率。

各類稅項收入變動

稅項種類

利得稅

薪俸稅

物業稅及個
人入息課稅

入息及利得
稅總額

遺產稅

印花稅

博彩稅

商業登記費

稅收總額

資料來源：香港稅務局

製表：聶曉輝

2014至2015年度
（臨時數字）（百萬元）

137,848

59,347

7,760

204,955

178

74,844

19,479

2,481

301,937

2013至2014年度
實際收入（百萬元）

120,881.8

55,620.3

7,003.8

183,505.9

388.4

41,514.7

18,066.4

73.5

243,548.9

按年變動

+14%

+7%

+11%

+12%

-54%

+80%

+8%

+3,276%

+24%

短報稅項及調查情況

財政年度

完成調查個案數目

短報的入息及利潤
（百萬元）

平均每宗個案所短報
的款額（百萬元）

評定的補繳稅款及
罰款（百萬元）

平均每宗個案的補繳
稅款及罰款（百萬元）

檢控個案

資料來源：香港稅務局

製表：聶曉輝

2014年至2015年
（臨時數字）

1,803宗

12,858

7

2,533

1.4

7宗

2013年至
2014年

1,802宗

12,936

7

2,540

1.4

2宗

2012年至
2013年

1,802宗

16,348

9

3,448

1.9

1宗

指加租僅追通脹
房協：兩年升8%算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昨日下午討論有關房協
出租屋邨調整租金的水平。多名委員批評房協的租金加幅過高，長者難以支
付。房協行政總裁兼執行總幹事黃傑龍回應表示，過去兩年房協加租8%，平均
每年加租約4%，只是剛追到通脹。對於房協早前計劃重建8條樓齡超過40年的
屋邨，黃傑龍指房協目前有約300億元資產，但其中100億元是不動產，其餘的
只夠支付4條屋邨重建開支，他強調房協未來必須審慎理財。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昨日在會上批評房協的租金加幅過高，長者難以支

付。他又質疑房協釐定租金的準則和方式，要求公開計算租金調整的方程式。
黃傑龍回應表示，過去兩年房協加租8%，平均每年加租約4%，只是剛追到通
脹；如要做到收支平衡，租金加幅必會是雙位數，故8%已相對低。他又說，計
算租金加幅並沒有一個實在的算式，調整租金時會考慮通脹、薪金水平、租金
是否足夠應付日常開支和維修費等因素。他表示，沒有將開支完全轉嫁到租戶
的想法。

重建預蝕本 訂價近市價
對於有委員質疑房協重建項目「賺到盡」，黃傑龍指重建項目原本都預計蝕

本，有項目最終賺錢，可能與收樓期太長、市道轉變有關。他強調重建項目設
計實而不華，訂價不是豪宅價，而是貼近市價。
另外，一批「觀龍樓居民租金關注組」成員昨日下午趁房屋事務委員會開會

到立法會外請願，指房協曾表示未來營運成本大增，擔心房協會將因此將成本
轉移至來年租金加幅，由居民承擔。關注組要求當局設租金調整監察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深夜酣睡
時，最痛苦莫過於是被如雷貫耳的車聲弄
醒。然而，鄰近粉嶺公路的高爾夫景園，居
民與公路相隔不足50米，每晚都得忍受重型
貨車及巴士經過的巨響。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鄧家彪昨日聯同北區區議員曾勁聰及多名居
民代表，向環境保護署遞交請願信，希望署
方盡快落實興建粉嶺公路近松柏塱的隔音屏
障的時間表。
粉嶺公路的使用量不斷增加，雖然路政署
曾在該路段進行改善工程，但效果未見理
想。鄧家彪指，粉嶺公路近松柏塱的路段於
2007年已被列入規劃中的21個可興建隔音屏
障的路段，但一直未有時間表。
他續說，他去年12月就有關事宜曾向環境
局提出書面質詢，惟當局指以上的21個路段
尚未提升至甲級工務工程，所以未能訂出施
工及竣工日期。

「高噪音道路」擾民清夢
曾勁聰又指，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的指引，若道路交通於一小時內有10%時間超
過70分貝的噪音水平，該路段則可評定為
「高噪音道路」，符合興建隔音屏障的資格。

他稱，粉嶺公路近松柏塱最高已達到79分
貝，若居民長期處於此狀態下，可能令居民感
到焦慮及煩躁。同時，粉嶺公路鄰近關口，不

少重型貨車於深夜或清晨時分運送貨物，令居
民的睡眠質素大受影響。因此，他們希望環保
署盡快落實興建隔音屏障。

鄧家彪促建粉嶺公路隔音牆鄧家彪促建粉嶺公路隔音牆

■鄧家彪昨聯同曾勁聰及多位居民代表向環保署遞交請願信。 葉佩妍 攝

248萬報稅表已寄
局長：記得準時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稅務局昨日發出了248
萬份2014至2015課稅年度個別人士報稅表，其中31萬
份為電子報稅表。收到報稅表的市民須於下月4日或之
前填妥並向稅務局遞交，經營獨資業務人士則須在8月4
日或以前填妥遞交；透過網上報稅者可自動獲得延期1
個月，即交表期限分別為7月4日及9月4日。稅務局局
長黃權輝促請市民準時遞交報稅表。

網上報稅可延期一個月
黃權輝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今年財政預算案建議提

高子女免稅額及出生年度的額外免稅額，並寬減2014至
2015課稅年度利得稅、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75%的稅
款，每宗個案以2萬元為上限，待有關法例獲立法會通
過後，稅務局便會在本年度發出的稅單落實有關寬減措
施，「納稅人只須如常填報報稅表，毋須特別就上述措
施提出申請。」
黃權輝補充指出，賺取租金收入的人士如符合資格，

可通過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而獲得寬減。納稅人可在填寫
個別人士報稅表時，申請個人入息課稅。稅務局會就每
宗申請，驗算個人入息課稅連同寬減後，可否減低申請
人的稅款，並以對其最為有利的方式評稅。
市民如在填表時遇有疑問，可瀏覽稅務局網頁（www.

ird.gov.hk）內的「網上稅務講座」，或在「問答專欄」
提出問題，稅務局會解答查詢。稅務局由昨日起至6月4
日期間，額外調配職員接聽查詢熱線1878022，並延長
查詢熱線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延長至下午7時，星期
六由上午9時至下午1時，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欠稅情況
稅項種類

利得稅

薪俸稅

物業稅

個人入息課稅

資料來源：香港稅務局 製表：聶曉輝

2014至
2015年度

（臨時數字）
（百萬元）

4,137

2,505

263

196

2013至
2014年度

（百萬元）

4,459

2,112

192

193

按年變動

-7%

+19%

+37%

+2%

疑﹁佔﹂累
欠
稅
增

依
例
處
理
無﹁手
緊﹂

■■稅務局昨日公布稅務局昨日公布，，20142014至至20152015年度的整體稅收為歷史新高年度的整體稅收為歷史新高
的的33,,019019億元億元，，按年大增按年大增2424%%。。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