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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200萬利潤稅率減至8.25%
倡兩級稅制 料逾10萬企業受惠 共年慳58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兌現競選承諾提出「稅務新

方案」，建議實施兩級利得稅制，企業首200萬元利潤

的利得稅率將由原本的16.5%減半至8.25%，預期超

過10萬間企業可受惠，企業年慳逾58億元。林鄭月娥

本月底更會出席稅務新方向高峰會，聽取社會各界意

見以制定具前膽性的稅務政策。

施政報告提出兩項稅務建
議，包括設兩級制利得稅

及科研開支可作額外扣稅。兩
級制利得稅方面，報告建議將
企業每年首200萬元的利潤，
其所繳交利得稅率將由現時標
準稅率16.5%削半至8.25%，若
企業每年利潤超過200萬元，
其後利潤將按標準稅16.5%計
算。由於建議旨在協助中小企
發展，有關低稅率將設有條文
限制，明確提出每個集團只可
提名一間企業受惠於較低稅
率。

集團限一公司可享低稅率
於新制下，合資格的公司每
年最多可慳16.5萬元的稅款。
林鄭月娥昨特別提到，本港
在全球營商環境具競爭力主因是
稅制簡單，財庫局是因應有關要
求而提出建議，她明白本港有不
少大企業，因此限制集團只可提
名旗下一間公司享有低稅率，確
保是次提出的稅務措施可聚焦中
小企。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公司
申請較低稅率時需繳交大股東、
或關連公司資料，此舉旨在避免
在集團旗下多於一間公司享有較
低稅率，稅務局亦會抽查有關資
料。
政府消息人士指，新稅務措
施目標在2018年推出，按15/
16年度1,390億元利得稅收入推
算，新制下庫房每年將少收58
億元。該 1,390 億元稅款來自

10.4萬間有限公司以及逾3萬間
獨資及合伙企業，當局估計這
批公司中有約20%為同一集團
經營，扣除這批集團式經營公
司，料仍有逾10萬間企業可以
受惠，又透露「是次建議將指
定利得稅率降至8.25%，已較林
鄭月娥早前提出的建議10%更
低，故此相信可以再下調機會
不大」。
對於有集團或分拆旗下公司

至他人名下以享有較高稅務優
惠，或成立「一人公司」將入
息稅轉化成更低稅率的企業利
得稅，消息人士認為集團有關
決定純屬商業決定，而分拆亦
涉及風險，雖然有關猜測具可
行性，但相信分拆費用或隨時
高於獲減免的稅務優惠，而有
關情況同樣適用於「一人公
司」，獲減免的稅務優惠未必
能完全填補成立公司的開支，
重申「要自己諗掂條數」。

研發開支可獲扣稅
而在科研開支扣稅方面，施

政報告提出企業首200萬元的合
資格研發開支可獲300%扣稅，
餘額則獲200%扣稅，未來創科
局將就建議諮詢業界，目標同
樣期望在明年落實。消息人士
解釋，若企業合資格研發開支
剛好達到200萬元，則可獲600
萬元扣稅額，若研發開支達到
300萬元，則可獲800萬元扣稅
額。

金發局擬剝離政府 成獨立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非財金

官員出身的林鄭月娥，甫上任即提出多項
財金措施，摒棄港府以往「守財」形象，
在施政報告中更提出動用財政儲備推出多
項新政，以促進經濟發展，鞏固本港金融
優勢，包括設立金融領導委員會及研究將
金發局成為獨立於政府運作的公司。
林鄭月娥在報告中提到將設立全新的
「金融領導委員會」，有關委員會由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主持，將就各項經濟措施提
供前瞻性的建議，並由政府指定有關部門
跟進，研究的範疇料將涉獵本港各項融資
渠道的發展、適時更新現時規管以迎合新
經濟環境及如何把握「一帶一路」和大灣
區的機遇等。

與金融領導委角色不會重疊
政府消息人士指，新設的金融領導委員

會與現有的金發局角色不會重疊，前者主
要負責提供前瞻性的建議、不會負責宣傳
的工作，因此與金發局將各司其職，亦不
排除兩者會有合作機會。

年底前諮詢 冀明年落實建議
報告亦提到政府將向金發局增撥資源，

以強化其進行策略性研究及提供建議、推
動市場和培養人才的角色。政府消息人士

透露，為了增加金發局靈活性及解決人手
等問題，正研究將金發局剝離政府成為一
間獨立公司，惟其工作性質不會有所改
變，料年底前將就此事進行諮詢，冀在明
年底前落實建議。
政府消息人士稱，金發局日後獨立運作

後，政府會繼續撥款資助，惟有關預算將
撥入財庫局的財經事務科當中，金發局每
年需向財庫局商討來年撥款預算，及定期

提交工作報告等資料。

史美倫：利推動金融業發展
金發局昨發公告表示，歡迎政府向金發

局增撥資源的建議。金發局主席史美倫則
表示，相信有關建議將進一步推動金融服
務業的發展，又指「金發局各成員期待與
政府和其他持份者繼續合作，為加強香港
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力共同努力」。

各界對財稅措施意見撮要
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岳毅：

■兩級稅制、科研扣稅有助增強本港競爭
力、推動新興或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
■港府目標未來5年將本地研發開支佔
GDP比重倍增至1.5%，建議顯示政府推
動本港創科發展的決心，是一項值得高度
肯定的突破
■對報告提出的理財新哲學深表認同，港府
確有條件利用較豐厚的財政儲備，增加投入，
促進社會和經濟發展，加快改善住房及民生

匯豐香港區行政總裁施穎茵：
■稅務新方案料有助減輕中小企的稅務負
擔，進一步增加企業在港營商的吸引力，
特別是初創企業，而中小企向來是本港經
濟的重要支柱，預期新生代初創企業的興
起有望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港府擬發行綠色債券，反映本港積極發
展可持續融資的領導地位，加上投資者對
可持續資產的需求日益增加，料措施有助
本港發展成中國內地、甚至是全球可持續
發展項目的融資中心

信銀國際首席經濟師廖群：
■兩級稅制對本港創科產業發展有重要意
義，因為本港除保持傳統四大支柱行業的競
爭力，亦應在創科產業奮起直追，料利得稅
能助起始規模比較小的創科企業擴大發展
■稅收減少或未能吸引內地創科企業來港
註冊公司，因為其他方面成本依舊很高，
且與深圳前海相比，創科環境和市場都未
夠成熟，相信政府仍需努力創造良好的創
科氛圍，吸引更多國外和內地創科人才來
港創業

澳洲會計師公會：
■兩級稅制有助提升本港競爭力及發揮
「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吸引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的投資者來港發展
■計劃提高研發開支是善用財政盈餘振興
經濟、務實且積極的措施，尤其是惠及年
輕人，造就更多發展的機會，有利吸引非
本地人才來港發展

羅兵咸永道：
■歡迎政府策略性地以稅務措施支持重點行
業的增長，以及推動香港經濟產業多元化
■若提出的新措施能配合立法及落實細
節，料有關建議可實現其政策目標及使本
港商界受惠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周曉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
程敏) 政府終落實企業兩
級制利得稅制，將企業首
200萬盈利的稅率由16.5%
減半至8.25%。另外，為
了推動企業投資科研，政
府建議首200萬元的合資
格研發開支可獲300%扣
稅，餘額亦獲200%扣稅，
業界對此普遍感滿意，相
信兩項措施有助提升香港
的整體競爭力，並協助香
港在創科方面迎頭趕上。

工總：有利再投資做大業務
香港工業總會(工總)主席郭振華認為，企業首

200萬盈利的稅率由16.5%減半至8.25%，亦比
預期的10%低。他認為，減輕中小微企以及初
創企業的稅務負擔，可容許他們將賺取到的微
利進行再投資，有機會將業務做大做強。
他續指，這兩項稅務措施有利提升香港的整

體競爭力，加上政府增加投入的研發資源，包
括5億元的「科技專才培育計劃」、30億元研
究基金為研究生提供助學金、及利用20億元的

「創科創投基金」支援初創企業等措施，相信
可助吸引本地及海內外投資者及從事創新科技
的初創企業在香港發展，也為香港提升創科方
面的長遠競爭力提供條件，促進經濟多元化發
展，以減低受外圍經濟環境影響的風險。

總商會：鼓勵新進企業來港
香港總商會主席吳天海亦認為，利得稅大幅

下調，可讓中小企把他們辛苦賺來的金錢再投
放回業務之中，協助他們支撐下去，還可鼓勵
本地和國際的新進企業家在港開展業務。

廠商會：歡迎兩新稅務優惠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廠商會)副會長兼中國內
地事務委員會主席徐炳光歡迎施政報告提出兩
項支持中小企業的稅務措施，同時他亦向政府
提出多項要求，包括：在「粵港澳大灣區」區
域性發展規劃中，為港商爭取更合理的稅務及
貿易待遇，包括放寬香港特區居民在內地工作
183日的稅務界限，以及為香港廠商在海外的
機器、知識產權方面的投資，提供利得稅扣
減，鼓勵廠商更好利用大灣區內完善的配套提
供競爭優勢，並積極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興業。

商會：減中小企負擔 留資源研發

■郭振華稱，兩
項稅務措施有利提
升香港的整體競爭
力。 資料圖片

■施政報告提
出稅務新方案，
建議實施兩級利
得稅制。

中小企：降營商壓力擬增聘人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婉玲）特首林鄭月娥發

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有利減輕中小企稅
務負擔的優惠，包括實施兩級利得稅及首200萬元
的合資格研發開支可獲300%扣稅。多間中小企負
責人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滿意林鄭月娥提出的
稅務優惠水平，認為公司可利用所減免的稅務作其
他投資。

擬投入更多資源研發產品
加達電子市場經理陳兆基表示，企業所需繳付

的稅項減少，有助降低營商壓力，將首200萬元利
潤的利得稅率降至8.25%是合理水平。他指，在人
工及租金高昂的情況下，預計獲減稅後，公司會投
入更多資源研發產品，並聘請更多員工。該公司從
事研發及生產汽車產品，在東莞設廠，至於能否享

有首200萬元的合資格研發開支獲300%扣稅優
惠，他則指要「再研究下先。」

優惠比預期高 將加大投資
聲萊國際負責人鄧小姐表示，政府提出的兩級

利得稅制，優惠比她預期高，認為公司能受惠，滿
意該稅率水平。其公司在汕頭設有廠房，並有工程
及設計團隊，每季按客戶需求投放研發資金，當中
牽涉不少資金。她稱，政府願意降低研發開支稅
率，將吸引企業加大投放資源於研發生產。

可吸其他地區公司來港發展
HOUSE CALIFORNIA高級顧問金仕森來自馬

來西亞，他表示，公司選擇在深圳設廠，並在香港
設立公司，是因為覺得在亞洲地區當中香港的經濟

發展得較好，很多展覽亦在香港舉辦。他形容，利
得稅本來設在16.5%水平「還好」，政府現計劃將
首200萬元利潤的利得稅率降至8.25%，相信能夠
進一步吸引其他地區公司來港發展。
萬士達總經理陳志卿認為，減稅有助中小企減

輕負擔，因為政府要有稅收才能改善其他民生議
題，例如醫療及公共設施，所以覺得將首200萬元
利潤的利得稅率降至8.25%是合理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
媚）林鄭月娥交出首份施政
報告，除了在居住房屋領域提
出重磅建議，在本港金融發展
策略上亦着墨不少，包括計劃
發綠色債券、建設「積金易」
平台及增設保單持有人保障計
劃等，以鞏固本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
施政報告中提及，政府將帶

頭在下個財政年度發行綠色債
券，並會繼續鼓勵公營機構在
港發行綠色債券，以及推動本
地機構設立符合國際標準的綠
色債券認證計劃。政府消息人
士透露，有關綠色債券將會為
環境局的項目進行融資，但目
前未有定立發行金額、年期等
細節，而早前機管局亦已宣佈
在港發行綠色債券。

設積金易平台處理強積金
牽涉數百萬「打工仔」的強
積金方面，現行管理費亦有望
進一步下調，政府消息人士指
「積金易」中央電子平台正在
建立中，目標是明年8月底前完
成，鼓勵僱主及僱員以上述平

台處理強積金戶口，料有助提
升行政效率，基金收費或再有
進一步下調空間。

倡設保單持有人保障計劃
保險業方面，報告亦建議設

立保單持有人保障計劃，為保
單持有人提供安全網，增強公
眾對保險業的信心，政府消息
人士解釋指，計劃是為免保險
公司倒閉或面臨財務問題，保
單持有人或無法獲得保障，保
單持有人可在基金中獲得一定
賠償，而政府正草擬抽取保費
的0.07%，以進一步增加基金
額度，未來將轉交立法會審
議。

張華峰：冀助金融科技創新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

表示，期望政府在明年財政預算
案公佈前，對推動「新股通」及
「債券通」南下時間表有一個更
明確的取態。另外，他期望政府
能協助金融服務界構建一個共用
的KYC（認識你的客戶）平台
及推動網上開戶認證服務，以推
動金融科技創新。

擬發綠債為環境局項目融資

■ 金仕森
相信新稅務
優惠能夠進
一步吸引其
他地區公司
來港發展。

記者
吳婉玲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