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計師公會倡租客獲扣稅 每年最多1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手提電話號碼將

不再只以「5」、「6」及

「9」為字首了。通訊事

務管理局辦公室昨日宣

佈 ， 約 1,060 萬 個 以

「4」、「7」及「8」為

字首的新流動號碼將推出

供公眾使用，預計首批新

字首的流動號碼將於本月

起指配予最終用戶。

4、7、8字頭手機號碼出爐
逾千萬個號碼供公眾使用 首批最快月內推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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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政府
月底將公佈新一份財政預算案。香港
會計師公會（CPA）估計，2017/18年
度財政盈餘將會高達1,760億元，財政
儲備將增加至超過1.1萬億元，增加的
原因來自政府的賣地收入高於預期及
印花稅收入增加。公會指財政盈餘充
足，建議政府研究擴闊稅基、扶助初
創企業推動創新及研發，並考慮為未
有能力置業而租樓的納稅人，提供每
年最多10萬元租金稅務扣減。

料財政儲備逾1.1萬億
會計師公會指，本港樓價高企，估
計賣地收入會達到1,850億元，高於政
府預期的1,010億元。而印花稅收入應
會增加，預計會較政府估計的高出300
億元。政府開支亦較預期少，預料
2017/18年度財政盈餘將會高達1,760
億元，財政儲備將增加至超過1.1萬億
元。
會計師公會稅務師會執行委員會主
席蘇國基表示，現時政府財政盈餘充
足，是檢討稅制的好時機，建議政府
去年成立的稅務政策組，在初步處理
研發稅務優惠及兩級制利得稅安排之
外，應研究來源徵稅原則的長遠可持

續性、拓闊稅基、檢討現有稅務優惠
成效等。
他指出，現時環球不少國家都有降
低稅率趨勢，舉例美國正將企業所得
稅由35%大幅下調至21%，英國、日
本亦正研究調低趨勢，其他國家如新
加坡更提供稅務優惠措施吸引企業落
戶，香港需廣泛及深入檢討稅制，以
提升競爭力。

建議退稅扶助初創企業
公會又建議扶助初創企業，推動創

新及研發，包括向初創公司提供退稅
及稅務優惠，擴大知識產權及研發開
支的可扣減範圍，為外判予香港以外
實體的研發活動設扣稅安排，為因海
外專利收入已繳交外國預扣稅的納稅
者提供稅收抵免等。
公會並建議探討規管數碼貨幣及制

定稅收制度，為以電動車更換汽油或
柴油引擎或首次購買電動車人士，提
供較高的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寬免
額，以鼓勵市民採用電動車。
為提供更有利的營商環境，公會建

議引入「集團虧損寬免」，容許香港
企業把集團某一公司的虧損用作抵消
集團另一公司的盈利。並建議引入

「本年虧損轉回」，把虧損用於抵消
過往年度的盈利，可因而獲退回已繳
稅款。
在民生方面，公會建議為未有能力
置業而租樓的納稅人，提供每年最多
10萬元租金稅務扣減，額度相當於自
置居所貸款利息扣稅額。
公會並建議為私人醫療保險支出提

供稅務扣減，每名納稅人及其每名受
養人每年最多扣減1.2萬元，有助減輕
公立醫療壓力。就子女參與核准體育
訓練課程的支出為父母提供每年最多
1.2萬元扣稅額，以及向為強積金戶口

作自願性供款的人士提供每年最多6萬
元的額外扣稅額。
被問到政府應否直接派錢，公會財

政預算案建議委員會召集人伍耀輝表
示，即使政府擁有大量盈餘，也不應
該用作派錢，「純粹將錢平均分給所
有市民不是有效的做法」，建議應考
慮以退稅形式幫助特定者。
對於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明不擬減

辣，蘇國基認為，多輪加辣措施對樓
市降溫作用不明顯，歸根究底應增加
供應，政府擁有最多的土地資源，有
重要角色。

前年6月，通訊事務管理局
發聲明，決定分三階段實

施5項措施，務求透過更有效使
用現行8位號碼計劃，以滿足社
會對額外流動號碼的需求。第
一階段於去年1月1日實施，營
辦商須達到75%的一個較高使
用率（於當日前，相關門檻為
70%），才可符合資格申請編配
額外號碼。第二階段自去年7月
1 日起實施，釋放以「4」、
「7」及「8」為字首的空置號碼
組供編配作流動服務之用，並
進一步提高上述門檻至80%。
通訊辦發言人表示，將有約
1,060 萬個以「4」、「7」及
「8」為字首的新號碼可在香港
用於提供流動服務。鑑於獲編
配該些新號碼組的營辦商需要
時間與所有其他營辦商進行相
關測試，通訊辦預計首批新字
首的流動號碼將於本月起指配
予最終用戶，並會與以「5」、
「6」及「9」為字首的現有流動
號碼一併供公眾使用。」
發言人續說：「當以『4』、
『7』及『8』為字首的新流動號

碼推出後，市民會開始接到帶
有這些新字首的來電顯示號碼
的電話。市民無論接到任何字
首號碼的來電，均須對可疑的
來電保持警覺。為了讓市民識
別源自香港境外的可疑來電，
所有電訊營辦商必須在流動電
話的『來電號碼顯示』中加入
『+』號，作為所有源自香港境
外來電的字頭。」
通訊辦會繼續與業界和有關

各方合作，以確保《通訊局聲
明》所載的全部措施能夠順利
實施，包括由2021年7月1日起
實施的第三階段，以在完成遷
移部分現有的傳呼服務號碼
後，釋放在「7(1-3)×」段內騰
出的號碼組。

料可應付至2029年
在全面實施所有措施後，在8

位號碼計劃內將合共有額外
1,572萬個號碼可供編配作流動
服務之用，預計可應付最少至
2029年的需求增長。
發言人表示，通訊辦會密切

留意有關措施的成效及隨着市
場的發展而對電訊號碼的持續
需求，尤其是於不久將來推出
的物聯網服務及第五代流動服
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社會
推動無障礙社區多年，灣仔區議會及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昨日公佈最新的
「2017年灣仔區無障礙調查計劃報告
書」。結果顯示，區內約1,500個巡查
項目中，「不滿意」達77.3%。不過，
與2009年同類調查比較，200個項目已
有改善。
計劃於去年6月至9月期間進行，邀
請約20多名殘疾者作實地巡查，走訪
區內73個公私營設施，共1,592個項
目 。 調 查 顯 示 ， 多 達 1,231 個
（77.3%）被評為「不滿意」，「滿
意」僅361個（22.7%）。當中灣仔南
區不滿比例最高，高達39.9%，跑馬地

則最低僅4.1%。
今次調查新增387個新項目，包括勵

德邨及維多利亞公園等。79.4%新項目
獲滿意評級。

商場商廈無障設施較遜色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指出，政府建築
物表現較佳，商場及商廈較遜色，例
如銅鑼灣地帶及銅鑼灣廣場二期的升
降機並非直達地面。
協會又指，調查顯示一半街道路窄

或有障礙，逾六成貨𨋢 欠發聲系統，
半數客用升降機欠標誌及引路徑，所
有古廟欠斜道。
協會並指，41個項目表現轉差，部

分為洗手間，區內有商
場管理人員把殘疾者洗
手間上鎖及擺放雜物。
參與巡視的輪椅使用

者、傷青會義務司庫崔
玉梅指出，不少前線人
員對設施認識不足，到
入境處巡視時，隨指引
到殘疾者使用的櫃台，
卻發現沒有人員當值，
需轉到別處。她舉例
指，政府部門提供「助聽器」，惟前
線人員往往「連用也不會」，令助聽
器「封塵」。
灣仔區議會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

員會主席李碧儀表示，稍後將去信相
關政府部門及商業機構要求改善。
她又說，灣仔區議會本年度將加強
宣傳，並舉辦傷建共融嘉年華。

灣仔無障設施 77.3%唔收貨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宣
佈，將推出「4」、「7」及
「8」為字首的新流動號碼

予公眾使用，引起網民討論。有人「回帶」細數
本港「字首」歷史，並指昔日「7」字頭的傳呼機
服務快將成為香港集體回憶；有網民認為「4」及
「7」字開首的號碼不吉利，但寓意「發」的
「8」字首號碼勢成搶手貨，能夠炒賣，「香港人
最鐘（鍾）意炒，88888888會唔會炒過億？」
不少網上討論區及facebook昨日均有網民討論

新字首的流動號碼，一些歷史更是年輕一代並不
認識。「Lam Ka Yu Jeffrey」說：「咦，『7』字
頭以前係call機冧把喎。」有網民反問傳呼機不是
「1」字開首嗎，不少網民隨即緬懷上世紀八九十
年代傳呼機盛行的日子，「Bryan Ha」說：「老

婆留左（咗）10個留言都係同一句：『死佬去左
（咗）邊，幾時返屋企』」

諷「7」字傳呼號碼「快入博物館」
「Tang Man Chung」則指，香港電話的號碼

於1995年由7位變8位，普通電話加「2」字頭，
Call台號碼則加「7」字在前。「Keung Ip」說：
「『7』字頭係傳呼台……快進入博物館……」他
續指，「8」字頭是one call forward服務的專用字
頭，即是可以只打一個電話，公司無人聽會自動
飛線去手機，手機無人聽會飛去秘書台的服務，
「依（）家都就嚟絕跡……」
另有不少網民稱，同一個「9」字開首的號碼用
了多年，從沒變過，似是對「4」、「7」及「8」
開首的沒有興趣。「Rosa Ning」說：「『9』字

頭我用咗廿八年喇，由有錢買手機開始用到而
（）家，一個號碼。」「Leman Ar」認為，始
終也是「6」及「9」開首最順眼，但「8」也可以
考慮。
有網民則大玩電話號碼諧音，「Janeleefa」

指，如有電話號碼46709394，等於『細路出來攪
（搞）三攪（搞）四」，不是太好。「Ben Li」
認為是「死佬出嚟攪（搞）三攪（搞）四」。

網民：「八個8」會否炒過億
「Barry Berry」認為「4」及「7」開首不太好
意頭，「8」開首反而可成搶手貨。「Bubzbabk
Leung」隨即說：「香港人最鐘（鍾）意炒，
88888888 會唔會炒過億，或者89889888上一球
（1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死佬出嚟搞三搞四」有望成真
.0(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借錢梗要還，
咪畀錢中介」的忠告相信大家聽過不少，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財經事務）吳靜靜表示，
現時不良財務中介公司的行騙手法已轉變，由借
貸人借貸時被騙變為借貸後被騙，騙徒會以不同
名目騙財，如聲稱會協助借貸人理財及投資等。
她續指，當局未來會加強公眾教育，並留意到有
公司利用金融科技進行借貸活動，強調放債人不
會因為使用科技而能夠規避相關規管。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麥美娟建議，當局要提高成立放債人公
司的門檻。

要求借貸廣告後需加忠告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昨日檢討為打擊與放債

業務有關的不良手法而推行的新規管措施的成
效，吳靜靜在會上承認，留意到涉及借貸的廣告
量不少，已要求在廣告後加上忠告，旨在提醒公
眾過度借貸的問題。
她續指，廣告內容美化借貸，因言論自由而難

以監管，故當局未來會多做公眾教育，特別是針
對年輕人過度借貸，現時已與消委會合作拍攝3
段短片作教育。
她續指，現時的不良財務中介公司行騙方式有

轉變，由以前未成功借貸時向借貸人騙取中介
費，轉至現時在借貸人成功借錢後，巧立不同名
目如聲稱協助借貸人理財及投資等，以騙取金
錢。吳靜靜說，目前已將中介名冊放上網供市民
參考，市民可按放債人名稱或按中介人名稱排序
查閱，以了解有關中介人是否由財務公司委任。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建議，當局要提高成
立放債人公司的門檻。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表示，當局應設立借
款時要以書面形式確立諮詢人意願及提醒諮詢人
相關的責任問題。
吳靜靜回應指，過去執法難度是在於難以確立

財務公司和中介公司的關係，但當局自從在前年
底收緊放債人牌照條件後，業界亦有遵守新規
定，表現令人滿意。至於警方收到相關投訴數字

亦有所下跌，由前年約600宗減至去年只有144宗。據公
司註冊處資料顯示，去年底持牌放債人數目增幅按年跌7
個百分點，至約8%。
她又認為，目前放貸人條例規定，每年實際利率上限是

60%，暫無意再作調整，因為該行業與銀行及保險業性質
不同。
當局未來考慮會在借貸表格內加入聲明，包括提醒借貸

人要如實披露該借貸活動有否涉及中介，而公司註冊處亦
制訂須知，提醒借貸人不要將貸款轉交可疑的第三方等。
吳靜靜補充，當局亦會與大律師公會及會計師公會聯

繫，就杜絕針對其與財務機構一條龍服務的問題，作出商
討，強調局方對不良財務中介問題不會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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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辦網站改版 張曉明：共享祖國榮光

■香港會計
師公會建議
政府為未有
置業租樓的
納稅人，提
供租金稅務
扣減。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岑志剛 攝

■灣仔區議會及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早前巡查區內約
1,500個無障礙項目中，不滿意達77.3%。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網站日前改版。國務院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改版後的網站歡迎
辭中，希望網民在此可以了解到中央對
港澳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的權威信息，
了解到香港、澳門最新情況，獲得內地
與港澳各領域交流合作的重要資訊，還
有他和港澳辦同事們的工作動態。

張曉明表示：「我們有幸趕上了一個
偉大的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擘畫的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畫卷正在我們面前
和我們的共同參與下漸次展開。這當中
有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事業，有港
澳的繁榮、穩定和發展，有730多萬香港
同胞、60 多萬澳門同胞的福祉和願
景。」

他又引經據典，指自己喜歡《晏子春
秋》中的一句話：「謀度於義者必得，
事因於民者必成。」
他強調，中國夢一定會實現，港澳必

定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保持特
色、再創輝煌，港澳同胞必將同祖國人
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
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張曉明在國務院港澳辦
改版後的網站致歡迎辭。

網頁截圖

■■網民對引入新字網民對引入新字
頭手機號碼眾說紛頭手機號碼眾說紛
紜紜。。 fbfb截圖截圖

■ 以「4」、
「7」及「8」
為字頭的新
手機號碼，
首批最快本
月起配予用
戶使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