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地個稅比較
應納稅所得額

3.5萬元人民幣
（4萬元港幣）以下

3.5萬元人民幣至7萬元人民幣
（4萬元至8萬元港幣）

7萬元至10.5萬元人民幣
（8萬元至12萬元港幣）

10.5萬元人民幣
（12萬元港幣）以上

內地稅率

3%至25%
（四級徵稅）

30%及35%
（兩級徵稅）

35%及45%
（兩級徵稅）

45%

香港稅率

2%

7%

12%

17%

享福利少交稅？「港人港稅」待議
聶德權聶德權：：涉國家整體稅務政策涉國家整體稅務政策 已向中央反映續跟進已向中央反映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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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廣州報道）
港澳台居民將可申領內地居住證，惟香
港人在內地工作每年超過183天就需按內
地稅率繳納個稅的規定，而內地個稅比
香港高出約3倍，這一被業界稱為「個稅
牆」的稅制差異，影響了港人在內地就
業發展的信心。有在內地工作的港人指
出，廣東多個自貿區均已經有實行「港
人港稅」的成功經驗，建議應逐步在內
地各大城市開放這一優惠政策。
據了解，內地與香港的個稅制度除了

最高邊際稅率差很高（內地45%對香港
的15%或17%），稅率級距差異也很
大，香港的稅率級距寬，等距按不同稅
率徵收。
有專家通過對比香港和內地各檔稅率

進行加權平均後，測算出內地個稅至少
比香港高3倍。如果考慮免稅額和扣除
項目，兩地個稅的差額更大，香港的免
稅額和扣除項目遠高於內地。
內地工薪個稅有3,500元免徵額，扣

除項目有「五險一金」；香港個稅也有
免稅額，按個人、已婚、子女、供養、
單親、傷殘等設置了不同額度，比如個
人免稅額每年12萬元港幣、每名子女免
稅額10萬元港幣（情況不同），扣除項
目包括個人進修、長者照顧、居所貸款

利息、退休計劃強制支出、捐款等。

港生冀粵創業 憂稅率太高
今年剛剛畢業於廣州暨南大學的港生

張寶生，目前在香港一家工商管理類企
業工作。在了解了港人在內地個稅繳納
情況後，他認為目前內地個稅稅率過
高，「尤其是對於我們剛剛工作的年輕
人來說，生活開銷很多，按照我現在的
工資，在內地繳納個稅也比香港高出兩
倍多。」
他還表示，自己有計劃今後到廣東創

業，希望內地在港人個稅方面能給出一
定優惠。

邵建波：令港人北上卻步
香港工聯會廣州中心主任邵建波表

示，在內地工作的港人多數從事金融及
創新類行業，且一些港資企業是按照香
港行業標準開具薪金，但目前港人在內
地的徵稅標準使得港人的心理落差較
大，也成為港人赴內地就業「望而卻
步」的一大因素。
他建議，目前廣東幾大自貿區均已有

實行「港人港稅」的成功經驗，應逐步
在粵港澳大灣區範圍內的城市開放這一
優惠政策。

特區政府近日正式推
出粵港澳大灣區網站
（www.bayarea.gov.

hk），為港人提供政策、便民措施及大灣
區各城市概況等資訊，更連載港人到大灣
區創業故事的短片，首集講述3個「90後」
港青到江門發展新型「魚菜共生」農業。
他們表示，當地很鼓勵創新和創業，既提
供免費溫室，更有當地技術人員和農民
「教路」，而他們的資金就來自香港，證
明不同地區可以優勢互補。
網站除了包含大灣區概要、框架協議、

大灣區各城市概況、區內基建、特區政府
官員有關大灣區的訪問、發言等基本資訊
外，還分成創科、金融、專業服務、醫
療、教育、青年等政策範疇，講解香港於
大灣區的角色及特區政府的工作。

3「90後」畢業後江門創業
同時，網站還連載《看見大灣．那些人那

些事》的系列短片，首集講述3個「90後」港
青Victor、Mandy及Fung的創業故事。他們
兩年前大學畢業後到江門創業，研發新型
「魚菜共生」農業，在溫室內設有魚池及菜
架，利用含有魚的排泄物、經細菌分解的池
水，為蔬菜提供營養，在蔬菜吸收營養後，

水會回流到魚池，整個循環過程不會產生污
染，更不用化肥及殺蟲劑。

獲當地技術員和農民教路
Mandy表示，他們已在香港試驗「魚菜

共生」半年，但一棵像樣的菜也種不成，
認為可能是香港地方小，不適合大型試
驗，最後到了江門開平的農業園區，其間
技術人員幫了他們很多，懂耕種村民也會
提供意見。
Victor表示，江門很鼓勵創新和創業，研

發期間更獲提供免費溫室。Fung更認為在
江門創業可將不可能變成可能。
不過，像許多人一樣，他們的創業路絕

非平坦。Mandy直言，他們剛開始研發
時，菜好像牙籤那麼幼，很難看，Fung就
坦言「真係好想喊」，但仍要堅持下去，
Victor就認為創業未必努力就有回報，更在
當地試過「一路跑一路喊」。
另一次難關就是去年8月颱風「天鴿」吹

襲。Mandy說他們沒有想過威力會那麼
大，最初目睹溫室夷為平地感到沮喪，因
裡面有很多是他們一年多以來的心血，後
來懂得思考如何防止生產受天災影響，反
而覺得因禍得福。
現在，他們出產的甘藍、芹菜和小白菜

是生招牌。他們認為，新型「魚菜共生」
不只是「種幾棵菜」那麼簡單，而是改變
整個生產方法，更有教育大眾綠色、環保
農業的作用，而且可以比傳統「魚菜共
生」更大規模去做，希望做到價格親民。
他們更指出，雖然在內地耕種及做實

驗，但投資來自香港，證明不同地區可以
優勢互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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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表示，特區
政府會繼續研究和跟進港人在內地的稅
務問題，有立法會議員及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表示歡
迎，期望特區政府可與內地繼續磋商，
制定措施減輕在內地工作港人的稅務負
擔，以吸引更多人才到內地工作，促進
兩地交流和發展。

陳克勤：需制定措施作平衡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昨日對香港

文匯報表示，如果港人在內地可以享用當
地的福利，但又未對當地的財政作出貢
獻，此舉對內地居民來說確是不公道；惟
若港人在內地工作需要繳付比在香港工作
更大筆的稅項，則會減少港人到內地工作
的誘因，故有需要制定一些對各方面都公
平的措施，作出平衡。
他認為，最重要的是避免雙重徵稅，

如讓港人決定可以在香港或內地其中一個

地方繳稅；或可研究按百分比繳稅是否可
行，如80%稅款付予香港，20%付予內
地，雖然實行時確會比較複雜，但認為是
可以探討的其中一個方法。

陳勇：國家對港非常上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

事長陳勇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表示，國家
提出的利港便民措施，對「一國兩制」及
香港的整體發展有很大推動作用，也可令
香港突破發展的樽頸，形容國家對香港非
常上心。
他表示，國家的政策包括稅務政策，

大家當然尊重，而國家一向對香港十分支
持，並不會在意損失，就如一直毋須香港
上繳什麼費用，故就算未來實施「港人港
稅」，表面上國家的稅收可能減少，但此
舉有利吸納香港各界精英，長遠對香港及
內地的發展均有很大幫助。
他希望雙方可以研究一些措施，以達

至最佳效果。

制定減負措施 利吸港精英北上

「 港 人
港稅」並非
無前例。在

國家政策的支持下，深圳前海自
貿區創新「前海深港人才合作」
常態交流合作機制，在全國首創
對境外高端和緊缺人才個稅超過
15%的部分給予補貼。以一名年
薪百萬元的港籍人才為例，他在
前海繳稅比在內地其他地方少繳
約15萬元。目前，前海已累計發
放個稅補貼1.35億元。
同樣，珠海橫琴自貿區目前也

已出台此類政策。為吸引港澳高
端人才到橫琴發展，橫琴全面落
實「港人港稅、澳人澳稅」政策。
統計顯示，2017年橫琴接到符

合政策規定的補貼申請89宗，實
際發放補貼金額2,722萬元，同
比增長8%，補貼金額佔港澳居
民繳納個稅總額的40%。
除了個稅之外，橫琴還對港澳

資企業所得稅給予優惠稅率，為合
資格企業提供15%的稅收優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廣州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內地
工作、讀書、居住滿半年的港人，將可申
領內地居住證，在多方面享受國民待遇。
有關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團體對此表示
歡迎，認為措施加上即將出台的大灣區規
劃，將勢必吸引港人到內地創業發展，促
進大灣區發展。

灣區青協邀創業者談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協會昨日舉辦「粵港

澳大灣區創業機遇」講座，討論香港青年
在內地創業的挑戰與機遇。
協會主席林國威致辭時表示，大灣區為

香港青年提供了很好的創業平台，配合即
將通車的廣深港高鐵，以及日前公佈的內
地居住證，將有利港人在內地創業和生
活，同時體現政府對港人的關懷和照顧。
曾經是基層初創企業者的副主席梁文傑

就分享自己創業的「辛酸史」。他說，現
在青年主要面對三大困難，分別是創業基

金不足、缺乏資訊支援及推廣渠道不足，
而協會將積極與內地相關部門協商，爭取
港人在內地享受國民待遇。
他並特別提到港人申領內地居住證，認

為這項措施將有利在內地創業就業的香港
青年，讓他們可以申請津貼和進出國企，
指中央政府相當照顧港青。
憑着「芝士奶蓋」而在內地「爆紅」的

喜茶聯合創辦人張敏亦到場分享創業「血
淚史」。他憶述當初因資金有限，只可在
江門的偏僻小巷起家，只有200多平方呎
的街舖，「當時捱得相當辛苦，請人好
難，好多人唔想到偏遠、未發展的地區工
作。」
後來，他藉着獨創的「芝士奶蓋」和營

運模式，獲得風投基金IDG資本投資，
並先後進駐廣州、東莞、深圳等大灣區城
市。大灣區規劃即將出台，加上內地城市
迅速發展，他認為將有利港青創業和工
作。

過來人談「辛酸史」盼規劃速出台

聶德權昨日表示，港澳台居民內地居
住證與內地身份證基本相同，並使

用同一編碼系統，與內地身份證兼容，而
內地身份證持有者可享有的社會福利、教
育，及交通、金融業務等便利措施，居住
證都已涵蓋。

增宣傳助了解申領居住證
他續說，不少在內地生活或工作的港

人，過往在內地開設銀行戶口和辦理電子
支付時都遇上阻滯，故相信新措施會受到
有意在內地發展的港人歡迎。內地公安部
門很快會就港澳台居民申領內地居住證辦
法發放資料，讓港人了解申領細節。特區
政府駐內地辦事處亦會加強宣傳。
聶德權並提到，居住證的實施，不會影

響內地與香港現行的稅務安排。由於在內
地居住超過183天，就須依照內地稅制交
稅，而內地的稅率高於香港，香港不同持
份者、業界或在內地工作者，都反映過有
關稅務的問題，有人更要求「港人港
稅」，即依照香港稅率徵稅。
他強調，特區政府很清楚這方面的關注，

惟稅務問題牽涉國家整體政策，並非「話改
就改」，而持居住證的港人在內地所享有的
福利和公共服務，均依靠內地的稅收支撐，
如在享用內地福利的同時，又希望繳交較低
的稅率，未必公道，希望大家理解。
不過，特區政府亦已就有關的稅務問題

向中央政府反映意見，並會在下次粵港澳
大灣區會議上繼續跟進。

深圳珠海等為吸才供財政補貼
聶德權舉例，深圳或珠海等個別省市，

均已推出行政措施，在吸引人才時會提

供相關的財政補貼，港人可繳交與香港
相等的稅款，差額則由地方政府補貼。
他續說，由於這些措施只屬地方政府

行政，不會觸動到國家稅務政策，他相
信內地地方政府如有吸引人才誘因，會
提供有關措施。

持居住權或享「雙重福利」待釐清
聶德權並承認，持居住證的港人若符

合兩地社會福利相關要求，即可同時享
受內地和香港福利，例如高齡津貼等，
但由於兩地計算收入時有差別，因此在
銜接上仍要思考。
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到北京

出席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會議，聶
德權指出，會上討論過協助港人在內地的發
展措施，而會議包括中央、廣東及港澳多方
統籌協調，以內地的說法屬「頂層設計」，
能有效推動大灣區的建設、突破和創新。

先易後難研便利港人措施
他表示，特區政府正採取先易後難方

式，與內地研究更多便利港人的措施，包
括與通訊商洽談降低漫遊費，但部分政策
改動牽涉不同行政部門，並非短時間內就
能輕易達到，而通訊自由問題亦需要多個
環節推動，仍待打通障礙。
聶德權指，香港和內地關係一向密切，

大灣區發展將會令內地與香港關係更進一
步，如果港人有更多機會到內地走動，相
信感受會更深，並強調推動大灣區並非要
「強迫」香港年輕人到內地工作，但可提
供更多發展空間和機遇，如香港的大學日
後可配合內地科研機構，將科研產業化及
作推廣銷售。

港青江門搞「魚菜」上「灣區網」有嘢學

兩地個稅差3倍 港人倡逐步推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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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自貿區稅務部門南沙自貿區稅務部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攝

■■特區政府推出粵港澳大灣區網站。
短片截圖

■■3個「90後」港青到江門發展新型「魚
菜共生」農業。 短片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國務院宣佈下月實施港澳台居民申

領內地居住證辦法，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

日表示，新措施可方便港人在內地生活和發展，惟不影響兩地現行

的稅務安排，即港人在內地工作和居住，就須按照內地稅制繳納稅

項。他指出，特區政府了解不少港人關注需依照內地稅制交稅問

題，但由於問題牽涉國家稅務政策，故不能隨便更改，亦非簡單課

題，特區政府已向中央反映有關意見，而在下次舉行的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的相關會議，他們會繼續研究和跟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