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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金自願供款扣稅額倡增至6萬
月入6萬年慳1.02萬 擬涵蓋為配偶繳付延期年金保費

特區政府建議納稅人就強積金和

延期年金保費可扣的自願性供款保

費，扣稅額上限由原本建議的3.6

萬元增至6萬元，以將稅務扣除的

適用範圍擴大至涵蓋納稅人為配偶

而繳付的延期年金保費。假設月入

6萬元的單身人士用盡扣稅額上限，每年最多可獲扣稅10,200

元。政府認為建議能提供誘因讓納稅人按需要購買合資格的延期

年金，同時亦有助令公眾意識到需要早日作出自願性個人儲蓄，

為退休生活未雨綢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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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僱員的強積金強制性供款，可
獲扣稅每年最多1.8萬元。今年

初發表的財政預算案建議，自願性供
款和購買延期年金，每年可享有最多
3.6萬元扣稅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向
立法會提交的最新文件顯示，政府建
議將扣稅額上限由原本建議的3.6萬
元提高至6萬元，並將適用範圍擴大
至涵蓋納稅人為配偶繳付的延期年金
保費。

月入3萬或以下難受惠
假設一名月入6萬元的單身人士用盡
扣稅額上限，作自願性供款或購買延
期年金，每年最多可獲扣稅10,200
元，較原建議下只可獲扣稅6,120元多
4,000元。但入息相對較低的納稅人，
例如月入介乎1.5萬元至3萬元的單身
納稅人，由於用不盡扣稅額上限，因
此未能受惠於今次修訂。
文件補充，持有強積金供款賬戶或
個人賬戶的計劃成員，如希望在薪俸
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下享有扣稅，須把
自願性供款另行存放於新開設的「可
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賬戶內的累
算權益受現時強積金強制性供款的
「保存規定」所限，需待至65歲時或
基於法例容許的理由才可領取。
同時，為鼓勵購買延期年金作退休
規劃，當局建議將適用範圍擴大至涵

蓋納稅人為配偶繳付的延期年金保
費，無論是夫婦作為聯名年金領取
人，或是納稅人或其配偶作為單一年
金領取人，該納稅人均可就有關的延
期年金保費申請稅務扣除，最多可申
請合共12萬元的扣除總額，但前提是
每名納稅人所申請的扣除額不超過個
人上限，即6萬元。

立會下周審議草案
立法會將於下星期審議有關草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表示，難以評估新
稅務扣除和延期年金稅務扣除會令政
府少收多少稅款，但認為建議的稅務
扣除能靈活地提供誘因，讓納稅人按
需要購買合資格的延期年金，或選擇
作出強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新建議亦有助令公眾意識到需要早

日作出自願性個人儲蓄，為退休生活
未雨綢繆。
文件並指，女性有較長的預期壽命

而導致更高的長壽風險，加上按觀察
所得女性相比男性強積金成員擁有較
低的平均累算權益，有關稅務扣除或
可為女性退休保障帶來正面影響；建
議亦有足夠彈性，可提供誘因鼓勵納
稅人在購買延期年金時選擇以夫婦聯
名方式投保，或只單獨為在職或非在
職的配偶投購，以獲得最大稅務扣
除。

特區政府就強積金自願性供款和延期
年金保費可扣稅提出新建議，納稅人就
強積金和延期年金保費可扣的自願性供
款保費，扣稅上限由原本建議的3.6萬元
增至6萬元。有勞工界及保險界立法會議
員均表示歡迎。

何啟明倡降積金管理費
工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歡迎政府

修訂稅務扣除和延期年金稅務扣除的建議，
認為可加強對打工仔的保障，但指強積金的
行政費仍然偏高，普遍達2%至3%，建議政
府應先調低強積金管理費，否則無法鼓勵僱

員自願供款。
何啟明相信，可能會有無良的中介公司引

誘市民購買延期年金，而市民對該方面的資
訊認識不深，建議政府多宣傳及加強銷售監
管，並應盡快取消強積金對沖及實施「全自
由行」。

陳健波盼放寬保證回報
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對建議亦表示歡

迎，認為措施能吸引市民購買延期年金，但
希望政府放寬保證回報佔預計年金總額最少
達70%的規定，在產品回報和保障消費者之
間取得平衡。

會計界立法會議員梁繼昌亦表示歡迎，認
為在新建議下可以稅扣，是對較懶惰、不太
想理會股市的投資者一個頗佳的選擇，但今
年首三個季度的強積金表現頗差，加上經濟
前景不明朗及中美貿易戰下，預料股票及債
券市場均會向下調，市民可能未必因為有扣
稅而多投資強積金及延期年金。
匯豐保險香港行政總裁文德華亦歡迎政府

調升扣稅上限的建議，又指年金能帶來穩定
收入，配合不同年金產品可配合不同時期的
退休所需，相信能為市民提供更多誘因，提
早準備退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關
愛基金於2012年9月推出「長者牙
科服務資助」項目，有消息指關愛
基金擬放寬計劃的受助年齡降至65
歲，預料會多15萬人受惠。另外，
關愛基金亦擬新增7種罕見疾病至
醫療援助項目，相關開支或多逾2
億元。

料增15萬「老友」受惠
接受社署資助「家居照顧服務」

或「家務助理服務」的低收入長者
現時可透過關愛基金的「長者牙科
服務資助」項目免費鑲活動假牙和
接受其他相關的牙科診療服務。據

了解，截至今年10月有約4.7萬名
合資格長者申請，涉款約 3.8 億
元。
項目最初預留了8億元撥款，消
息指關愛基金計劃決定將申請者年
齡限制由現時的70歲進一步下降至
65歲，津助額上限亦會由現時的
15,025元調高至15,350元。
另外，項目現時規定長者為5隻
牙進行補牙或剝牙，但日後則會放
寬至10隻。

鄧家彪盼放寬使用次數
扶貧委員會委員鄧家彪接受傳媒

訪問時表示，有關放寬並無爭議，

預料最快可望在明年2月推出，屆
時有15萬名長者受惠，但他指長者
現時平均只會用1萬至1.1萬元，建
議放寬長者使用資助的次數及相關
服務範圍。
另外，亦有消息指政府計劃更新

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將7種罕
見疾病納入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
目，並同時將另外3種罕見疾病從
撒瑪利亞基金安全網中剔除。
據了解，當局會將於明年2月公
佈計劃，受助病人最快可於4月申
請援助，為期一年。消息並指，新
增7種罕見疾病藥費開支涉及逾2億
元。

可保障打工仔 立會議員歡迎

關愛擬放寬牙科資助至6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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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擬放寬計劃的受助年齡至65歲，預料會多15萬人受惠。 資料圖片

■政府建議納稅人就強積金和延期年金保費可扣的自願性供款保費，扣稅上限由原本建議的3.6萬元增至6萬元，以將稅務扣除的適用範圍擴
大至涵蓋納稅人為配偶而繳付的延期年金保費。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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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華富邨發生謀殺及自殺雙屍
命案，懷疑是因為公屋戶籍爭執引
起。本港不時傳出倫常悲劇，顯示本
港一些隱蔽邊緣家庭，有着嚴重的家
庭矛盾，卻得不到有效協助，容易造
成嚴重後果。政府有必要增撥資源，
加強家庭支援，強化與社區組織合
作，主動發現和關懷邊緣家庭，鼓勵
鄰里守望相助，讓問題家庭得到適切
協助，建設和諧社區。

今次倫常慘劇是家庭矛盾失控、走向
極端的結果。64歲的男死者近日突失
常性，將同住妻兒子女驅逐離家，至前
日趁妻子回家收拾物品時，涉嫌殺妻後
再上吊自殺。

本港倫常慘劇時有所聞，去年就曾發
生最少四宗殺妻慘案。今年9月，家住
上環的一名保安主任，疑因金錢問題，
用刀殺死在同一大廈任職清潔女工的妻
子後，跳樓自殺。雖然說清官難審家庭
事，每一宗家庭慘劇，背後都有特殊原
因。但慘劇頻發，反映社會上有被忽略
的一群，需要得到對症下藥的照顧，減
少同類悲劇的發生。

中國人有「家醜不外揚」的觀念，不
會主動向外界求助，更增加發生倫常慘
案的風險。目前社會福利署有機制支援
有需要的家庭，亦有不少非政府組織提

供支援服務，但發生慘劇的家庭，大多
沒有求助記錄。因此，政府和社區組織
需要更加主動去發現問題家庭。

本港有較為完善的社區組織網絡，這
些組織熟悉情況，容易掌握居民的家庭
狀況，可以透過探訪、慰問等途徑，及
早發現問題家庭，然後針對性地施以援
手。

同時，社會應鼓勵、構建鄰里關懷
文化。建立機制、多搞活動，促進鄰
居之間定期互動，建立互信。畢竟鄰
居最容易察覺到周邊家庭的變化，讓
當事人有機會向人傾訴、紓解鬱結，
從而大事化小，降低倫常慘案發生的
機會。以今次事件為例，案發兩日前
的上午，同層的鄰居已經有聽到案發
單位有激烈嘈吵，男事主將妻子兒女
趕出家門。如果鄰舍能及時將問題向
社區組織反映，作出調解，或許有機
會避免悲劇發生。

香港雖然是富裕社會，但年初美國民
調中心蓋洛普發佈的最新年度調查中，
香港位列全球最不快樂國家和地區第七
位，只是比伊朗、伊拉克等戰亂地區稍
高，實在與香港經濟繁榮、社會文明的
程度不相稱。香港擁有龐大儲備，應該
投放更多資源，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協
助，防止倫常慘劇一再上演。

社區支援鄰里互助 防倫常悲劇重演
政府就強積金自願性供款和延期年金保費可扣稅提出新

建議，納稅人就強積金和延期年金保費可扣的自願性供款
保費，扣稅額上限由原本建議的3.6萬元增至6萬元。政府
提高稅務優惠，鼓勵市民為退休生活未雨綢繆增加儲蓄，
值得肯定。但是，強積金管理費過高，蠶食市民儲蓄，選
擇太多、回報過於波動等問題，令市民始終對強積金信心
不足，要吸引市民加大對強積金的投資，除稅務優惠外，
政府更要加強對強積金管理費的監管，提供更貼合需要的
產品，包括設立類似外匯基金的公共基金，提升強積金的
投資保障。

今年公佈的財政預算案，宣佈將為年金產品提供扣稅優
惠，安排適用於強積金自願性供款和延期年金產品，合共
最高扣稅額為3.6萬元。當時有意見認為，政府提供的稅務
扣減額優惠「出手太低」，對市民增加強積金自願性供款
或延期年金產品的誘因不大。如今按照政府的新建議，以
一名月入6萬元單身人士為例，可節省約1萬元稅款，較原
建議節省多約4,000元。坊間反應正面，認同提升免稅額，
對鼓勵打工仔增加儲蓄養老有積極作用。

香港人口老化加速，政府推出更多誘因，吸引市民加大
強積金及延期年金的投資，長遠而言有利減輕政府於未來
的長者福利負擔，而有經濟能力的長者消費群，更是推動
未來經濟的動力。

但是，本港強積金管理費過高，長期為人詬病。雖然積金
局推出過強積金半自由行、「預設投資」基金等措施，以圖
增加競爭、降低管理費，可惜基金收費降幅緩慢。目前強積
金的平均基金開支比率為1.53%（2018年5月），相較於澳洲
的0.8%，荷蘭、丹麥的0.1%（2015年數據），仍屬甚高。

有媒體按積金局2016年發佈的資料推算，基金公司自

2000年推出至2015年間，共獲取700億元巨額管理費，基
金公司利用供款人資金每賺取1元的回報，實際上有高達
0.38元被基金公司袋走。大部分保證基金並不保本，回報
率不高，全部跑輸通脹，部分在扣除行政費用後，甚至出
現「倒蝕」情況，而基金公司就穩賺巨額費用，成為強積
金制度的最大得益者。

因此，政府提高稅務優惠，鼓勵市民增加強積金投資，
那麼，投資保障也應相應提高，要加大力度敦促基金公司
大幅下調管理費。否則的話，只會肥了基金公司，失去以
稅務優惠鼓勵投資養老的意義。

目前本港有多達400多種成分基金可供選擇，對善於投資
的市民有好處，但對於大多數不善投資、學歷較低的打工仔
而言，根本花多眼亂，難以作出合理判斷。而且不同基金，
投資結構不同，回報波幅頗大。近期受累中美貿易戰不斷升
溫，環球投資環境轉趨不明朗，強積金基金幾近全線「見
紅」，10月強積金平均錄得5.63%負回報，人均賬面虧損約
1.71萬元。雖然強積金是長線投資，不必過分看重一時得
失，但亦要避免收益大起大落，更有效為打工仔在退休後提
供保障。

有不少人士和機構建議，應由政府牽頭設中央預設基
金，讓強積金供款交公營或半公營機構投資管理，可效法
外匯基金等公共基金，發揮規模效應。本港的外匯基金資
產超過18,000億元，規模遠大於強積金的7,000億元，多
年來回報穩定，足以證明政府有能力管理強積金。

設立類似外匯基金的公共基金，其分散風險、規模經濟
效益比現時的強積金高，又能夠為市民提供相對穩定的回
報率，也解決基金選擇過多的問題，對於基層的保障更
佳，政府必須認真考慮和研究落實。

增加稅務優惠誘因 更要提升強積金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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