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道）稅
務局最新年報顯示2018至19年度的
薪俸稅有601億元，較上一個年度減
少7億元，跌幅只有約1.1%。不過，
本港去年中爆發反修例暴力衝擊，今
年初又有新冠肺炎疫情，令經濟受到
雙重打擊，稅務學會副會長吳錦華估
計2019至20年度的薪俸稅或會下跌
15%至20%。
吳錦華指出，香港的三種直接稅

包括薪俸稅、利得稅和物業稅，均
與經濟波動連動，薪俸稅尤甚：
「年頭好多人申請暫緩繳納薪俸稅
就可見一斑，呢個申請嘅條件係今
年度入息必須少於上年度入息的
90%，證明好多人都少咗收入，甚至
被裁員。」

「保就業」助紓疫情影響
他直言，2019至20年度薪俸稅跌
15%至20%已算是樂觀估計，因政府
最近推出各種「保就業」措施，紓緩
疫情的負面影響。
不過，吳錦華認為本港納稅人的結

構應該不會有改變，薪俸稅其中一個
主要來源還是為數只有數千名的「打
工皇帝」：「佢哋好多都係喺跨國集
團工作，香港經濟下行，對佢哋嘅影

響應該係最細；反而有好多原則上介乎於要交
同唔使交稅嘅打工仔，就將會跌出稅網。」
他認為，今次連番打擊，再一次證明本港稅

基太窄，會對政府和社會不利，他認為當局必
須考慮擴闊稅基，如開徵離境稅及銷售稅等。
此外，「綠色炸彈」近日殺到，稅務學會以

往都會在商場為市民提供義務稅務諮詢，但今
年鑑於新冠肺炎疫情，學會將改於下周日起提
供電話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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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打工皇帝交稅百億

稅務
局

年報顯示，2018/19年
度的整體稅收為3,414億元，

與去年公布的臨時數字一致，按年增
加128億元，升幅為3.9%；當中601億元稅

收來自薪俸稅，比2017/18年度減少7億元。

11%人年薪不超18萬 貧富懸殊
評稅數目按年度增加5.3%，但由於2018/19年度的財

政預算案推出多項寬減措施，薪俸稅的稅款獲75%寬
減，使評稅額減少0.8%。

年報同時回顧2017/18課
稅年度的薪俸稅情況，186.9萬名

打工仔需繳付薪俸稅，統計數字突顯貧富
懸殊情況十分明顯，約11%納稅打工仔的年薪不

超過18萬元，同時有近1.3%納稅打工仔的年薪超過300
萬元。
若根據不同入息組別計算，2017/18年度年薪介乎30

萬元至40萬元的打工仔為數最多，佔30.6萬人，佔整體
納稅人16.4%，他們平均每人繳付2,726元薪俸稅。若分
析高薪一族的數字可以發現，年薪逾100萬元的打工仔
數目由對上一年度的15.9萬人增至17.4萬人，佔納稅打
工仔比例由9%微升至9.3%，他們合共繳納的薪俸稅所
佔比例亦由73.8%增至78.64%，可見有「富者愈富」的
趨勢。

萬二名打工仔每人交稅21蚊
再看頂層打工仔的數據，2017/18課稅年度共有3,011

名年薪逾千萬元的「打工皇帝」，較對上一個年度多

571人，他們合共為庫房貢獻100億元薪俸稅收入，平
均每人納稅334萬元。反觀同年度內共有12,829名打工
仔年薪不足14萬元，他們平均每人只需繳納21元薪俸
稅。

捐款與入息水平成正比
另一方面，該年度納稅人的捐款與入息水平成正
比，年薪千萬的打工仔因慈善機構捐款申請的免稅
額約6.4億元，平均每人捐21萬元；年薪750萬元至
1,000萬元的打工仔，即平均每人捐款約5萬元。
稅務局局長黃權輝在年報中指出，稅務局經歷了不平

凡的一年，2018/19年度整體稅收為3,414億元，再現歷
史新高，按年增加3.9%。其中，利得稅較對上一個年度
增加275億元，升幅高達20%，主要源於法團的應評稅
利潤錄得可觀的增長。不過，印花稅則較對上一個年度
少收152億元，跌幅為16%；從物業及股票交易收取的
印花稅分別減少 115 億元及 38億元，跌幅為 20%及
10%。

部分入息組別2017/18課稅年度薪俸稅評稅
每年入息(元)

132,001-140,000
140,001-150,000

150,001-180,000

300,001-400,000

1,000,001-1,500,000
5,000,001-7,500,000

7,500,001-10,000,000

10,000,001及以上

資料來源：稅務局2018-19年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納稅人
數目

12,829
47,044

147,006

306,668

90,138
4,805

1,872

3,011

納稅人
百分率

0.69%
2.52%

7.86%

16.4%

4.82%
0.26%

0.1%

0.16%

最後合共
繳納稅款(元)

26.3萬
238.5萬

2,118.4萬

8.36億

93.38億
41.19億

23.28億

100.7億

每名納稅人
平均稅款(元)

21
51

144

2,726

103,601
857,319

1,243,724

3,345,76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因應疫
情，延長入境強制檢疫措施，令跨境學童復課無
期，跨境工作者及跨境家庭生活更受影響。民建
聯及工聯會昨日分別約見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
始，要求加快與內地及澳門有關部門商討，放寬
有需要來往三地者的通關限制，包括使用「健康
碼」等措施，免除來往三地時各14天隔離的檢疫
安排。食衞局表示正與深圳、澳門商討檢測結果
互認制度，初步構思由指定私人化驗所進行化
驗，結果有效期為7天。
李慧琼等多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昨日先後與陳

肇始及特首辦主任陳國基會面，指出自粵港澳三地
各自實施入境檢疫管制後，對經常往返三地者帶來
極大不便，近月接獲不少市民求助，認為現時法例
容許豁免檢疫期者類別範圍太窄，基層市民沒有機
會取得名額，故希望在有效防範疫情散播的前提
下，讓他們有方法往返兩地。
民建聯建議特區政府引入「健康碼」制度，讓三
地居民在指定檢測機構進行病毒測試，證實未受感

染便發出「健康碼」；爭取三地政府互認下可豁免
隔離期。民建聯並認為「健康碼」制度有序推行，
逐步增加名額，同時在分配名額時，增加類別考慮
特殊或人道原因，以及一些基層市民需要的類別，
讓更多經常往返兩地者經檢測後有機會豁免隔離
期。

嘆限制令部分家庭半年未見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和麥美娟，以及工聯會
內地諮詢服務中心、海港運輸總工會及工聯會監察
政府抗疫基金僱員權益關注組代表昨亦向陳肇始反
映同樣的問題，指出檢疫限制令部分家庭半年未能
相見，有內地家人病重亦無法探望，而長逾四個月
的跨境活動停頓，香港經濟受衝擊，各行業受創。
陸頌雄表示，希望局方加快與兩地商討放寬通

關限制，病毒測試呈陰性者可透過健康綠碼系統及
有效的檢測報告，在無須隔離下往來港澳及內地，
同時要求局方考慮豁免長者及跨境學童檢測費用，
並監察檢測費用是否巿民合理可負擔水平。

民記工聯倡「健康碼」往來三地免隔離

■工聯會與陳肇始會面，要求放寬往來香港、內地及澳門者
通關檢疫安排。 陸頌雄fb圖片

■民建聯昨日分別與特首辦主任及食衞局局長會面，討論粵港
澳三地通關檢疫安排。 民建聯圖片

又到打工仔每年「頭赤」的報稅季節。香港稅

務局最新的年報顯示，2017/18課稅年度的薪俸

稅評稅，186.9萬名納稅打工仔合共貢獻603.7

億元薪俸稅，當中單是3,011名年薪逾千萬元的

「打工皇帝」共賺取684.7億元，每人平均年薪

2,274.1萬元，該年度他們合共繳交100億元薪

俸稅，佔全港薪俸稅稅收的16%，即人均繳稅

334萬元。

人均繳稅334萬 佔全港薪俸稅收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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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繼在港中資和港資企業先後發聲支持港
區國安法立法後，滙豐、怡和、太古和渣
打等外資大企業，近日亦紛紛表態支持港
區國安法，體現了這些扎根香港的外資企
業，都認同只有堵塞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
漏洞，保障社會法治穩定，才能營造優良
的營商環境，保障自己的利益。中國對外
開放的大政方針不變，「一國兩制」的基
本國策不變，香港特區的單獨關稅區地位
更不是個別國家說取消就取消，外部勢力
的制裁恐嚇，所謂外資撤資的謠言，都動
搖不了香港繁榮穩定的根基。

老牌英資公司怡和集團日前在香港《大
公報》、《文匯報》刊登全版廣告，表明
支持港區國安法；滙豐銀行行政總裁王冬
勝到「撐國安立法」街站簽名支持；太古
和渣打的發言人亦發文表達支持。這些外
資在本港歷史悠久，本港是他們最重要的
經營基地、最重要的盈利來源地，他們都
希望繼續在香港、粵港澳大灣區甚至整個
中國內地獲得長足發展。

去年修例風波引起黑暴攬炒氾濫，這些
企業也是受害者，這些外資企業旗下的商
場因為黑暴破壞、趕客而生意蕭條，滙豐
的分行多次被暴徒打砸。全國港澳研究會
副會長劉兆佳認為，外資行公開表達支持
國安立法，實際上是表達對香港的歸屬
感，願意為堵塞香港國家安全漏洞、為香
港的繁榮穩定盡一分力。

自全國人大啟動港區國安法立法程序以
來，美國對香港揮動制裁大棒，香港一眾
攬炒派隨之起舞，危言聳聽散播港區國安
法將令本港失去國際金融、經貿中心地位

等謬論。商務部發言人高峰明確回擊指
出，全國人大關於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針對的只是極少
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不影響香港
的高度自治，不影響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項
權利和自由，不損害外國投資者在香港的
正當利益；相反，立法有利於維護香港的
營商及投資環境，有利於香港保持長期繁
榮穩定和「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對
於美國威脅取消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商
務部駁斥，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源自世
貿組織協定，由世貿組織多邊規則確立，
不是某一成員的單獨賦予。事實可見，香
港的特殊地位並非個別國家說改變就能改
變。

立法堵塞香港國家安全漏洞，保障香港
社會繁榮穩定，符合香港社會的根本利
益，也符合中外企業包括美國企業的利
益。香港回到法治穩定的軌道上，消除在
本港營運的企業的後顧之憂，更可放膽地
大展拳腳。最近已在境外上市的中資企業
積極考慮回歸香港市場掛牌，也是對香港
未來投下信心一票。

中共中央、國務院日前印發了《海南
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說明加大
對外開放力度是國家堅定不移的發展方
向，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更是
新時期國家發展的重大決策，香港只有
及時堵塞國家安全漏洞，才能更好地融
入大灣區發展。支持港區國安法立法體
現了本港的主流民意，符合本港企業的
發展利益，有利香港重新出發、再創輝
煌。

外資撐國安法 證立法保繁榮
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國歌法，並將於6月12日

正式刊憲實施。本港完成國歌法本地立法，排除
萬難履行了憲制責任，天經地義、責無旁貸，亦
令人振奮。建制派議員展現擔當、團結一心、有
備而戰、不畏艱難，維護了國家的尊嚴，為本港
規範國歌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強公民國家觀
念、弘揚愛國精神打下法制基礎。攬炒派政客惡
意拉布，以擲臭彈等下三濫手段阻國歌法通過，
極度無聊無能，更證明其黔驢技窮、不得人心。
連此一僅要求市民尊重國歌的法例都不斷阻撓，
充分反映香港攬炒派政客的目的，就是要「去中
國化」、「去中央化」，更證明港區國安法立法
的必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2017 年在內地實
施，全國人大常委會其後將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
件三，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條規定，列入附件
三的全國性法律，由特區政府在港公布或立法實
施，因此，完成國歌法本地立法是本港的憲制責
任。特區政府2018年初就國歌法提出並推動相
關立法工作，立法會於2019年1月早已完成國歌
法首讀程序並進入二讀階段，相關的法案委員會
其後召開17次會議，進行了50小時辯論，仔細
審議過國歌法的每條條文，並充分諮詢民意，當
時立法會內已達成共識恢復二讀。

但在修例風波引發持續黑暴衝擊之後，攬炒派
在區議會選舉中嚐到甜頭，即時改變了主意，開
始以各種惡意手段阻撓國歌法通過，包括將法例
妖魔化，將其污名化為「惡法」、將「壓縮言論
空間」、港人會「誤墮法網」等，刻意製造市民
恐慌和憂慮。攬炒派更在立法會內會惡意拉布，
致使內會停擺6個多月，企圖阻撓國歌法通過，
使原定去年6月恢復二讀，延至今年5月27日才
進行。攬炒派再提出眾多與立法無關的修正案，

拉布阻撓國歌法審議，在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果斷
剪布後，攬炒派日前在會議廳內投擲具腐臭味的
異物，迫使會議暫停，昨日重施故伎，在辯論及
表決期間，分別兩次潑出惡臭液體，惟立法會主
席梁君彥最終堅持完成表決，法案成功通過。

攬炒派以種種下三濫流氓手段，阻撓國歌法通
過，嚴重玷污立法會的莊嚴神聖，破壞了立法會
議事規則和理性討論的風氣，辜負市民的期望，
根本不配做民意代表。攬炒派一再以卑劣手段阻
撓國歌法通過，充分暴露其不尊重國家，挑戰基
本法和「一國兩制」底線，相關行為更涉嫌違反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特區政府應依
法追究其罪行，讓違法者受到應有的法律懲罰。

正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晚在社交網站撰文表
示，一條僅要求市民尊重國歌的法律已折騰近一
年半，要訂立一條涉港國安法更不可能在可見的
將來成事，但大家都不想繼續面對暴力、香港再
亂下去，「我們需要穩定的力量，港區國安法是
回應大部分市民的期望！」攬炒派不斷阻撓國歌
法立法，現在又用同樣的手段企圖將港區國安法
污名化，通過各種歪論恐嚇香港市民，所作所為
正是要延續他們「去中國化」、「去中央化」的
故伎。

國歌法的在港實施，為國歌奏唱、播放和使用
提供清晰規範，有助維護國歌尊嚴，更重要是讓
香港市民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內涵，增強國家
觀念，弘揚愛國精神。下一步，特區政府要加強
對國歌法的宣傳教育，釋除各界疑慮，增強市民
國家觀念和對國家主權、統一的尊重，彰顯對國
家民族的歸屬感、認同感。同時，還要加大對國
家安全的解釋、宣傳和教育，對人大常委會的港
區國安法立法工作做好預熱，不能讓攬炒派阻撓
立法、企圖繼續反中亂港的圖謀得逞。

攬炒派阻立國歌法 突顯反中思維須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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