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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境外高端才 個稅超15%享補貼
粵9市實行 年薪50萬起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港人港稅”政策22日正式擴

至粵港澳大灣區珠三角九市。廣東省財政廳22日發佈《關於貫徹落實粵港澳

大灣區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明確包括港澳籍在內的灣區境外高端

人才和緊缺人才，其在珠三角九市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已繳稅額超過其按應納

稅所得額的15%計算的稅額部分，由珠三角九市人民政府給予財政補貼，該

補貼免徵個人所得稅。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具體到不同的收入，在基礎

計算方法和15%稅率計算方法下，年薪50萬元（人民幣，下同）以上方可以

享受政策帶來的減稅優惠，年薪50萬元以下基本無需套用優惠政策。 ■■科研人員明確為個稅補貼對科研人員明確為個稅補貼對
象象。。圖為香港大學教授蘇國輝圖為香港大學教授蘇國輝
（（左二左二））等在廣東實驗室工等在廣東實驗室工
作作。。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值得注意的是，政策給予珠三角各市充分

的自主權，高端和緊缺人才認定辦法由
各市具體出台。政策明確，最晚7月底，各市
人才認定辦法須報省級部門備案，之後再統一
實施。

先繳後補年補一次
今年3月15日，財政部、稅務總局制定出

台《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的
通知》，對在大灣區工作的境外（含港澳台）
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按內地與香港個人所得
稅稅負差額給予補貼，並對補貼免徵個人所得
稅。政策明確，人才認定和補貼辦法由地方制
定。

港優才首納入範圍
時隔3個月，廣東地方細則正式公佈。通

知明確，包括港澳籍在內的灣區境外高端人才
和緊缺人才，其自2019年1月1日起在珠三角
九市繳納個人所得稅，按照在內地已繳稅額減

去其應納稅所得額的15%進行計算，補貼部分
免徵所得稅。個稅每年補貼一次，即全年個稅
優惠以先繳後補的形式進行操作。

至於哪些“境外”人士可以享受個稅優
惠，通知明確，包括香港、澳門永久性居民，
取得香港入境計劃（優才、專業人士及企業
家）的香港居民，台灣居民、外國國籍人士或
取得國外長期居留權的回國留學人員和海外華
僑。香港優才計劃人士、取得外國居留權的留
學人員被納入其中，在此前業界預期中，並無
此類人員，係政策創新。
對於“人才”認定，此次通知給出了框架

性條件，通知並指出，充分考慮珠三角九市的
實際需要，由各市根據當地實施制定高端人才
和緊缺人才的具體認定標準和操作辦法，賦予
各市充分的自主權。這也意味着，在上述框架
內，各市將自行制定本市高端和緊缺人才的認
定。至於補貼申請主體，通知指出，申請可以
由申報人本人或用人單位向當地財政部門提
出，鼓勵用人單位申請。

馬道立：法律界有責促公眾恰當理解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香港法院

一直以獨立及公開透明見稱，但反對派在
多宗暴力衝擊事件中，包括違法“佔
中”、旺角暴亂以至6．12事件中，均侮辱
法官是“政治判決”，而所謂“法律界人
士”非但未有捍衛法院，反而煽風點火。
香港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23日強
調，法律界的所有成員均有責任促進公眾
對法治有恰當的理解，以及在法治受到不
公平的批評和受損時，挺身而出。“當
然，法律專業的領導者，尤其是大律師界
的領導者，更是責無旁貸。”
在一批示威者22日包圍警總時，香港大

律師公會非但未有疏導示威者的情緒，反而
火上澆油，聲稱特區政府重新提出《逃犯條
例》修訂草案的機會甚微，但“政府未有撤
回修例草案是完全不理想的，會令公眾‘產
生疑慮’”，又聲言針對6．12事件，政府
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全面調查事件的來
龍去脈，“包括檢討警方向示威者使用武力
的準則及指引。”

馬道立23日在出席資深大律師委任典
禮時表示，資深大律師的委任“只是起
點”，“是（所有資深大律師）成為大律
師界領導者的最基本門檻（儘管這是相當
高的門檻）。要跨過這門檻還需具備其他
素質涵養，是與大律師界，甚或是整個法

律專業的領導者應擔當的社會角色息息相
關的一些素養。”

他續說，大眾期望具有“資深大律
師”名銜的人，會履行責任且承擔推進社
會利益的義務，“此等社會利益可以有多
樣不同的形式，而公眾利益其中不具爭議
的一個方面是推廣法治，以及促進公眾對
法治有恰當、不帶偏見的理解。以往有不
少關於法治的著作、辯論和論述，但歸根
究底，法治指的是尊重人類尊嚴和努力成
果的法律，並透過獨立的司法機關以貫徹
法律的內容、精髓和精神的方式，予以執
行。”

列出6項法治指標
馬道立以自己在2015年應英格蘭及威

爾斯大律師公會邀請，在其國際法治年度講
座發言時，就香港的司法獨立及執行司法工
作列出了6項法治的指標：

1.第一個指標是法律制度的透明度。
“在香港，除了少數有保密的需要的特殊
情況，例如涉及兒童身份，所有在裁判法
院以至終審法院的聆訊，市民大眾都可以
到庭旁聽。”2.市民大眾可以知悉任何法庭
程序結果的理由。在刑事法律程序中，法
官會在法庭宣告裁決的理由；在民事法律
程序中，法庭作出判決的理由也是向訴訟

各方和市民大眾公開。3.法官對司法決定所
給予的理由會明確地反映法庭的思考過
程，讓公眾可以確實知道所有決定都是根
據法律和按照法律精神作出的。4.任命法官
的制度：在香港，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在內各級法官的任命建議，都是由一個獨
立的委員會，即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作出
的。5.第五是關乎向法院提出訴訟的權利：
有關向法院提出訴訟的憲法權利（載於基
本法和《人權法案》）如何在實際操作上
得以實現。6.是有恒常接觸法律制度的人士
的意見。馬道立強調，這6項因素均與法律
界有關，“法律界的所有成員均有責任促
進公眾對法治有恰當的理解，以及在法治
受到不公平的批評和受損時，挺身而出。
當然，法律專業的領導者，尤其是大律師
界的領導者，更是責無旁貸的。”

另外，23日，多名司局長包括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
致光、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教育局局長楊
潤雄，分別透過網誌及公開場合發聲，期
望香港可盡快回復平靜，表明政府會以開
放態度虛心聆聽社會聲音，充分了解市民
的想法和期望，平衡社會不同意見，並強
調政府未來3年會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加強與青年溝通。

暨大擴招300港澳台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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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新增理工專業。圖為華南理工大
學的學生在上實驗課。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
道）2019年暨南大學本科招生新聞發佈會
和校園開放日23日舉行。暨大透露今年招
生總計劃7,080人，其中港澳台僑生將擴
招，招生指標從2,000人提升到2,300人左
右，且全校130多個專業學科開放選擇。暨
南大學招生辦主任黃躍雄表示，隨着粵港
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以及去年10月習近平
總書記到校考察後，暨南大學在辦學特色
和專業學科方面不斷優化調整，和往年港
澳生源所熱衷的人文學科不同的是，土
木、建築、國際經濟貿易、醫學、智能計
算機等理工科應用類專業逐漸吸引港澳優

質學生報考，其中醫學專業成為港澳學生
報考的大熱門，佔據錄取率的1/3。

黃躍雄透露，現在每年有近7,000名港
澳台僑學生報讀暨大，實際只能錄取約
2,000人左右。因此學校今年把港澳台僑招
生指標從2,000人左右提升到2,300人左
右。

據悉，去年 3,500 多位香港學生、
1,000名澳門學生，超千名台灣學子報考暨
南大學。黃躍雄表示，截至目前，報名人
數已接近去年人數。到7月中旬報名結束，
屆時整體報考人數將會超過去年的報考人
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近日，廣東多所高校
陸續發佈2019年招生計劃。香港
文匯報記者從華南理工大學、華南
師範大學、廣東工業大學、暨南大
學等高校的2019年招生信息中梳
理發現，依託粵港澳大灣區融合且
差異化發展特色，粵高校均有不同
程度的擴招，且理工類新增學科明
顯。

例如，華南理工大學2019年
招生計劃總數6,700人，比去年增
加400人。據悉，通過對近年錄取
數據的分析，華南理工大學對專業
結構及其計劃數進行了調整與優
化，增加計算機類、電氣類、自動
化類、工商管理類等專業（類）招
生計劃，減少不適應社會需求、報
考熱度低的專業（類）招生計劃。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華南

理工新增機器人工程、智能製造工
程、微電子科學與工程、分子科學
與工程和臨床醫學五個專業，均直
接對接國際教育資源，可供考生選
擇。此外，備受關注的華南理工廣
州國際校區，今年將全部以新工科
專業招生，包括吳賢銘智能工程學
院的機器人工程和智能製造工程兩
個專業，微電子學院的微電子科學
與工程專業，生物醫學科學與工程
學院的生物醫學工程專業，分子科
學與工程學院的分子科學與工程專
業，進入該校區的學生享受本碩博
貫通式培養。

港府司局長齊發聲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冀盡快回復平靜

政府未來施政更貼近民意，希望社會各界體

諒和包容。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倡重建彼此互信

盼望大家讓他們重新出發，全力服務市民，

重建彼此間的互信，一同守護和發展香港。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希望社會有共識

政府已停止修例工作，希望社會能夠逐步回

復正常，再次凝聚共識。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盼盡快修補裂痕

特區政府已承認在處理修例工作方面有不

足，他深盼大家能放下嫌隙，讓社會可盡快

修補裂痕。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首重為民謀福祉

除了有為市民福祉的初衷，了解市民的想法

和期望，平衡社會不同意見，也是關鍵。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籲理解難處放下歧見

特理解政府的責任和難處，並認同大家應放

下歧見，一起重新出發。

港澳快訊港澳快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
港環保署與廣東省生態環境廳早前首次
透過粵港海洋環境管理專題小組聯合舉
辦海岸清潔活動，共同宣揚保持海岸清
潔和攜手保護海洋的信息。粵港雙方多
個政府部門代表和兩地義工由上月25日
至本月8日期間，舉辦多場以“關愛海
洋，還海灘一片潔淨”為題的海岸清潔
活動，合共約2,400人次參與，共清理逾
20公里海岸及收集高達22噸垃圾。

粵港聯手清潔海岸宣護洋

■環境保護署與建造業議會義工團隊5月
25日在芝麻灣十塱沙灘進行淨灘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
2022年冬季奧運會將於北京舉行，香港
將首次派隊參加男子冰球項目的比賽，
為了增加出線機會，香港將於年底假九
龍灣MegaBox承辦首階段外圍賽，屆時
港隊與中國台北、科威特及泰國爭逐一
個晉級次階段賽事的資格。

香港首辦冬奧冰球外圍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6
年大年初一深夜至年初二凌晨發生的旺
角暴動事件，其中兩名男子因暴動罪被
判囚45個月及51個月，兩人就判刑及
刑期提出上訴申請但被駁回，上訴庭頒
佈的判詞指，其中一名上訴人聲稱是
“自衛掟磚”的說法牽強且斷章取義，
他在群眾中走出擲磚，再竄回人群中的
行為，顯示他有份參與襲擊警員。而另
一人犯案情節嚴重，原審判刑已屬輕
判。

“自衛掟磚”牽強 官駁旺暴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况，澳
門海關近日在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截
獲3宗違法攜帶未經申報的大量現金、
美容產品、藥物及運動鞋入境案件，3
名涉案人士被澳門海關依法作出起訴。
一經定罪，違法者可被處以澳門幣
1,000元至10萬元罰款，而被查獲的貨
物也會宣告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

澳海關截三宗違法個案

長榮取消532航班 料影響10萬旅客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長

榮航空空服員罷工進入第四天。長榮航空
公告，24日至28日共取消532個航班，預
計將影響10萬多名旅客。
因勞資糾紛未達成共識，長榮航空

空中服務員20日下午發起罷工。截至22
日，長榮航空已取消200多個航班，影響
4萬多名旅客。長榮航空公告，23日取消
113個航班，料影響2.46萬人。
長榮航空已暫停29日前新的訂位，並

啟動24小時輪班制，動員所有員工安排受
影響旅客的行程。長榮航空表示，會盡最
大努力協助旅客安排機位或簽轉至其他航
空公司，將影響程度降到最低。

由於航班取消數量多，且事發突然，
造成旅客不便，引起旅客和旅遊業者的不
滿。有旅行業協會表示，罷工是長榮航空
勞資爭議引起，旅客和旅行業都直接受
害，他們將到罷工現場表達抗議。

目前，勞資雙方仍處對峙中，罷工仍
在持續。有台灣媒體認為，此次罷工或陷
入持久戰。

澳往返台灣70個航班取消
另外，澳門國際機場22日表示，受台

灣長榮航空空服員罷工影響，長榮航空6

月22日至28日共70個澳門往返台北、台
中及高雄的航班取消。機場呼籲乘客在出
發前先向航空公司瞭解航班的更新情況。

澳門旅遊業議會會長胡景光表示，澳
門居民大多以自由行方式前往台灣，旅行
團方面的影響不大。但長榮航空是澳門直
航前往台灣的主要選擇，空服員罷工對澳
門旅遊業一定有影響，希望勞資雙方盡快
協商解決，將影響減至最低。

■長榮航空空服罷工令眾多旅客受影響，甚
至有等待簽轉的旅客要夜宿機場。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人民
幣面對下行壓力，香港金管局日前公佈優
化滬港通和深港通資金兌換安排指引，投
資者在新安排下可透過證券公司或經紀
商，在指定香港銀行以在岸價為北向股票
交易進行資金兌換和外匯風險對沖，而新
安排下涉及的香港銀行亦可就相關頭寸在
內地外匯市場平盤。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表示，在人民銀行
支持下，參與滬港通和深港通北向通的投資
者，首次可以通過有關香港銀行以在岸價兌
換人民幣和進行相關的外匯風險對沖，而隨

着國際主要金融市場指數相繼納入內地股票
或增加其權重，優化的資金兌換安排為投資
者提供更多元化選擇，提升兩地股市互聯互
通機制的便利程度和吸引力，進一步鞏固香
港作為資金進出內地的中介功能。

按照現時滬港通和深港通交易安排，
投資者通過滬港通和深港通北向通投資
內地股票市場，需以離岸人民幣進行結
算。而滬股通及深股通股票交易的款項
交收將於 T+1 日經即時支付結算系統進
行。外界相信新安排有助減低離岸價變
動的風險，及可能構成的匯兌損失。

滬深港通交易改在岸價兌換

■社協調查指入住社會房屋的租戶較以前快
樂。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楊曉瑩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曉瑩）
香港住屋問題嚴峻，基層家庭經常需要
為租金、迫遷的問題擔驚受怕，香港政
府近年推出過渡性房屋，冀紓緩困局。
有機構調查發現，住戶入住過渡性房屋
單位後，生活質素有所提升，人均居住
面積由入住前的42.9呎提升至87呎，租
金佔入息比方面，則由入住前的56.2%降
至29%。調查機構表示，現時過渡性房
屋供不應求，建議政府主動參與計劃，
改善居民生活質素。

港人盼過渡屋納長遠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