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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 年度政府收入預算

A. 2019-20年度政府收入預算（港幣）

政府預計 2019/20的收入主要來源於賣地及利得稅， 總收入將達到港幣 6,261億元，而總開支為港幣 6,078億元。預測 2019年

整體通脹率與基本通脹率均為 2.5%。

B. 多元經濟

1.  金融服務業

l 發行首批政府綠色債券，以推動香港的綠色金融發展及相

關產品多元化
l 為提供更多基金結構供業界選擇和吸引私募基金來港成立

和營運，研究建立有限合夥制度和提供稅務安排 
l 繼續推動與其他地區的基金互認安排，擴闊本港基金產品

的銷售網絡
l 容許成立專為發行保險相連證券的特殊目的公司，令發行

保險相連證券更便利
l 繼續優化企業財資中心相關的稅務措施，提升香港作為地

區總部樞紐的競爭力
l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會在短期內發出虛擬銀行牌照

資料源自 2019-20 香港政府財政預算案摘要

政府總收入：6,261億元

利得稅

公用事業及各項收費

博彩及彩票稅

薪俸稅

$760
億元$479

        億元

$1,430
億元

$921
億元

$666
億元

$187億
元

$222
億
元

$1,596
億元

投資收入

印花稅

地價收入

其他收入

l 在 2019年年中成立金融學院，以培育金融服務業領袖人
才和推動跨界別的應用研究

l 為財務匯報局提供港幣 4億元種子基金，並寬免新規管制
度實施後首 2年徵費

2. 旅遊業

l 為落實《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撥款港幣 3億 5千 3百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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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新科技

l 為發展數碼港第五期預留港幣 55億元，以吸納更多具實力
的科技公司和初創企業進駐

l 協助大學增建或翻新校舍設施，尤其是科研設備
l 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研究資助局研究基金注資和提

供研究經費
l 推展「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和「醫療科技」的創新平

台 
l 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港幣 20億元推行「再工業化資助計
劃」，以配對形式資助生產商在港設立智能生產線

l 擴大科技園公司「科技企業投資基金」
l 支持大學、重點實驗室及工程技術中心進行科研及研發成

果轉化
l 增加「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每所大學資助上限
l 為吸引本地畢業生投身創科行業，提高「研究員計劃」下

研究員每月津貼
l 延長「博士專才庫」及「研究員計劃」的資助期上限

4. 創意產業

l 向「電影發展基金」注資
l 啓動深水埗設計及時裝基地計劃的工程

5. 專業服務

l 支持非政府機構開發國際爭議解決網上平台

6. 建造業

l 推動工程監督系統數碼化，提升工務工程監管水平和效率

7. 國際航運中心

l 研究稅務和相關措施，吸引船舶融資公司進駐，發展船舶

租賃業務
l 為海事保險及承保專項風險（例如政治風險及戰爭風險）

的業務提供 50%的利得稅寬免

C. 主要建議紓緩措施
1. 稅項優惠

政府在去年的預算案已調高各種薪俸稅免稅額和扣除項目上

限、擴闊和增加稅階，以及調整邊際稅率。今年未有提出新的 

整方案

2. 一次性紓緩措施

l 一次性寬減 2018/19課稅年度 75%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
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上限為港幣 20,000元

 薪俸稅的寬減上限以每個個人計算；如果夫婦是合併評稅，

則以每對夫婦計算 (即上限合共港幣 20,000元 )
 
 至於個人入息課稅，未婚人士的寬減上限以每個個人計算。

已婚人士選擇與配偶分開以個人入息課稅方式評稅，寬減

上限亦以每個個人計算；如果納稅人與配偶共同選擇合併

個人入息課稅，寬減上限是夫婦二人合共港幣 20,000元
 
 利得稅的寬減上限以每個業務計算

 上述寬減並不適用於物業稅。如果賺取租金收入的個別人

士符合資格，可通過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而獲得寬減

l 減免 2019/20年度四季差餉，以每戶每季港幣 1,500元為
上限

l 寬免 2019/20年度商業登記費 
l 領取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人士可獲

發放額外一個月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及鼓勵就業交

通津貼，亦會作出相若的安排
l 向有需要的學生一次過發放港幣 2,500元津貼，支援學習
需要

l 為參加 2020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
l 為合資格領取長者醫療券的長者一次性地提供額外港幣

1,000元。醫療券的累積上限亦會由港幣 5,000元增至港幣
8,000元，增加使用彈性

D. 2019/20年度薪俸稅邊際稅階
    (無調整 )

2018/19 及 2019/20

稅階

應課稅入息 (港幣 )
邊際稅率 (%)

最初的 50,000 元 2

其次的 50,000 元 6

其次的 50,000 元 10

其次的 50,000 元 14

餘額 17

標準稅率 (%)
15

註 :  薪俸稅的應繳稅款以納稅人的應課稅入息實額按累進稅率計算；

或以入息淨額（未有扣除免稅額）按標準稅率計算，兩者取較低的

稅款額徵收。

http://www.crow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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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2019/20年度個人免稅額及扣除
項目 (無調整 )

2018/19及 2019/20

港幣

個人免稅額 :

基本 132,000

已婚 264,000

子女（每名）第一至九名 :

出生年度 240,000

其他年度 120,000

供養父母或祖父母

a. 55至 59歲：

    基本 25,000

    額外 25,000

b. 60歲或以上：

    基本 50,000

    額外 50,000

單親人士 132,000

傷殘人士 75,000

供養傷殘家屬 75,000

供養兄弟 /姊妹 37,500

其他扣稅項目 :

個人進修開支 100,000

自置居所按揭利息

（利息扣除的年期）

100,000
（20個課稅年度）

長者住宿照顧開支 100,000

向認可退休計劃支付的供款 18,000

認可慈善捐款 扣減可扣除支出及

折舊免稅額後的入息的

35%

F. 其他支援企業措施
l 把科技券計劃恆常化並推出加強措施，包括把每間企業的

資助上限由港幣 20萬元加倍至港幣 40萬元 
l 為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專項

基金）再注資港幣 10億元
l 把專項基金的資助地域範圍由內地擴大至涵蓋所有與香港

達成自貿協定的經濟體
l 將專項基金下每個企業的資助上限提高至港幣 300萬元
l 將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的特別優惠措施申請期及改善措

施延長至 2020年 6月 30日

G. 總結
鑒於今年環球經濟前景充滿不明朗因素，政府運用財政盈餘推出的

紓緩措施也轉趨審慎，尤其是提出的一次性寬免措施相對比去年

少。不過政府並不吝嗇支援企業發展創新科技，提升香港作為國際

航運、金融中心、地區財資總部的競爭力。面對香港經濟正朝向多

元發展，政府應繼續策略性地運用稅務措施，而財政司司長提出將

稅務政策組從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轄下轉移至直屬於財政司司長辦公

室將有助加快政策研究以推動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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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e Global 為全球第八大會計師事務所集團網絡，擁有超過220家獨立會計師事

務所和諮詢服務公司、其750個辦事處遍佈全世界130個國家。Crowe Global 的成
員所承諾向客戶提供高質素服務、高效率的服務流程、並且遵循一套共同核心價值和

管理理念。成員所均為當地業界翹楚，聘用熟識當地法例和習俗的當地專才，以協助

客戶拓展新業務及新市場。Crowe Global 的成員在審計、稅務、風險和諮詢服務
領域中均已建立良好聲譽，能夠因應客戶的需要，提供個人化服務。 

如欲取得 Crowe Global 更多資料，請瀏覽其網站：www.croweglob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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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銅鑼灣 禮頓道77號 
禮頓中心9樓

電郵: info@crowe.hk      
電話: +852 2894 6888     
傳真: +852 2895 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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