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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政府收入預算

雖然政府在 2019/20 至 2020/21 年度均錄得綜合赤字，但隨著各項措施成效體現，今年度原先預計繼續出現的綜合

赤字扭轉為綜合盈餘，預計 2021/22 年度盈餘為 189 億元。

預計在 2022/23 年度時，由於一次性紓緩措施和防疫抗疫的開支，財政上仍會錄得赤字，預計金額為 563 億元，相

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約 1.9%。

隨著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的國際稅務改革方案的推行，在香港落實全球最低稅率可望增加來自利得稅的

收入。政府並會於 2023/24 年度起落實對住宅物業的差餉制度之改革。

在計及新的財政來源後，預計政府由 2023/24 年度至 2026/27 年度可維持盈餘。

資料源自 2022/23 香港政府財政預算案摘要

 [ 註 : 以上收入項目未計及 2022/23 年度發行，共 351 億元的綠色債券。]

政府總收入：7,159 億元

利得稅

其他收入

薪俸稅

投資收入

印花稅

地價收入

2022/23 年度預算（港幣）

$1,340
億元

$1,130
億元

$1,083
億元

$1,200
億元

$729
億元

$1,677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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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建議紓緩措施

B1.	企業方面的紓困措施

l 寬 減 2021/22 年 度 100% 利 得 稅， 上 限 為 港 幣

10,000 元；利得稅的寬減上限以每個業務計算。

l 寬減 2022/23 年度的非住宅物業差餉，首兩季以每

戶每季港幣 5,000 元為上限，其後兩季以每戶每季港

幣 2,000 元為上限。

l 寬免 2022/23 年度的商業登記費。

l 繼續寬減非住宅用戶 75% 的應繳水費及排污費，

每戶每月寬減額上限分別為港幣 20,000 元及港幣

12,500 元，為期八個月至 2022 年 11 月底。

l 由 2022 年 10 月起，延長豁免 / 寬減現行三十四類

政府收費，為期十二個月，惠及多個行業，包括航空、

海事、物流、零售、飲食、漁農、建造以至旅遊及娛

樂業等。

l 繼續寬減合資格政府物業 / 短期租約及豁免書 75%

租金及費用六個月至 2022 年 9 月底（如應政府要求

而關閉可獲 100% 寬免）。

l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所有信貸擔保產品的申請

期，延長一年至 2023 年 6 月底；進一步優化「百分

百擔保特惠貸款」計劃，每家企業最高貸款額由 18

個月僱員薪金及租金的總和提高至 27 個月，上限由

港幣 600 萬元增加至港幣 900 萬元，最長還款期由

八年延長至十年。

l 要求金管局通過「銀行業中小企貸款協調機制」，再

次延長「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6 個月到 2022

年 10 月底。

l 2022 年 3 月試推「出口信用擔保計劃」，為保戶

的出口融資作最高七成的信貸擔保，擔保額以港幣

5,000 萬元為上限。

B2.	個人方面的紓困措施

l 向每名合資格的 18 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新來

港人士，分期發放總額港幣 10,000 元的電子消費券；

2022 年 4 月先向已成功登記的市民發放港幣 5,000

元消費券 ( 註 : 當中登記 AlipayHK、WeChat Pay HK

及 Tap & Go 的市民 , 會一筆過獲得港幣 5,000 元 ; 

使用八達通的市民則會先獲港幣 4,000 元，在特定時

間內花費後 , 則可領取餘下港幣 1,000 元。)，餘額會

跟新符合資格人士的消費券一起在年中分批發放。

l 由 2022/23 課稅年度起，設立住宅租金開支扣除，

每個課稅年度的扣除上限為港幣 100,000 元。

m	 合資格人士為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納稅人，同住

配偶訂立的租約亦可作納稅人扣稅之用。請注意，

持有住宅物業的納稅人，租住物業業主為相聯者的

納稅人，及獲雇主提供居所的納稅人均不符合資

格。

m	 合資格的租住物業需要是納稅人在香港的主要居所

和私人物業，所訂租約有加蓋印花；不可出租作住

宅用途的處所和按租賃購買協議租住的住宅都不符

合資格。

m	 如訂立租約的租客多於一位，扣除上限會按照合租

人數按比例減少。

m	 租期不足 12 個月的，扣除上限會按課稅年度內的

租期按比例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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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延長一年至 2023

年 4 月底。該計劃由政府提供擔保，申請人貸款額上

限由在職期間平均每月收入的六倍增加至九倍，上限

由港幣 80,000 元提升至港幣 100,000 元。最長還款

期亦將由六年延長至十年，而還息不還本的安排則由

12 個月延長至 18 個月。

l 寬減 2021/22 課稅年度 100% 之薪俸稅、個人入息

課稅，每宗個案上限為港幣 10,000 元。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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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元）。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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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個人入息課稅方式評

稅，寬減上限是夫婦二人合共港幣 10,000 元。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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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減 2022/23 年度四季的住宅物業差餉，首兩季以

每戶每季港幣 1,500 元為上限，其後兩季以每戶每季

港幣 1,000 元為上限。

l 為每個合資格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提供港幣 1,000 元的

電費補貼。

l 領取綜緩、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人士

可獲發放額外半個月津貼。在職家庭津貼亦會作出相

若的安排。

l 為參加 2023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學校考生代繳考

試費。

l 把「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的門檻，在 2022 年 5

月至 10 月，由港幣 400 元降至港幣 200 元。政府會

就市民每月超出港幣 200 元的實際公共交通開支提供

三分之一的補貼，補貼金額會以每月港幣 500 元為上

限。

l 「優質教育基金」已預留港幣 20 億元，以支援網上

學習，由今個學年開始，推行一項為期三年的計劃，

包括資助學校購買流動電腦裝置及可攜式無綫網絡裝

備，供有需要的學生借用。

B3.	印花稅

並未對印花稅率作調整。

B4.	稅項優惠

政府在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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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以上住宅租金開支扣除，政府未有提出新的薪俸稅調

整方案。

B.	主要建議紓緩措施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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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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 及 2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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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 及 2022/23

港幣

個人免稅額 :

基本 132,000

已婚 264,000

其他免稅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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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願醫療保險 8,000

年金、強積金自願性供款 60,000

住宅租金開支
（自 2022/23 年度起）

100,000

D.	2022/23 年度個人免稅額及扣	
	 除項目

C.	2022/23 年度薪俸稅邊際稅階	
	 （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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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其他主要措施

涉及其他經濟、金融政策

l 盡速立法禁止業主對指定行業未能如期繳交租金的租

戶，終止租約、服務或採取其他相關法律行動，措施

為期 3 個月，並可按需要再延長最多 3 個月；法例在

6 個月後會自動失效。

l 建議就單一家族辦公室所管理的合資格家族投資管理

實體提供稅務寬免，預計相關安排將自 2022/23 課

稅年度起生效。

l 為配合一些從事先進技術且具規模的科技企業集資需

求，研究修訂上市條件，證監會和港交所正檢視主板

的上市規則。

l 為促進二級交易及擴闊投資者基礎，研究開發電子債

券交易平台。 

l 研究優化發債章程規定，以便利小投資者參與。

l 研究進一步擴大跨境人民幣資金雙向流通管道，包括

在港發行更多元化的人民幣理財產品和債券。

l 在下年度發行不少於港幣 150 億元的通脹掛鈎債券

（即 iBond）和不少於港幣 350 億元的銀色債券。

l 2022 年發行總值約 45 億美元等值的綠色債券。

l 邀請金管局籌備舉辦高層次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

會」。

l 為培植一些較成熟及具潛質的企業，貢獻香港經濟，

進一步把「未來基金」對「香港增長組合」的分配增

加港幣 100 億元，當中港幣 50 億元會用作成立一個

新的投資基金「策略性創科基金」。

l 將給每所大學的資助額倍增至港幣 1,600 萬元，新增

的資助會為大學初創企業提供與私人投資一比一的資

金配對，每間初創企業每年最多獲港幣 150 萬元資

助，為期最長三年。

涉及個人 /物業

l 指示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修訂按揭保險計劃，可申

請最高八成按揭貸款的樓價上限將由港幣 1,000 萬元

提升至港幣 1,200 萬元，首次置業人士可申請最高九

成按揭貸款的樓價上限則會由現時港幣 800 萬元提升

至港幣 1,000 萬元。

l 把「持續進修基金」的資助上限由每人港幣 20,000

元增加至港幣 25,000 元，並撤銷年齡上限。

l 建議修改差餉制度

m	 建議日後住宅物業的差餉寬減，僅限合資格並且

是自然人的業主，就名下一個住宅物業申請寬減。

m	 就住宅物業引入累進差餉制度：建議應課差餉租

值為港幣 55 萬元或以下的住宅物業，差餉一如現

時按租值 5% 徵收。應課差餉租值超過港幣 55 萬

元的住宅物業，則建議首港幣 55 萬元租值同樣按

5% 徵收差餉，其後港幣 25 萬元租值則按 8% 徵

收，超出港幣 80 萬元的租值會按 12% 徵收，以

更能反映「能者多付」的原則。

m	 於 2023/24 年度內落實住宅物業差餉寬減的建

議，繼而會於 2024/25 年度內就住宅物業引入累

進差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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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國際稅務

香港與全球 130 多個稅務管轄區於 2021 年承諾，落實

由經合組織制訂的國際稅務改革方案，以應對侵蝕稅基

及轉移利潤的行為（有關改革方案簡稱「BEPS 2.0」）。

BEPS 2.0 的全球最低實際稅率只涵蓋營業額至少達 7.5

億歐元的大型跨國企業集團，不會影響本港的中小型企

業。

政府打算在 2022 年下半年向立法會提交立法建議，以按

照國際共識落實全球最低實際稅率等相關規定。與此同

時，考慮由 2024/25 課稅年度開始向上述大型跨國企業

集團徵收本地最低補足稅，確保它們的實際稅率達致全

球最低實際稅率 15% 的水平，以保障本港的徵稅權。

G.	結語

新預算案在第五波疫情持續肆虐下籌劃，因此推出多項

措施「救火」，以穩經濟、紓民困為首要目的。除了應

付疫情外，財爺亦提出各項科技、金融、建設等計劃，

以配合香港中長期經濟發展的需要。有效控制疫情是影

響香港短期經濟最關鍵的因素。香港疫後的經濟發展，

仍需要靠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配合國際競爭環境的需

要製造更多投資機遇，以贏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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