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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冊內所載資料乃根據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當日有效的稅

務法例與實務準則，以及於同日宣佈之 2019/20年度香港財政預

算案所載之稅收建議和措施而編製。 

 

稅收建議在經過法定程序頒佈後，才能成為法律。在正式成為法

律前，有關之建議可能經立法會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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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稅制 

香港的入息稅採用分類稅制。香港的《稅務條例》就因受僱工作或收益性職位而賺取的收入以及退

休金徵收薪俸稅，就從事貿易或業務所獲利潤徵收利得稅，以及就房地產租金收入徵收物業稅。任

何不包括在上述類別的收入並不用繳稅。香港現時並無徵收遺產稅、工資稅、營業稅、銷售稅、增

值稅、餽贈稅或資本增值稅。 

 

稅務基準 

香港以地區基準徵收入息稅，即是說只對在香港產生或來源自香港的收入徵稅。但是，某些其他業

務收入會被視為應課稅收入而列入徵稅的範圍。 

 

課稅年度 

課稅年度是由每年四月一日至翌年三月三十一日。薪俸稅及物業稅是根據課稅年度內的應累算入息

而徵收。利得稅的應評稅利潤是根據在有關課稅年度內終結的會計年度所賺得的會計利潤加上適當

的稅務調整而計算。 

 

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及安排 

直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香港與以下國家簽定了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安排： 

 

 奧地利 

 比利時 

 白俄羅斯 

 文萊 

 加拿大 

 捷克 

 芬蘭﹝2019/20 課稅年度生效﹞ 

 法國 

 根西島 

 匈牙利 

 印度﹝2019/20 課稅年度生效﹞ 

 印尼 

 愛爾蘭 

 意大利 

 日本 

 澤西島 

 韓國 

 科威特 

 拉脫維亞 

 列支敦士登 

 盧森堡 

 中國內地 

 馬來西亞 

 馬爾他 

 墨西哥 

 荷蘭 

 新西蘭 

 巴基斯坦 

 葡萄牙 

 卡塔爾 

 羅馬尼亞 

 俄羅斯 

 沙特阿拉伯﹝2019/20 課稅

年度生效﹞ 

 南非 

 西班牙 

 瑞士 

 泰國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英國 

 越南 

 

個人入息課稅 

一個在香港常居的個別人士可選擇以個人入息課稅作評稅方法，將上述三項應課稅入息﹝薪俸稅、

利得稅及物業稅﹞的總額作一整體的評稅。在個人入息課稅下，該等人士可將其在香港經營業務所

引致的虧損抵銷於該課稅年度內薪俸稅或物業稅的應課稅收入，及扣除為賺取物業租金收入而須支

付的貸款利息。至 2017/18 課稅年度止，已婚人士如欲申請以個人入息課稅作評稅方法，若其配偶

亦賺得應課稅收入，則夫婦二人必須一同作出該申請。由 2018/19 課稅年度開始，已婚人士選擇以

個人入息課稅方式評稅的要求已被放寬，夫婦可各自選擇以個人入息課稅方式評稅。 

若在個人入息課稅評稅下有虧損，該虧損可結轉入未來的各課稅年度，用以抵銷在該等年度的入息

總額。 

個人入息課稅下的應付稅款計算方法與薪俸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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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 

任何人因受僱工作而獲得之收入，減去允許之扣除、慈善捐款以及個人免稅額後﹝請參照下列資

料﹞，須以下列累進稅率，計算應繳薪俸稅稅款： 

 

 2019/20 年度   2018/19 年度 

首 50,000 港元為 2%  首 50,000 港元為 2% 

次 50,000 港元為 6%  次 50,000 港元為 6% 

次 50,000 港元為 10%  次 50,000 港元為 10% 

次 50,000 港元為 14%  次 50,000 港元為 14% 

其餘為 17%  其餘為 17% 

 

但是，最高之應付稅款，不得超過以受僱工作的收入減去允許之扣除及慈善捐款後﹝並不包括個人

免稅額﹞，按 15%的標準稅率來計算的稅款。 

 

 

個人免稅額 

 2019/20 年度 2018/19 年度 

 港元 港元 

基本免稅額 $132,000 $132,000 

已婚人士免稅額 $264,000 $264,000 

子女免稅額   

− 第一至九名子女﹝每名計算﹞   

 出生年度 $240,000 $240,000 

 其他年度 $120,000 $120,000 

供養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   

− 年齡 60 歲或以上   

 不與納稅人同住 $50,000 $50,000 

 整年與納稅人同住 $100,000 $100,000 

− 年齡 55 至 59 歲   

 不與納稅人同住 $25,000 $25,000 

 整年與納稅人同住 $50,000 $50,000 

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 $37,500 $37,500 

單親家長免稅額 $132,000 $132,000 

傷殘受養家屬免稅額﹝可同時享有上述適用的免稅額﹞ $75,000 $75,000 

傷殘人士免稅額﹝可同時享有上述適用的免稅額﹞ $75,000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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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扣除項目 

在計算薪俸稅應評稅入息時可扣除的支出或開支必須是完全、純粹及必須為產生該應評稅入息的支

出或開支。此外稅例提供下列特惠扣除： 

 

 2019/20 2018/19 

下列特惠扣除的最高限額為： 港元 港元 

個人進修開支 $100,000 $100,000 

居所貸款利息 $100,000 $100,000 

長者住宿照顧開支 $100,000 $100,000 

強制性公積金供款 $18,000 $18,000 

強積金自願性供款和合資格年金保費 1 $60,000 - 

合資格自願醫保產品的保費 每名受保人$8,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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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減可扣除支出及 

折舊免稅額後的入息的

35% 

 
附註：  

1 有關強積金自願性供款及合資格年金保費的稅務扣除的草案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七日憲報刊登，稅務扣除額上限為每課稅年度六萬港元。

在法案通過後，上述稅收減免將從 2019/20課稅年度起適用。 

 

繳稅的收入起點 

 收入水平 

   2019/20 年度 2018/19 年度 

  港元 港元 

毋須繳稅    

單身人士/並無合資格子女 直至 $132,000 $132,000 

已婚人士/並無合資格子女  $264,000 $264,000 

已婚人士/兩名合資格子女  $504,000 $504,000 

已婚人士/兩名合資格子女及兩名年齡 60 歲或以

上、不與納稅人同住的須供養父母 

 $604,000 $604,000 

以標準稅率計算稅款    

單身人士/並無合資格子女 超過 $2,022,000 $2,022,000 

已婚人士/並無合資格子女  $3,144,000 $3,144,000 

已婚人士/兩名合資格子女  $5,184,000 $5,184,000 

已婚人士/兩名合資格子女及兩名年齡 60 歲或以

上、不與納稅人同住的須供養父母 

 $6,034,000 $6,0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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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人士 

已婚夫婦各自賺得應課稅收入，通常都是分開評稅的，但當合併評稅比分開評稅有利，則可選擇合

併評稅。 

 

已婚人士免稅額只適用於下列情況：﹝1﹞配偶其中一方沒有應課稅收入，﹝2﹞已婚夫婦共同選擇

合併評稅，或﹝3﹞已婚夫婦共同選擇以個人入息課稅作評稅方法。 

 

已婚夫婦必須列明申請子女免稅額的配偶名字。 

 

稅務基準 

除非在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安排適用的情況下，否則個人的居住地點、住所或公民身份與其薪俸稅責

任無關。任何人士賺取源自香港的受僱收入、源自香港有收益職位的收入或領取源自香港的退休

金，都須繳交薪俸稅。 

 

如從事受僱香港僱傭合約工作，源自和非源自香港提供服務的受僱收入勻會全數被當作應課稅入

息。如從事受僱非香港僱傭合約工作，只有源自香港提供服務的工作收入會被視為應課稅入息﹝以

在港逗留日數的基準分攤僱員的全年入息﹞。 

 

一般來說，如果以下三個因素同時存在：﹝1﹞僱傭合約的洽談、訂立和執行之地點不在香港， 

﹝2﹞僱主為非香港稅務居民，以及﹝3﹞支付薪金之地點不在香港，香港稅務局會接納該僱傭合約

為非香港僱傭合約。 

 

對於香港僱傭合約，若所有僱傭服務在一個評稅年度內都在香港以外地區履行，該受僱工作的收入

則不須要繳交薪俸稅。在決定一切服務是否在香港以外地方提供時，任何人如在有關課稅年度的評

稅基期內到訪香港總共不超過 60 天，並在該期間內提供服務，則該人在該期間內所提供的服務，並

不計算在內。 

 

截至 2017/18 課稅年度為止，當任何人在香港以外地區履行部份僱傭服務而獲取收入，而該收入須

在當地繳交並已繳交類似香港薪俸稅的稅款，不管香港與該地區有否簽訂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安排，

該海外收入均可豁免繳交香港的薪俸稅﹝海外收入稅務豁免﹞。從 2018/19 課稅年度起，上述海外

收入稅務豁免僅適用於與香港沒簽訂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安排之地區內支付類似薪俸稅的外國稅的情

況。這意味著在香港與該地區有簽訂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安排之地區的情況下，雙重減稅﹝如有﹞只

能通過稅收抵免的方式授予。 

 

對於非香港僱傭合約，只有在香港提供僱傭服務的相關收入須要繳納香港的薪俸稅。與香港僱傭合

約一樣，在決定一切服務是否在香港以外地方提供時，任何人如在有關課稅年度的評稅基期內到訪

香港總共不超過 60 天，並在該期間內提供服務，則該人在該期間內所提供的服務，並不計算在內。 

 

董事袍金之來源是根據繳付公司之管理及控制所在地點來決定。在退休金方面，如果繳付退休金的

基金是在香港管理及控制，而該退休金﹝政府的長俸除外﹞是與在香港提供的服務有關，這些退休

金收入便須繳交香港薪俸稅。 

 

現行法例條文堵塞了利用服務公司掩飾僱主與僱員關係的漏洞。獨立經營人士或合夥經營人士支付

管理費予其控制的服務公司之安排，亦在《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中有所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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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在香港引入的全面轉讓定價措施同樣適用於釐定薪俸稅額。除了在沒有潛在稅收

利益的情況下，轉讓定價規則一﹝即關於相關人士之間的條款的獨立交易原則﹞由 2018/19 課稅年

度起對關聯交易適用，並附有就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前達成的交易或產生的收入作出不溯既往的

安排。 

 

津貼及豁免 

一般來說，津貼及一切可兌換為現金的福利以及僱主為僱員支付的子女教育費及度假旅程，均須繳

納薪俸稅。不過，相對於其他福利﹝例如：居所的水、電、煤氣等設施﹞，若僱主是唯一的債務承

擔人，這些非現金福利則毋須繳稅。 

 

另外僱員在行使公司給予的股份認購權而獲得之收益亦須繳交稅款。 

 

僱主或相聯法團免費或以補貼形式為僱員提供居住地方，該居住地方的應評稅租值，或該租值與僱

員付給僱主或相聯法團租金之間的差額，將被當作為應評稅收入。所提供居住地方的應評稅租值，

為其他應評稅收入﹝減去允許之扣除﹞之特定百分率。一般居住地方為其他應評稅收入之 10%。如

該居住地點為酒店、宿舍或公寓，並設有不超過兩個房間者，則其租值須被當作相等於其他應評稅

收入的 8%，而設有不超過一個房間者，則為 4%。僱員自行租屋而僱主發還全部或部份由僱員支付

的租金的稅務處理方法與上述相同。 

 

退休福利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在現行強制性公積金的制度下，僱主及僱員均須按僱員每月收入的百分之五供款。現時，須要供款

的最高收入上限為每月港幣三萬元。故此，僱主和僱員各自最高的強制性供款為每月港幣一千五百

元。若僱員每月收入低於港幣七千一百元，僱員可豁免供款。不過，僱主仍須按僱員每月收入的百

分之五供款。除了強制性供款，僱主和僱員可以自願性地增加供款。 

 

自僱人士亦須參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供款。只有少數的僱傭類別，例如海外僱員來港工作不超過

13 個月或僱員已參加香港以外地方的公積金或退休金計劃成員，可毋須參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僱

員可在其薪俸稅計算中扣除強制性供款。2015/16 年度或以後的僱員可扣除強制性供款最高限額為每

年港幣一萬八千元。在 2019/20 年度或以後，僱員的強積金自願性供款和合資格年金保費，每年最

高可獲得薪俸稅減免港幣六萬元。 

 

所有從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強制性供款所取得的收益須保持至僱員六十五歲的退休年齡才可提取。

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如僱員在六十至六十五歲其間退休，在未達六十五歲已永久性離開香港、喪

失行為能力、罹患末期疾病或死亡，可提早取得收益。有關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制性供款的收益可

以一筆過或分期的形式提取。 

 

若因僱員退休、死亡、喪失行為能力、罹患末期疾病或永久性離開香港，而從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信

托人就僱主及僱員強制性供款及僱員自願性供款部份所收取的折算退休金，可獲豁免薪俸稅。 

 

除了若干例外情況﹝包括在職不滿十年而離職﹞，在退休、死亡、喪失行為能力、罹患末期疾病或

離職時從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就僱主自願性供款部份收取的折算退休金，可獲豁免薪俸稅。在其他的

情況下收取僱主自願性供款的折算退休金，須繳納薪俸稅。 

 

其他退休計劃 

由 2015/16 年度起，僱員就認可職業退休計劃﹝非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供款亦可獲最高限額為每

年港幣一萬八千元的扣除。 

 

除了若干例外情況﹝例如在職不滿十年而離職﹞，若因僱員退休、死亡、喪失行為能力、罹患末期

疾病或離職時從認可職業退休計劃﹝非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而收取的折算退休金或其他款項，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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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豁免薪俸稅。若僱員在其他情況下從認可職業退休計劃收取僱主的供款所折算的款項，須繳納薪

俸稅。 

 

此外，僱員從非認可職業退休計劃或非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折算收取僱主供款部分的任何款項，均須

繳納薪俸稅。 

 

僱傭合約終止時收取的款項 

一般來說，如果終止僱傭合約賠償金並不是因僱員在過去、現在或將來之服務而獲得的報酬，該賠

償金是不用繳交稅款的。終止僱傭合約賠償金通常是指因僱員放棄受僱權利而獲得的款項。這些款

項與僱傭合約終止時收取的酬金不同，因為僱傭合約終止時收取的酬金與僱員過去提供的服務有

關，故此須要繳付稅款。在計算應繳之薪俸稅時，應課稅的僱傭合約終止時收取的酬金可攤分並當

作於最後受僱日期為止的三年內所累算的入息。而根據僱傭條例支付的長期服務費及遣散費，稅務

局長則接納為不用繳納薪俸稅的款項。僱員在離職時根據僱傭合約的條款或僱傭條例的規定收取的

代通知金，須全數繳納薪俸稅。 

 

僱主在《稅務條例》下的義務 

香港並非採用「即賺即繳」的徵稅模式。因此僱主並無義務從僱員之酬金扣除其應繳之薪俸稅，然

而《稅務條例》規定僱主須遵照以下的法定義務： 

 

1) 在開始僱用員工之三個月內，以書面通知稅務局； 

2) 每年填報及呈交僱員薪酬及長俸報稅表； 

3) 在停止僱用員工的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稅務局； 

4) 如任何僱員即將離開香港為期超過一個月，則須在不遲於該預期離開日期前一個月，以書面通知

稅務局； 

5) 在發出上列第 4 項通知的日期起計一個月內，不得繳付該名僱員任何款項。 

 

但上列第 4 項的規定不適用於在受僱期間須經常因工作離開香港的個別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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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 

 2019/20 年度 2018/19 年度 

法團 

 首 200 萬港元利潤 

 餘下利潤 

 

8.25% 

16.5% 

 

8.25% 

16.5% 

法團以外人士 

 首 200 萬港元利潤 

 餘下利潤                                                                                                                                                         

 

7.5% 

15% 

 

7.5% 

15% 

 

稅務基準 

任何人士在香港經營任何行業、專業或業務，而從該行業、專業或業務獲得被確認於香港產生或來

自香港的應評稅利潤﹝資本性質的利潤除外﹞，都須要繳納利得稅。除非有關人士在香港與其他國

家簽定的避免雙重徵稅協定/安排下被視為該國家稅務居民，否則該人士之稅務居民身份一般與須否

繳納利得稅無關。在港設有常設機構的人士並不一定會構成需繳納利得稅的風險，但從 2018/19 課

稅年度起，在香港設有常設機構的非香港居民將被視為於香港經營行業、專業或業務。源於海外的

收入，即使匯回香港，仍毋須繳納利得稅。 

 

必須了解清楚所有實情才可判斷一個人是否在香港經營行業、專業或業務。同樣，收入或利潤是否

源自香港，也必須根據實情才可決定，一般採用之原則是取決於納稅人產生該利潤之運作模式及該

業務在何處進行。若主要產生該利潤之業務在香港進行，該利潤將須要繳納香港利得稅。這種來源

地概念在應用上引起了納稅人及稅務局之間很多的爭論。有見及此，稅務局印發並在其後修訂了第

廿一號《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修訂本，詳列在多種情況下，稅務局對利潤來源地之看法及觀

點。此外，稅務局亦以用者自付的原則，提供預先裁定利潤來源地的服務。 

 

應評稅利潤是以會計帳目所列示的利潤或損失，再根據《稅務條例》來調整計算。調整項目通常包

括剔除會計折舊及用可扣稅的折舊免稅額來代替。 

 

航空﹝包括飛機租賃﹞、船務及保險業務，則根據《稅務條例》所列明的特定方式來計算應評稅利

潤﹝請參照第 13 頁有關特殊類別納稅人/收入﹞。若會社及行業協會不能符合《稅務條例》列明的有

關條件，該會社及行業協會便須繳納利得稅。 

 

如股息是由須繳納香港利得稅之公司所派發，一般毋須在香港繳納利得稅或預提稅。 

 

如股息是由海外公司所派發，這些股息收入一般會被視作離岸股息收入，亦毋須繳納利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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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作香港的應評稅利潤 

某些收入，原本或並不列入利得稅徵收的範圍，但因為《稅務條例》內的特別條款，該等收入因而

被視作香港的應評稅收入。這包括： 

 

1) 因在香港上映或使用的電影片膠卷、電視片膠卷、紀錄帶或任何因錄音而收取的款項； 

2) 在香港使用或獲准使用若干知識產權的使用費； 

3) 在香港以外使用或獲准使用若干知識產權的使用費，而該使用費在確定某人的香港利得稅應評 

稅利潤時可予扣除； 

4) 在香港以外地方使用或獲准使用任何研發活動所產生的所有知識產權或工業知識的使用費，其中

研發支出的稅收減免可抵銷權的獲得者使用費人士的應評稅收入; 

5) 因轉讓或協議轉讓表演者在香港作出的表演之權利而收取款項;  

6) 與在香港進行業務有關的補助金、津貼或相類似資助形式的款項﹝與資本性開支有關的款項 

除外﹞； 

7) 在香港使用任何動產的租賃費； 

8) 任何財務機構因透過或由於在香港經營其業務而產生的利息款項，以及透過或由於在香港經營其

業務從出售、到期被贖回、或於出示被贖回的存款證或匯票而獲得的利潤； 

9) 法團﹝財務機構除外﹞透過或由於在香港經營其集團內部融資業務而收取的 ﹝i﹞利息款項及

﹝ii﹞從出售、其他處置、到期被贖回或以其他方式被贖回的存款證、匯票或監管資本證券而獲

得的收益或利潤； 

10) 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利息收入。非經營業務的個人所得利息收入除外﹝請參考以下有關利息

收入的豁免﹞； 

11) 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收益或利潤，而該收益或利潤是從出售、到期被贖回、或於出示時被贖

回的存款證或匯票而獲得的。非經營業務的個人所得的收益除外﹝對於財務機構而言，請參考上

述﹝8﹞項﹞；及 

12) 因轉讓若干可從財產收取收入的權利而獲取的報酬。 

 

就﹝1﹞，﹝2﹞及﹝3﹞項收入而言，其總收入的 30%一般會被視為應評稅利潤﹝即利得稅為該項目

總收入的﹝i﹞4.95%﹝或總收入的 30% x 16.5%﹞或﹝ii﹞如兩級制利得稅率適用，首二百萬元應評

稅利潤降至 2.475%﹝或總收入的 30% x 8.25%﹞，其後超過二百萬元的應評稅利潤則繼續按 4.95%

徵稅。在香港與其他國家簽定的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協定/安排適用的情況下，相關稅率或可調整至

更低。但是在若干情況下，假若該項目收入是從相關人士取得的使用知識產權收入，除非獲得稅務

局長接受該項知識產權不曾被任何在香港經營業務的人士擁有，否則《稅務條例》內之反避稅條款

會把該項目收入全數列作應評稅利潤，並以 ﹝i﹞ 16.5%或 ﹝ii﹞ 如兩級制利得稅率適用，首二百萬

元應評稅利潤降至 8.25%，其後超過二百萬元的應評稅利潤則繼續按 16.5%的稅率徵稅。 

 

利息收入的豁免 

任何人士﹝包括公司﹞在香港經營業務所取得的銀行利息收入，可獲豁免繳納利得稅。 

 

不過，若有關銀行存款用作抵押向銀行貸款，而該貸款利息可作稅務扣除，此項豁免並不適用。此

外，此項豁免也不適用於銀行業務所取得的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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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上可扣除項目 

為產生應課稅利潤而引致的支出及開支，可以在應課稅利潤中扣除，而這些支出及開支的發生地點

是沒有限制的。《稅務條例》特別對若干開支允許作稅務扣除，這包括： 

 

1) 如果借來的金錢是用於產生應課稅利潤，則借款的利息及該借款相關的法律費、印花稅及其他費

用，在符合其它指定條件的情況下均可予以扣除。這些指定條件都是反避稅條款，例如用以防止

納稅人抵扣貸款利息，當該項貸款是以納稅人或納稅人的相聯者的存款或一筆由納稅人或納稅人

的相聯者借出的貸款作為抵押，而有關的存款或貸款利息收入不用徵稅。另外，投資性物業在建

築期間支付的貸款利息會被視作資本性開支而不獲扣稅； 

2) 為產生應課稅利潤而佔用建築物或土地所繳付的租金； 

3) 在沒有與香港達成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及安排的司法管轄區就某些須繳納香港利得稅的收入而繳付

的若干海外稅； 

4) 注銷壞帳。但該帳項必須曾列入應課稅營業收入，或在香港從事放債業務運作時產生； 

5) 若稅務局認為呆帳已變作壞帳或已產生信用減值的貸款的減值損失﹝如納稅人選擇按公平價值原

則把金融工具申報利得稅﹞。但該帳項必須曾列入應課稅營業收入，或在香港從事放債業務運作

時產生； 

6) 在修葺或修理用以產生應課稅利潤的處所、工業裝置、機械、工具、器具或物品方面所招致的 

開支； 

7) 為替換用以產生應課稅利潤的器具、用具或物品所支付的費用； 

8) 為註冊用以產生應課稅利潤的商標、設計及專利權所支付的費用； 

9) 某些用於內部科學研究和開發的若干開支和某些支付給研究和開發機構﹝包括認可研究機構﹞以

進行分包研究和開發活動的款項﹝請參照下列研發開支額外扣稅﹞； 

10) 僱主為僱員根據規定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或認可職業退休計劃作出的供款﹝以不超過僱員每年收

入的 15%為上限﹞；及 

11) 支付予認可慈善機構的捐款。 

 

某些資本開支可獲稅務扣減﹝請參照第 15 頁有關資本開支的稅項寬減﹞。 

 

研發開支額外扣稅 

從 2018/19 課稅年度開始設立兩種可獲稅務扣減的研發支出，即甲類開支﹝可獲 100%稅務扣減﹞和

乙類開支﹝開支總額的首 200 萬元，可獲 300%稅務扣減，餘額亦可獲 200%扣減；額外扣稅金額不

設上限﹞。乙類開支的定義是：﹝1﹞向指定本地研究機構支付合格研發活動的費用;﹝2﹞直接從事

合格研發活動﹝不包括董事薪酬和福利﹞的員工成本和直接用於合格的研發活動的消耗品支出。 甲

類開支則定義為乙類開支以外的研發支出。只有符合某些標準的研發活動﹝例如全部活動必須在香

港進行﹞才會被視為「合格的研發活動」。另有各種條件需被滿足才有資格獲得扣除﹝例如，不得

為另一個人進行研發活動﹞和必須符合防止濫用扣除的反避稅規則。 

 

虧損 

稅務虧損可從評稅年度中其他應評稅利潤中扣除；任何未抵銷的虧損額可予結轉，並在其後各課稅

年度中，從應評稅利潤額抵銷。 

 

若一間公司本身是一個合夥企業的合夥人，則該公司從合夥企業中所分攤的虧損，可用於抵扣該公

司當年的應評稅利潤。公司蒙受的虧損可以從以後各課稅年度該公司的應評稅利潤中扣除，或在其

本身是合夥人的合夥企業中所佔的應評稅利潤中抵銷。 

 

香港的稅務法例並無提供集團內公司間稅務虧損的互相抵扣。《稅務條例》中包括了特別反避稅條

款，用以防止出售有稅務虧損的公司以謀取稅務上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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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類別納稅人/收入 

財務機構 

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若透過或因其在香港經營其業務而產生的利息收入，便須要繳稅。若非這於

《稅務條例》下的特別規定，這些利息收入可能會被視作離岸利息收入。 

 

保險，再投保及專屬自保業務 

人壽保險法團在任何課稅年度從人壽保險業務所得的應評稅利潤，可以該法團在該課稅年度從在香

港經營人壽保險業務所得的保費的 5%計算，但該法團也可作出不得撤回的選擇，以精算師報告為基

礎，再根據《稅務條例》中的方法，計算應評稅利潤。 

 

要確定從事人壽保險以外的保險法團所得的應評稅利潤，可以從該法團在香港保險業務所得的保費

總額，減去已退還受保人的任何保費及因再投保而支付的相應保費，加上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

任何利息或其它收入，和出售固定資產而作出的任何結餘課稅額，再按該法團就未過期風險的整體

運作而採用的百分率，扣除在須予確定的利潤所屬的期間結束時為該等未過期的風險而撥出的儲備

金，以及加上在該段時間開始時為未過期風險而以相類似方法計算而未支付的儲備金，然後從所得

出的款額中，扣除在再投保時可收回的款額後所餘的實際虧損額、香港代理機構的開支、折舊免稅

額、出售固定資產的結餘免稅額，以及該法團總辦事處的開支的某一公平比例。 

 

利得稅優惠稅率﹝即按正常利得稅稅率減半徵稅﹞適用於：﹝1﹞獲授權在香港從事再保險業務的公

司得自在岸和離岸風險再保險業務的應評稅利潤及﹝2﹞獲授權專屬自保保險公司得自合資格在岸和

離岸風險保險業務的應評稅利潤。 

 

海事保險業務 

2019/20 政府財政預算案建議修訂法例，為海事及專項保險提供稅務優惠，並容許成立專為發行保險

相連證券的特殊目的公司。利得稅優惠稅率﹝即按正常利得稅稅率減半徵稅﹞將延伸至海事保險在

內的合資格保險業務。有關詳情有待公布。 

 

海運及空運業務 

若一間公司從事租賃或經營船舶，其應評稅利潤，是以該公司的總航運利潤與總航運入息之比例作

基礎，並與以下有關款項的乘積計算。有關款項是指就以下各項所得的任何款項：﹝1﹞在香港裝運

的有關運載；﹝2﹞任何船舶在香港水域內或從香港水域任何地點啟航而進行的任何拖船運作；

﹝3﹞任何船舶在香港水域內進行的挖掘運作；及﹝4﹞某些有關在香港水域內航行或航行於香港水

域與內河貿易水域之間的租船費。 

 

然而，為吸引船舶擁有人將其船舶在香港註冊，若船隻根據《商船﹝註冊﹞條例》註冊，在香港水

域內任何地點裝運或從香港水域內任何地點作起點進行拖運運作，並且將有關運載或拖運運送出公

海，則所得的任何款項並不納入以上有關款項之內。 

 

凡任何被視作是在香港以船舶擁有人身份經營業務的非居於香港的納稅人如其所在國家對香港提供

相對豁免，則其在香港可享有香港船舶經營者稅務豁免。 

 

若一間公司經營空運業務﹝包括非轉管租約形式的飛機租賃業務﹞，其應評稅利潤，是以該公司的

總空運利潤與總空運入息之比例為基礎，再將之與下列款項的乘積計算。這些款項指從香港起運乘

客或裝運貨品之收入，及某些在香港營運而獲取之國際租機費。 

 

飛機租賃業務 

在香港從事轉管租約形式的飛機租賃業務或飛機租賃管理業務的公司可選擇以飛機租賃及航空融資

業的優惠稅務制度繳稅。在優惠稅務制度下，只要符合指明條件，合資格飛機出租商租賃飛機予本

港或海外飛機營運商所產生合資格利潤的應課稅款額為租金收入總額扣除可扣減支出﹝但不包括折

舊免稅額﹞後的 20％。應課稅款額以 8.25％的優惠利得稅稅率徵稅。8.25％的優惠利得稅率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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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符合指明條件的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在香港從事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活動所產生的應課稅利

潤。﹞。 

 

合資格債務票據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前發行債務票據，如來自符合資格的債務票據的利息收入和買賣利潤，可按

其發行的日期和年期，享有相當於一般利得稅率 50%或 100%的豁免。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或其

後所發行債務票據，如源自符合資格的債務票據的利息收入和買賣利潤，則不受年期的限制而可享

有 100%的豁免。此外，有關的債務票據必須﹝1﹞經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存管及結算或為在香港聯交

所上市的債務證券，﹝2﹞有適當信貸評級及﹝3﹞最低面額為港幣五萬元，才可符合減免稅資格。 

 

投資基金 

由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監管並向公眾發售的基金和其他類似的廣泛持有的投

資計劃﹝符合監管機構制度內的要求﹞均可享有利得稅豁免。 

由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所有在岸和離岸以私人形式發售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透過指定人士﹝即

證監會許可的基金經理﹞在進行或安排指定的交易或該基金為合資格投資基金，可獲得利得稅豁

免。 

 

《稅務條例》亦制定了特定的反避稅條文，將某些居港者從已獲豁免利得稅的基金分配到的利潤視

為應評稅利潤。 

 

企業財資中心  

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財務機構除外﹞在香港經營某些與香港關聯公司或非香港關聯公司有關的企

業財資活動而產生的利潤，可享有 8.25％的優惠稅率﹝即按正常利得稅稅率減半徵稅﹞。2019/20

政府財政預算案建議優化相關的稅務措施。有關詳情有待公布。 

 

伊斯蘭債券 

香港《稅務條例》就伊斯蘭債券設定了特定的稅務框架，以為其提供與傳統債券相若的稅務處理。  

 

根據此稅務框架，在符合某些特定條件下，被認定為「指明另類債券計劃」的伊斯蘭債券中有關合

資格債券安排和合資格投資安排在稅務上將被視為債務安排，而《稅務條例》中有關利息收入、利

息開支及折舊免稅額等條款將適用於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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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稅務制度下的實質活動要求 

﹝1﹞再保險業務、﹝2﹞專屬自保保險業務﹝3﹞企業財資中心、﹝4﹞於飛機租賃和﹝5﹞航運業務

等優惠稅務制度已引入實質活動要求。稅務局局長被授權以公告形式訂明有關要求的細節。有關要

求從 2018/19 年度起實行，但暫未有相關公告刊憲。 

 

資本開支的稅項寬減 

若建造的工業或商業建築物及構築物以及購置的機械或工業裝置是用作貿易或業務用途，其有關的

資本性支出，都可獲折舊免稅額。此外用於翻新某些建築物，購置某些固定資產及購買某些知識產

權的資本開支，亦可獲得特別稅務扣減。 

 

建築物或構築物 

符合有關用作合資格行業用途的工業建築物及構築物的建造資本開支﹝土地成本除外﹞，可獲首年

20%的初期免稅額及每年 4%的免稅額。合資格的行業包括在工場、工廠或其它相類似的處所經營的 

行業。 

 

商業建築物是指除工業建築物以外，用作商業用途的建築物或構築物。《稅務條例》對這類商業建

築物的資本性開支給予的每年免稅額為 4%。 

 

在售出了建築物或構築物的課稅年度，獲得的結餘免稅額可在應評稅利潤中扣除，而結餘課稅額則

要徵稅。但在任何情況下，結餘課稅額不得超出就建造有關建築物或構築物的資本開支所給予的初

期及每年免稅額之總和。 

 

附設於建築物的環保裝置 

在 2018/19 課稅年度前，凡用於附設在建築物的合資格環保裝置的資本開支，可透過每年注銷 20%

的方式，平均分五個課稅年度扣稅。由 2018/19 課稅年度起購置合資格建築物能源效益和可再生能

源裝置的資本開支可在首年全額扣除。 

 

此項寬減並不適用於根據租購協議招致的資本開支。 

 

機械及工業裝置 

以下資本開支可於首年全額扣稅： 

 

1) 「訂明固定資產」，包括若干特別和直接用於任何製造程序的機械或工業裝置、及不屬任何機械

或工業裝置一部份的任何電腦硬件、電腦軟件及電腦系統； 

2) 某些環保機械；及 

3) 環保車輛。 

 

以上扣除並不適用於根據租約而持有承租人權利的固定資產、機械或車輛，及根據租購協議招致的

資本開支。 

 

如果機械或工業裝置不能全額扣稅，資格納稅人可就工業裝置而引致的資本支出申請折舊免稅額。

首年可獲相等於該資本支出 60%的初期免稅額。其後就遞減價值可獲每年免稅額。視乎不同類型的

機械或工業裝置而定，每年免稅額相等於每類機械或工業裝置的遞減價值的 10%、20%或 30%。 

 

知識產權  

如任何人士購買專利權或工業知識以用作產生該人士在香港的應課稅利潤，在符合某些條件下，有

關資本開支可於首年全額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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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任何人士購買指明知識產權﹝即版權、註冊設計、註冊商標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植物品種和表

演中的權利﹞，而有關知識產權是用作產生該人士在香港的應課稅利潤，在符合某些條件下，有關

資本開支可透過每年注銷 20%的方式，平均分五個課稅年度扣稅。 

 

但如果上述專利權、工業知識或指明知識產權的全部或部份是從相聯者購入， 則相關的資本開支將

不獲得任何扣減。 

 

翻新開支稅項寬減 

凡為翻修或翻新住用以外的建築物而引致的資本開支，可透過每年注銷 20% 的方式，平均分五個課

稅年度扣稅。 

 

銷售回租及槓桿式租賃 

若機械或工業裝置是用於銷售回租，或租賃機械或工業裝置﹝船舶及飛機除外﹞是完全或主要在香

港以外地方使用，或其用於槓桿式租賃購入的成本是直接或間接地由一項無追索權債項提供資金，

則出租人可能不獲得折舊免稅額。此外，租賃船舶或飛機的折舊免稅額亦有特別的規定。 

 

轉讓定價法規及文檔要求 

香港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制定法例，在香港引入全面轉讓定價制度及三層式文檔要求。 

 

轉讓定價規定 

現時有兩套適用於本地和跨境關聯方交易的轉讓定價調整規則。根據規則一，如果關聯交易定價不

符合獨立交易原則而令企業獲得在香港稅項方面的潛在利益時，稅務局應當在計算該企業的收入或

虧損時根據獨立交易原則作出轉讓定價調整。規則二與規則一相似，但適用於就非香港居民設於香

港的常設機構，根據「獨立企業」原則而進行利潤歸屬的情況。在判定稅收協議締約方的居民是否

在香港設有常設機構時，須參照有關稅收協議的有關條款。而對於非稅收協議締約方的居民而言，

《稅務條例》中的常設機構定義已包含了經合組織在 BEPS 行動計劃中對常設機構作出的最新定

義。規則一由 2018/19 課稅年度開始適用，並附有就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前達成的交易或產生的

收入作出不溯既往的安排。規則二則由 2019/20 課稅年度開始適用。 

 

另外，當一家企業﹝稅務獲益方﹞就某交易所產生的收入或虧損在計算香港稅項時被作出上述轉讓

定價調整，而另一企業﹝稅務受損方﹞有產生自該交易的收入或虧損且就該企業的香港稅項而言需

要計算該收入或虧損時，《稅務條例》提供的補償調整機制將允許為稅務受損方提供相應寬免，以

避免雙重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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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定價文檔 

三層式轉讓定價同期文檔要求包括總體檔案、分部檔案和國別報告。 

 

不符合下列兩項豁免要求的香港企業，須就從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及以後開始的財務年度，準備總

體檔案和分部檔案。企業須在有關財務年度結束後九個月內完成擬備總體檔案和分部檔案。 

 

根據企業的規模和關聯交易量，企業可豁免準備上述檔案：.   

 

符合以下三項條件中任何兩項的企業，可獲豁免無須準備總體檔案和分部檔案： 

 年度收入總額不超過 4 億港元； 

 資產總值不超過 3 億港元；及 

 平均僱員人數不超過 100 名。 

 

如果其中一類關聯交易總額不超過以下款額，企業無須就該類關聯交易準備分部檔案： 

 財產轉讓﹝財務資產及無形資產除外﹞：2.2 億港元； 

 財務資產交易：1.1 億港元； 

 無形資產轉讓：1.1 億港元；或 

 其他交易：4,400 萬港元。 

 

若企業獲完全豁免準備以上所有分部檔案，則亦無須準備總體檔案。 

 

根據經合組織就編制國別報告所規定的門檻款額，集團﹝1﹞每年收入總額達 7.5 億歐元﹝即約 68

億港元﹞或以上的誇國企業﹝2﹞ 或居住在香港的最終母公司必須在香港提交國別報告申報表。符合

上述收入門檻和非香港最終母公司的跨國企業集團的香港實體可能還需要在某些情況下在香港本地

提交國別報告報表將須要提交國別報告。提交國別報告的要求將適用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的財務年度。企業須在有關財務年度結束後的 12 個月內提交國別報告報稅表。   

 

預先定價安排  

由 2018/19 課稅年度起，《稅務條例》為香港正式引入法定的預先定價安排制度。 由於制度允許在

有或沒有簽訂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情況下也可作出預先定價安排，因此企業將能夠申請作出單邊、

雙邊或多邊預先定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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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 

物業稅的標準稅率為 15%。 

 

稅務基準 

任何座落於香港的土地或建築物的擁有人，須按該等土地或建築物的應評稅淨值來計算應繳納的物

業稅稅款。 

 

稅務豁免及寬減 

政府及領事之物業，並不用繳納物業稅。 

 

公司因出租或分租物業的所得租金收入應繳納利得稅。須繳納利得稅的公司可以書面形式提出申請

豁免該物業的物業稅。若公司並沒有申請豁免，其已繳付的物業稅則可在應繳利得稅中抵扣。 

 

應評稅淨值 

應評稅值是指物業擁有人從土地或建築物收取的代價﹝包括金錢或金錢等值﹞，再減去該年度未能

收回的任何代價。 

 

應評稅淨值是指在應評稅值中扣除物業擁有人已繳付的差餉，以及剩餘數額的 20%作為修葺及支出

方面的免稅額。實際的費用及支出並不可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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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及稅款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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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稅表的申報 

利得稅報稅表 

通常發出日期 會計年度結算日期 無指定稅務代表/ 

有指定稅務代表納稅人的

通常申報期限 

繳稅日期 

下一課稅年度的四月

份第一個工作天 

四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五月二日 1 列印在評稅通知書上

的日期，通常在報稅

表發出的同年的十一

月至下年的四月間。 

十二月一日至三十一日 五月二日 1 /八月十五日 

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五月二日 1 /十一月十五日 

 

薪俸稅報稅表 

通常發出日期 無指定稅務代表/有指定稅務代

表納稅人的通常申報期限 

繳稅日期 

下一課稅年度的五月份第一個 

工作天 1  

六月二日/七月二日 

﹝七月一日是香港的公眾假日﹞ 

 

列印在評稅通知書上的日期，

通常在報稅表發出的下年的 

一月至四月間。 

 

物業稅報稅表 

通常發出日期 通常申報期限 繳稅日期 

下一課稅年度的四月份第一個 

工作天 

五月二日 1 

 

列印在評稅通知書上的日期，

通常在報稅表發出的同年的 

十一月及以後。 

 

僱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金報稅表 

通常發出日期 通常申報期限 

下一課稅年度的四月份第一個 

工作天 

五月二日 1 

 
附註：  

1 五月一日為香港的公眾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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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評稅提出反對 

若不同意稅務局所作出的評稅，納稅人必須於評稅通知書發出日後的一個月內提出反對。 

 

緩繳暫繳稅及繳付稅款 

納稅人在呈交其每年的利得稅或薪俸稅報稅表，以及收到該年度的最後評稅繳款通知書前，通常已

繳納該年度的暫繳稅。應付的暫繳稅款乃參照前一年已評核的應評稅利潤或入息總額而定。已付的

暫繳稅則於該年度最後評定的應繳利得稅或薪俸稅中扣除。若暫繳稅款超過該年度評定之應繳利得

稅或薪俸稅，超額的款項則用於抵銷下一年度應付的暫繳稅款。 

 

當物業第一次出租時，物業擁有人可能要繳付暫繳物業稅。任何已繳付的暫繳稅，可在該年度的已

評定稅款中扣除，任何未抵銷的餘額，則在下一年度的應付暫繳物業稅中扣減，再有餘款，便退還

給納稅人。 

 

納稅人若認為應付之暫繳利得稅、薪俸稅或物業稅稅款過多，可在指定時限內提出書面申請，暫緩

繳納全部或部份的暫繳稅。書面申請必須在繳稅日期二十八天前或評稅通知書發出日期之十四天內

送抵稅務局長，兩者之間以較遲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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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 

不動產轉讓契約 ─ 從價印花稅 

 

物業價值 1  劃一稅率 2 第 1 標準稅率 3 第 2標準稅率 4 

Up to $2,000,000   

 

 

 

15% 

 1.50%   $100 

$2,000,001 – $3,000,000  3.00% 1.50% 

$3,000,001 – $4,000,000  4.50% 2.25% 

$4,000,001 – $6,000,000  6.00% 3.00% 

$6,000,001 – $20,000,000  7.50% 3.75% 

20,000,001 港元及以上  8.50% 4.25% 

 
附註： 

1 若物業價值剛超過稅率表其中一個稅階的上限，可獲得邊際稅務減免。 

2 15%劃一稅率適用於﹝i﹞所有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五日或以後簽立以買賣或轉讓住宅物業的文書﹝除非第 2 標準稅率適用﹞和﹝ii﹞所有於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二日或之後香港永久性居民一次性取得多於一個住宅物業的文書。 

3 第 1 標準稅率適用於轉讓非住宅物業。 

4 第 2 標準稅率適用於所轉讓的住宅物業是由香港永久性居民取得而該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取得該住宅物業時在香港並沒擁有其他任何住宅物業

及某些指定情況。 

 

若售賣轉易契是依循一份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而訂立，而該份買賣協議已加蓋適當印花，則

該份售賣轉易契可予徵收印花稅 100 港元。 

 

售賣轉易契加蓋印花期限為不遲於該份售賣轉易契訂立後的三十天。 

 

住宅和非住宅物業買賣協議 ─ 從價印花稅 

任何住宅及非住宅物業買賣協議均須繳付從價印花稅。適用的從價印花稅稅率與上列售賣轉易契的

從價印花稅稅率相同。 

 

有關樓宇的買賣協議須於簽定後的三十天內提交稅務局加蓋印花。 

 

住宅物業 ─ 額外印花稅 

在上述從價印花稅之上，若住宅物業在購入後的某段時間內轉售，在轉售時須繳交「額外印花

稅」。某些出售或轉讓交易可獲豁免繳交額外印花稅。額外印花稅是按照物業交易的代價款額或物

業價值﹝取其較高者﹞和根據賣方不同的物業持有期來計算，稅率分為以下三級： 

 

物業持有期 稅率   

 賣方持有物業 6 個月或以內 20% 

 賣方持有物業超過 6 個月但在 12 個月或以內 15% 

 賣方持有物業超過 12 個月但在 36 個月或以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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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物業 ─ 買家印花稅 

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外的任何人﹝包括香港及海外公司﹞取得香港的住宅物業時，須繳交劃一 15%的

買家印花稅。買家印花稅是按照物業交易的代價款額或物業價值﹝取其較高者﹞來計算。但是在某

些情況下，買家印花稅可獲豁免。 

 

不動產租約 

就不動產租約而徵收的印花稅是以年租或平均年租乘以稅率計算。稅率按租約年期而有所不同，詳

情如下： 

 

租約年期 2019/20 年度 2018/19 年度 

 無指定租約年期或租約年期不固定 0.25% 0.25% 

 租約年期不超逾一年 0.25% 0.25% 

 租約年期超逾一年但不超逾三年 0.50% 0.50% 

 租約年期超逾三年 1.00% 1.00% 

 

香港股票 

股票交易的印花稅是按交易代價或所轉讓股票價值的 0.2%徵收﹝即每一千港元兩元﹞。 

 

香港無記名票據 

發行任何香港不記名票據須付其市場價值 3%的印花稅。 

 

稅務基準 

印花稅只有就某些文件徵收。在香港轉讓或出租不動產〔包括售賣轉易契、物業買賣協議及物業租

約〕、銷售香港股票及發行香港無記名票據之有關文件，均須徵收印花稅。若原本的文書已經正式

繳交印花稅，繳納印花稅的文書複製本或副本，只須繳付港幣五元的印花稅。若在香港的不動產或

香港股票， 以少於其市價的價值轉讓，可能會以其於轉讓日期的市場價值徵收印花稅。 

 

稅務豁免 

除了反避稅條例規定外，將不動產的權益或香港股票的權益從一個相聯法人團體轉移至另一個相聯

法人團體的有關文件，可獲印花稅豁免。當兩個法人團體的其中一個擁有另一法人團體的已發行股

本，而該等發行股本不少於全部發行股本的 90%；又或有第三個法人團體同時擁有該兩個法人團體

不少於 90%的已發行股本，則有關的法人團體均屬相聯關係。 

  

《印花稅條例》亦就以下情況提供印花稅豁免： 

1) 根據若干股票借貸協議而借出的股票； 

2) 市場莊家為對沖期權交易以及為對沖證券期貨而進行的若干股票交易； 

3) 就區內衍生期權、可換股債券或票據的交易； 

4) 單位信託基金的單位分配或回贖； 

5) 某些符合資格的伊斯蘭債券交易，及 

6) 交易所買賣基金股份或單位的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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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 年度 2018/19 年度 

商業登記費用 1 

商業登記費用＋徵稅﹝一年﹞ 250 港元 2,250 港元 

商業登記費用＋徵稅﹝三年﹞  

﹝小型業務有寬減措施﹞ 

3,950 港元 5,950 港元 

對銀行與接受存款公司的註冊及牌照費用 

費用根據營業的種類而有所不同  

車輛登記及牌照費   

首次登記稅和每年年費根據車輛的種類及大小而定。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某些環保車

輛可獲豁免/寬減首次登記稅 2。 

飛機旅客離境稅 

12 歲及以上之乘客 120 港元 120 港元 

12 歲以下之乘客﹝即日過境旅客可獲豁免﹞ 無 無 

機場建設費 70-180 港元 70-180 港元 

博彩稅 

賽馬﹝按淨投注金收入計算﹞ 72.5%-75% 72.5%-75% 

獎券﹝六合彩﹞﹝按獎券活動收益計算﹞ 25% 25% 

足球﹝按淨投注金收入計算﹞ 50% 50% 

 
附註：  

1 2019/20 年度商業登記費獲豁免。 

 

2 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電動的商用車、電單車和機動三輪車將獲全數寬免其首次登記稅，而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的寬免額將

會以 97,500 港元為上限。此外，「一換一」計劃將由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起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生效，合資格的現有車主購

買新電動私家車並銷毀其合條件舊私家車，將可獲較高的首次登記稅寬減額，上限為 25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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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 年度 2018/19 年度 

應課稅品稅 

碳氫油類 

飛機汽油 6.51 港元/升 6.51 港元/升 

柴油 

﹝超低硫柴油及歐盟 V 期柴油除外﹞ 

2.89 港元/升 2.89 港元/升 

超低硫柴油 2.89 港元/升 2.89 港元/升 

歐盟 V 期柴油 0 港元/升 0 港元/升 

含鉛汽油 6.82 港元/升 6.82 港元/升 

不含鉛汽油 6.06 港元/升 6.06 港元/升 

煙草類 

香煙 1,906 港元/千支 1,906 港元/千支 

雪茄 2,455 港元/千克 2,455 港元/千克 

中國製造香煙 468 港元/千克 468 港元/千克 

所有其他已加工煙草﹝用以製造香煙者除外﹞ 2,309 港元/千克 2,309 港元/千克 

酒精稅 

酒精成份超過 30%的烈酒 100% 100% 

酒類 0% 0% 

其他酒精成份不超過 30%的飲料 0% 0% 

甲醇制品 

基本稅率 

﹝此外，若按容量計的酒精成份超過 30%， 

稅率將會增加。﹞ 

840 港元/百升 840 港元/百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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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柏基 

亞太及大中華區主席 

+852 2289 2111 

 

吳家裕 

中國內地和香港稅務主管合夥人 

+852 2289 1828 

 

李尚義 

中國南部及香港稅務主管 

+852 2289 8899 

 

倪智敏 

中國南部稅務主管 

+852 2289 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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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國際稅務 * 王曉彥﹝物流及運輸﹞ +852 2289 3816 

* 葉招桂芳﹝金融、資產及財富管理服務﹞ +852 2289 1833 

* 何經華﹝電信、媒體及科技﹞ +852 2289 3857 

* 曹倪葆﹝公司稅務及零售及消費品﹞ +852 2289 3617 

* 崔慶昭﹝工業產品﹞ +852 2289 3608 

* 蘇國基﹝房地產﹞ +852 2289 3789 

* 何潤恒﹝金融服務﹞  +852 2289 3026 

* 屈肇珊﹝共同申報準則及稅務彙報管理體系和

稅務戰略﹞ 

+852 2289 3002 

會計與薪酬 * 鄭佩琪 +852 2289 1406 

中國稅務 * 曾惠賢﹝房地產﹞ +852 2289 5638 

* 江  凱﹝物流及運輸﹞ +852 2289 5659 

* 倪智敏﹝合併及收購﹞ +852 2289 5616 

企業服務 * 陳慧媚 +852 2289 6700 

關稅及國際貿易  李维政 +86 ﹝755﹞ 8261 

8218 

全球派遺 * 簡文熙 +852 2289 1818 

私人財富服務 * 王志偉 +852 2289 1810 

稅務分歧協調 * 王健華 +852 2289 3822 

稅務科技  郭藹欣 +852 2289 3808 

轉讓定價 * 李筱筠 +852 2289 5690 

 Peter Brewin +852 2289 3650 

 麥浩麟﹝金融服務﹞ +852 2289 3503 

公司稅務﹝美國﹞ * 吳韻宜 +852 2289 3933 

高級稅務顧問  唐景炘 +852 2289 3939 

 邵德偉 +852 2289 5802 

 

程偉賓律師事務所# 

   

法律服務  程偉賓 +852 2833 4928 

 *  謝立斌 +852 2833 4933 

 
* 分組/行業稅務主管 

# 程偉賓律師事務所為一所獨立的香港律師事務所。該律所與駐新加坡的普華永道法律國際私人有限公司（持牌外國法律律師事務所）有合作

聯繫。 

    程偉賓律師事務所或普華永道法律國際私人有限公司對對方各自的行為或不作為沒有任何控制權、並非作為對方的代理人、亦不會承擔任何

責任。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十五號 

置地廣場公爵大廈二十一樓 

電話:+852 2289 8888  

傳真:+852 2810 9888 

本文僅為提供一般性資訊之目的，不應用於替代專業諮詢者提供的諮詢意見。 

©2019 羅兵咸永道有限公司。版權所有。羅兵咸永道乃指羅兵咸永道網絡香港成員機構，有時也指羅兵咸永道網絡。每

家成員機構各自獨立。詳情請瀏覽 www.pwc.com/structure。 

本刊物中的資訊僅供一般參考之用，既不可視為詳盡的說明也不構成由羅兵咸永

道有限公司或任何其他羅兵咸永道網絡中的成員機構所提供的法律、稅務或其他

專業建議或服務。羅兵咸永道沒有責任就法律及實際操作的改變進行相關資料更

新。相關法律的適用和影響可能因個案所涉的具體事實而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

在有所舉措前，請確保向您的羅兵咸永道客戶服務團隊或其他顧問獲取針對您具

體情況的專業意見。稅務合夥人之聯絡資料載於本小冊子中間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