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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香港财政预算案  

简介 

2015/16香港财政预算案于2015年2月25日公布，其相关税务宽减措施于2015年7月9日经香港立法会通过。

预算案的重点可大致分为以下几方面：

(1) 多元发展; 

(2) 扩大优势; 

(3) 人才实力; 

(4) 土地资源; 及 

(5) 人口老化。 

为达到上述目标，预算案就推动社会企业、发展创意产业、培养初创生态、强化金融中心、提升工商及专业服务、

增设旅游设施、增加住宅土地及商用土地、针对人口老化、提升社会福利及强化医疗服务等几方面提出一系列的

措施。 

经济数据 

2014 年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2.3%。预测 2015 年本地生产总值有 1%至 3%的增长，低于过去十年 3.9%的平均

增长率。 

2014 年全年平均整体通胀率为 4.4%，基本通胀率为 3.5%。预测 2015 年全年平均整体通胀率为 3.5%，基本

通胀率则为 3%。 

2015/16 年度政府预算总收入为 4,776 亿港元，总支出为 4,408 亿港元。预计 2015/16 年度账目将录得 368 亿

港元的综合盈余。 

税务措施 

税务措施如下： 

(1) 宽免 2014/15 年度 75%的利得税，以 20,000 港元为上限，于课税年度的最终应课税款中扣减。 

(2) 宽免 2014/15 年度 75%的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评税，以 20,000 港元为上限，于课税年度的最终应课税

款中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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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宽免应课差饷物业 2015/16 年度的首两季差饷，以每户每季 2,500 港元为上限。 

(4) 提高基本及额外子女免税额，由现时的 70,000 港元增加至 100,000 港元。 

(5) 建议在符合指明条件下，企业财资中心的相关利息支出在计算利得税时可获扣免，以及就指明财资业务的

相关利润，宽减利得税百分之五十。有关的税务优惠会通过修订《税务条例》予以实施。 

(6) 计划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让私募基金可以享有离岸基金的利得税豁免。 

非税务措施 

非税务措施包括： 

(1) 代缴 1 个月公屋租金。 

(2) 向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及伤残津贴的人士额外发放 2 个月津贴。 

(3) 发行不多于 100 亿港元的“iBond”（即通胀挂钩债券）。 

(4) 豁免旅行社、酒店和旅馆、食肆和小贩以及受限制食物售卖许可证半年的牌照费用。 

(5) 豁免的士、小型巴士、专营和非专营巴士、货车、拖车和特别用途车辆一年内一次因续领车辆牌照所需的

车辆检验费用。 

(6) 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特别优惠措施”的申请期至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7) 为“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和发展支援基金”注资十五亿港元。 

(8) 向“创意智优计划”再度注资四亿港元。 

(9) 投放五亿港元在未来三年以先导形式推行一系列措施推广香港时装设计师和品牌。 

(10) 向“电影发展基金”注资二亿港元。 

(11) 拨款三亿港元推行一项新的“艺术发展配对资助试验计划”。 

(12) 预留一亿五千万港元开展新一阶段的“伙伴倡自强”计划。 

(13) 科技园公司会预留五千万港元设立“科技企业投资基金”。 

(14) 推动香港与广东服务贸易自由化。 

(15) 与中央有关部委商讨启动深港通和优化沪港通的安排。 

(16) 带动电子商贸发展，探讨推动应用电子信用证的可行性。 

(17) 支持发展三跑道系统。 

(18) 在 2015/16 年度卖地计划中，纳入 29 幅住宅土地及 7 幅商业/商贸用地。 

总结 

响应长远财政计划工作小组报告中就人口老化及经济增长放缓的建议，政府的开支将会持续增长并超越经济和收

入增长。预期结构性赤字会在十年左右出现。为尽力防止结构性赤字出现，政府需要及早采取积极措施，控制开

支、保障收入和适时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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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税基方面，政府强调稳住和扩阔政府的收入基础仍极为重要。政府将于适当时间再次审视扩阔税基的可行性，

务求有效稳定政府收入，增加直接税宽减的空间。尽管如此，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对众多专业团体一直倡议就扩阔

税基展开公众讨论一事上并没有作出响应。 

税率表 

薪俸税 

税率 2015/16  2014/15 

首 40,000 港元为 2% 2% 

次 40,000 港元为 7% 7% 

另 40,000 港元为 12% 12% 

其余为 17% 17% 

标准税率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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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免税额   2015/16  2014/15 

基本免税额 HK$120,000 HK$120,000 

已婚人士免税额 HK$240,000 HK$240,000 

子女免税额 

第一至九名子女(每名计算) 

-出生年度 HK$200,000 HK$140,000 

-其余年度 HK$100,000 HK$70,000 

供养父母 /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额 

年龄 60 岁或以上 

-不与纳税人同住 HK$40,000 HK$40,000 

-全年与纳税人同住 HK$80,000 HK$80,000 

年龄 55 至 59 岁 : 

-不与纳税人同住 HK$20,000 HK$20,000 

-全年与纳税人同住 HK$40,000 HK$40,000 

供养兄弟/姊妹免税额(不包括已被申请

子女免税额的兄弟/姊妹) 

HK$33,000 HK$33,000 

单亲家长免税额 HK$120,000 HK$120,000 

伤残受养人免税额(此项免税额是纳税人

就该伤残人士可享有的其他免税额外，可

另外享有的免税额。) 

HK$66,000 HK$66,000 

税务扣除项目(允许扣除的最高限

额) 

2015/16 2014/15 

个人进修开支 HK$80,000 HK$80,000 

居所贷款利息 HK$100,000 HK$100,000 

长者住宿照顾开支 HK$80,000 HK$80,000 

强制性公积金供款 HK$18,000 HK$17,500 

慈善捐款 应税收入之 35% 应税收入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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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得税 

税率 2015/16 2014/15 

法团 (即有限公司) 16.5% 16.5% 

非法团业务 (即独资业务或合伙业务) 15% 15% 

机械或工业装置折旧免税额 2015/16  2014/15 

合资格支出的折旧免税率 

环境保护机械及汽车 100% 100% 

其他合资格支出: 

初期免税额 60% 60% 

每年免税额 (视乎该固定资产性质) 10%、20%或 30% 10%、20% 或 30%

楼宇环境保护装置折旧免税额 2015/16  2014/15 

合资格支出的折旧免税率 

每年免税额 20% 20% 

订明固定资产折旧免税额 2015/16  2014/15 

合资格支出的折旧免税率 

完全扣除 100% 100% 

工业建筑物折旧免税额 2015/16  2014/15 

合资格支出的折旧免税率 

初期免税额 20% 20% 

每年免税额 4% 4% 

商业建筑物折旧免税额 2015/16  2014/15 

合资格支出的折旧免税率 

每年免税额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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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翻修开支折旧免税额 2015/16 2014/15 

合资格支出的折旧免税率 

每年免税额 20% (直至剩余扣至零) 20% (直至剩余扣至零) 

物业税 

任何坐落于香港之土地或建筑物的拥有人，就该等土地或建筑物的应评税净值，于 2015/16 课税年度以 15%

（2014/15: 15%）标准税率缴纳物业税。 

7 



联络我们

康栢网站

香港总部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 道 17 號海港城環球金融中心南座 13A 樓

          05 - 15 室
電話:  +852 2666 2888
傳真:  +852 2233 2888
電郵:  info@conpak.com
網址:  www.conpak.com

上海办事处

地址:  中國上海市徐匯區虹橋路 3 號港匯中心二座 27 樓 2702 - 2703 室 
          ( 郵編: 200030 )
電話:  +86 21 5389 6666
傳真:  +86 21 6448 6268
電郵:  shanghai@conpak.com.cn
網址:  www.conpak.com.cn

深圳办事处

地址:  中國深圳市福田中心區福華三路 168 號深圳國際商會中心 27 樓

          2711 - 2712 室 ( 郵編: 518048 )
電話:  +86 755 8882 0088
傳真:  +86 755 8831 3533
電郵:  shenzhen@conpak.com.cn
網址:  www.conpa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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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件之前
请考虑环境保护

本刊物所载数据仅供一般参考及商讨之用。本所已致力提供及时和准确的数据，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数据在任何时间都是准确及完整。
任何人士依据所载资料行事时，应寻求适当的专业意见。如欲了解更多，请登入 www.conpa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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