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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確保我們的長遠繁榮 

 

香港經濟經歷了數年不景氣後，現已迅速復蘇。我們現在需要確保經濟

能持續增長，以及在國際上繼續競爭和應付將來可能重臨的經濟危機。

現在是時候制訂一套完備的計劃，以維持長遠經濟增長和繁榮。 

 

 

我們不能把現時的好景視作理所當然 

 

香港經濟能夠這樣強勁復蘇和蓬勃發展，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簡單明確

的低稅率稅制。這稅制既可鼓勵投資亦給予努力工作的人應得的回報。

然而，我們須明白，儘管香港的稅制相對健全，但亦有一些基本的缺

點。 

 

 

現有稅基的缺點 

 

以國際標準來說，香港現有的稅基非常狹窄。我們只依賴有限的稅種及

非稅項收入來應付公共開支。這些收入會因我們無法控制的經濟情況轉

變而大幅波動，因而令政府較難制訂長遠的計劃和作出投資決定，以維

持我們的增長及發展。這亦往往令我們未能對不斷增加的挑戰作出適當

的反應。 

 

現時的國際趨勢，尤其在亞太區，是調低入息稅稅率以提高經濟競爭

力。香港必須回應這項挑戰。我們需要有一個廣闊的稅基，才能調低薪

俸稅和利得稅稅率，及將它們保持於低水平，從而增加香港對國際流動

人才和資金的吸引力。這對我們的知識型及高增值經濟持續增長都極為

重要。 

 

此外，香港人口的急劇老化，會對長者的醫療護理和服務開支造成更大

壓力。同時，長者人數增加，也表示工作人口及薪俸稅納稅人人數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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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穩健的新收入來源 

 

我們需要一個廣闊和不斷增長的稅基以提供穩健及穩定的新收入來源。

這個稅基可令更多香港市民成為納稅人，補充政府的有限資源，並提升

社會公民責任感。 

 

 

為何要作出改變? 

 

如果我們不採取任何行動，日後再遇到經濟逆轉時，我們可能要再次加

稅及削減公共服務的開支，我們亦可能被迫動用儲備或向國際市場借

貸。我們甚至可能要採取以上全部措施。這可能會影響香港的信貸評

級。任何解決財政問題的短期措施(例如加稅)，都會削弱我們的競爭

力，令我們較難吸引投資和挽留及招攬人才。經驗顯示，這樣會導致失

業率上升，而那些能夠保住工作的人，其收入也會下降。由於公共開支

主要用於教育、衞生、社會福利及治安方面，大幅削減公共開支會降低

社會服務的質素，不利於社會和諧。 

 

 

我們不可故步自封，使競爭力受削弱 

 

現時香港經濟強勁復蘇，讓我們有機會休養生息和有空間處理香港稅制

的缺點，以能更有效地應付日後的經濟及社會挑戰。此外，在經濟好轉

時進行稅制改革，我們就沒有增加整體稅務負擔的壓力；我們最低限度

可在首五年在不增減稅收的前提下進行改革。 

 

 

我們有什麼選擇? 

 

社會各界提出了不少解決稅基問題的方案，而政府亦曾加以研究。但大

部分方案 (例如增加薪俸稅、利得稅、印花稅或差餉)都未能符合擴闊及

穩定稅基的基本要求。在現時狹窄的稅基上調高稅率只會加劇財政不穩

定的情況及削弱競爭力。對源自世界各地的收入徵稅，或對資本收入徵

稅只可有限地擴闊稅基，但這些方案會令稅制更形複雜及削弱我們的競

爭力，令香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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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兩個可行的方案 

 

只有兩個方案能有效地擴闊稅基。第一個方案是大幅調低免稅額，把幾

乎所有受薪人士都納入薪俸稅稅網。這方案亦會影響根據個人入息課稅

繳稅的人士。第二個方案是開徵商品及服務稅。 

 

 

調低免稅額會造成經濟困難 

 

一直以來，香港都以免稅額作為向個人及有受養人的家庭提供經濟援

助。因此，大幅調低免稅額會對這些人士及家庭造成經濟困難。此外，

調低免稅額只會把目前無須繳納薪俸稅的受薪人士納入稅網，而那些入

息不被列入應評稅收入的人士，仍會留在稅網之外。雖然調低免稅額會

把很多以前不用繳稅的人士納入稅網，但這些新納稅人的應繳稅款總額

不會很多；大部分的額外收入反而會來自現有納稅人因調低免稅額而增

加的稅款。 

 

此外，即使大幅調低免稅額，香港的稅基仍會過份依賴入息稅，並不能

解決因人口老化而導致的問題。 

 

 

商品及服務稅有很多優點 

 

在所有方案中，政府認為，一個稅率低、稅制簡單、以及對一般消費徵

收的商品及服務稅是擴闊稅基的最佳方案。實施單一低稅率的商品及服

務稅是較為可取，因為： 

 

(a) 這稅項可帶來穩定而可預計的收入，因為這稅項是按消費開支

徵收，而消費開支的波幅並沒有像收入或資產價值的波幅那麼

大； 

 

(b) 這稅項的稅基廣闊，因此即使稅率低也可帶來可觀稅收； 

 

(c) 這是公平的稅項，繳稅額根據個人消費而定，消費開支越大，

繳稅額就越大； 

 

(d) 較難避稅，因為這稅項在多個階段徵收及設有抵免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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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任何人向登記企業購物，不論其背景、入息水平或其他情況，

一律須繳稅。即使收入來源不被評稅的人士，在消費時也須繳

納商品及服務稅； 

 

(f) 這稅項可隨着消費上升而增長，即使人口老化，情況也不受影

響；以及 

 

(g) 這稅項可維持香港的競爭力及低稅營商環境，以吸引外資和人

才。 

 

 

商品及服務稅可提供穩健的稅基 

 

通過開徵商品及服務稅進行稅制改革，可提供一個穩健的稅基，有利於

香港的長遠經濟增長和繁榮。我們雖然可考慮其他方案，但這些方案對

香港的長遠繁榮和競爭力都沒有那麼有利。 

 

我們建議在香港實施的是稅率低和稅基廣闊的商品及服務稅。為方便解

說起見，在這諮詢文件我們假設商品及服務稅稅率為 5%。稅率一旦釐定

後，會在最少首五年維持不變。 

 

 

商品及服務稅是簡單的稅項 

 

建議的商品及服務稅豁免項目為數很少(主要是出口商品及國際服務、金

融服務和住宅物業)，而登記起徵點高(建議訂為每年營業額 500 萬元)，

因此，大部分中小型企業都無須就這稅項登記。營業額未達至登記起徵

點的企業，仍可選擇登記。 

 

國際的經驗顯示豁免項目會令稅制更為複雜，以及造成遵從規定和收稅

方面的問題。為了簡化工作，確保稅基穩健和避免出現有違公平原則的

扭曲情況，我們建議的商品及服務稅覆蓋範圍廣闊，包括交通、食品、

醫療服務、教育和大部分其他家庭消費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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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透過寬減現有稅項和為家庭(特別是低收入家庭)提供紓緩措

施，以減輕因開徵商品及服務稅而引致家庭開支增加的影響；我們不建

議提供特別豁免項目，因為這會令商品及服務稅稅制變得複雜，以及增

加遵從成本和縮窄稅基。 

 

建議的商品及服務稅架構的主要特點： 

 

(a) 出口商品和國際服務以及金融服務都無須繳納商品及服務稅。

這做法與海外一致，可確保香港進出口貿易、物流及金融服務

業能維持國際競爭力； 

 

(b) 我們會推出寬鬆的延期繳稅計劃，以紓緩進口商因實施商品及

服務稅而遇到的現金周轉問題； 

 

(c) 我們會推出旅客退稅計劃，讓旅客可就在香港購買並攜帶出境

的商品獲退還商品及服務稅； 

 

(d) 住宅物業的買賣和租賃均無須繳納商品及服務稅。這可盡量減

少商品及服務稅對置業人士的影響，而且與國際較常見的做法

一致。非住宅物業的買賣和租賃則須繳納這稅項； 

 

(e) 政府會就商品及服務稅登記，並須繳交銷項稅及申請退還進項

稅，與私營機構進行公平競爭；以及 

 

(f) 慈善團體會被視作「應課稅人士」，讓他們可申請退還其就所

購買商品和服務而繳納的商品及服務稅。 

 

 

首五年政府收入不會因而增減 

 

政府推出這套稅制改革方案，並非為了增加收入。我們計劃在實施商品

及服務稅的首五年，在扣除行政費用後，把所有該項稅收用於為市民提

供稅務寬免，其他紓緩措施，或增加公共開支以改善公共服務。我們建

議，稅制改革的所有主要項目一經確定並實施後，都會在首五年內維持

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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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間調低現有稅項 
 
如引入稅基廣闊的商品及服務稅，我們就有空間調低現有的稅項和收

費，以減輕納稅人和使用公共服務人士的負擔。 

 

 

為家庭提供的紓緩措施 

 

海外經驗顯示，在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時，政府通常會推出稅務寬免及紓

緩措施，以減輕家庭因生活成本上升而受到的影響。 

 

在香港，政府在推行建議稅制改革方案時亦須致力減輕香港家庭的負

擔。因此，建議下列措施與商品及服務稅同時推行： 

 

(a) 調低對所有現有納稅人課稅的稅率，包括薪俸稅、個人入息課

稅、物業稅及非法團業務的利得稅稅率。此舉亦可提高香港挽

留及招攬人才的競爭力； 

 

(b) 按商品及服務稅預計會對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的影響，即時

為綜援受助人提供一次過的紓緩津貼，並在日後按物價的實際

變動作出調整。由於這調整已全面計及商品及服務稅對物價的

影響，所以這個組別的家庭所獲得的支援應足以抵銷商品及服

務稅的影響； 

 

(c) 按每個家庭計算，為沒有領取綜援的低收入家庭每年提供

2,000 元的現金津貼； 

 

(d) 在開徵商品及服務稅首五年每年向每個家庭提供 500 元的「水

費及排污費扣除額」，五年後再作檢討；以及 

 

(e) 在開徵商品及服務稅首五年每年向每個家庭提供 3,000 元的

「差餉扣除額」，五年後再作檢討。 

 

有關上述各項建議的詳情，請參閱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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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稅項寬免及其他紓緩措施 

 

建議措施包括以下各項： 

 

(a) 調低利得稅稅率，以增加香港對企業的吸引力；  

 

(b) 取消名義資本額註冊費，以鼓勵更多企業在香港成立為法團； 

 

(c) 調低汽車首次登記稅、酒稅、汽油、柴油及飛機燃油稅及甲醇

稅，這樣，若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時，這些稅項的整體稅率便不

會增加； 

 

(d) 調低進口及出口報關費，以提高進出口貿易的競爭力； 

 

(e) 取消酒店房租稅，以避免因開徵商品及服務稅而導致雙重徵

稅； 

 

(f) 提高慈善捐款的扣稅上限；以及 

 

(g) 提供一次過的資助(例如以津貼形式資助企業購置與開徵商品及

服務稅有關的電腦設備和軟件)給自願就商品及服務稅登記的中

小型企業和非牟利機構。 

 

有關上述各項建議的詳情，請參閱第七章。 

 

 

可用餘款的使用方案 

 

在支付所有行政費用和建議為家庭、企業及慈善團體提供紓緩措施所需

的費用後，估計從商品及服務稅所得的收入尚餘 200 億元左右。若把所

得餘款悉數以稅務寬免或其他方式回饋市民，可以有多種不同做法。 

 

若我們把餘款悉數用於寬減薪俸稅，則我們可以調低薪俸稅稅率或擴闊

稅階，或兩者兼施。 
 

另一選擇是把該筆餘款用於調低利得稅稅率，以提高我們的商業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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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另一個方案，就是把餘款用於增加公共開支，而額外撥款可投放在

教育、衞生、社會福利、治安或基礎建設方面，以改善公共服務。 

 

有關上述各方案的詳情，請參閱第八章。 

 

 

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整體來說，建議的稅項寬免及其他紓緩措施是為了紓緩因建議開徵的商

品及服務稅對個人和企業的影響、提升香港經濟的競爭力，以達到我們

進行稅制改革的主要目標：確保香港的長遠繁榮。 

 

 

商品及服務稅的影響 

 

商品及服務稅對家庭生活開支會有短暫而溫和的影響(雖然影響範圍廣

泛)。舉例來說，如開徵 5%的商品及服務稅，估計會令物價上升約 3%，

但這僅屬一次過的短期通脹影響。 

 

 

現在是採取行動的適當時機 

 

設計完善的稅制改革，再配合適當的稅務寬免和其他紓緩措施，可以解

決香港稅制存在已久的缺點。 

 

我們把這些問題擱置越久，情況就會越惡劣，在經濟再度逆轉時，我們

就不得不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諮詢是向前邁進的重要一步 

 

現時經濟好轉，而預期未來一段時間的經濟前景也會向好，我們因此有

機會在這諮詢期間小心考慮這個重要課題，而不用急下決定。我們有充

裕時間去諮詢、考慮和籌劃最佳方法去改革稅基和管理公共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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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進行稅制改革對整個社會都有影響，我們歡迎各界人士就這份諮詢

文件提出意見。我們會審慎從事，周詳部署。我們歡迎各界人士就這份

諮詢文件，特別是在商品及服務稅的建議架構，為家庭提供的紓緩措

施，以及其他稅項調整和寬免措施方面，提出意見。本諮詢文件所提供

的建議並非最後定案，而是希望藉此鼓勵市民對這個問題在有充分資料

的情況下進行理性的討論。諮詢期會由二零零六年七月中開始，直至二

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 

 

在諮詢期間，政府代表會出席多個公開論壇及電台和電視台的節目。我

們希望市民踴躍參加和表達意見。討論的每個環節都具透明度，我們亦

希望市民積極提出問題和意見。 

 

為了盡量讓市民有機會提供意見，我們設立了一個網站。我們亦歡迎各

界人士以電郵、郵遞或傳真方式提交意見書，地址和傳真號碼如下: 

 

網址：www.taxreform.gov.hk 

 

：taxreform@fstb.gov.hk 

 

郵遞：香港中環下亞厘畢道 

中區政府合署中座 4 樓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稅制改革」 

 

傳真：2868 5641  請註明「稅制改革」 

 

這份諮詢文件、其他相關報告，以及與這個諮詢工作有關的資料單張，

已上載於www.taxreform.gov.hk這個網站。我們會在諮詢期間上載更多

資料。 

 

在諮詢過程中，我們或會複製和公開意見書的全部或部分內容。除非提

交意見書的人士註明保留公開意見書內容的權利，否則我們會假設已獲

准複製和公開所提出的任何意見。 

 

 

電郵

歡迎意見，鼓勵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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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意見很重要 

 

我們會慎重考慮社會各界的意見，包括就分配稅款餘額作額外寬免及紓

緩用途、用於增加公共開支以改善公共服務及各項措施的結合方式和價

值，然後才就香港應否進行稅制改革和開徵商品及服務稅作建議；以及

如進行的話，應怎樣推行。 

 

 

請踴躍參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