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00099 年年 55 月月 44 日日記記者者招招待待會會


稅稅務務局局局局長長講講詞詞


 

 

 

 

 

 

 

 

 

各位傳媒、記者朋友，

多謝大家出席今天的記者招待會。

今天稅務局向  208萬名市民發出了  2008至 09年度的個別
人士報稅表，其中  12 萬份報稅表是電子表格；其餘  196 萬份則
是傳統的紙本表格。選取電子表格的納稅人可即時登入他們的
「稅務易」戶口查閱報稅表，而選用紙本表格的納稅人便要等
待一兩天才會收到郵寄的報稅表。

財政司司長今年  2月在預算案中提出寬減  2008至 09年度
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百分之  50，每宗個案以  6 千元為上限。

薪俸稅納稅人只須如常填報報稅表，無須特別就這項寬減
提出申請。

賺取租金收入或營業利潤的個人，如符合資格，可在填報  
2008/09 年度報稅表時申請個人入息課稅，以享有這項寬減。稅
務局會就每宗申請驗算個人入息課稅可否減低申請人的稅款，
並以對他較為有利的方式評稅。

政府已就這項寬減建議展開了立法程序，待有關法例獲立
法會通過後，稅務局便會在今年度發出的稅單落實有關寬減。

去年全球經濟急劇逆轉，香港無可避免受到打擊，影響到
不少受薪和營商人士。暫繳稅的緩繳機制，在納稅人收入驟減
時正好發揮了紓緩作用。稅務局亦積極提升服務，推出申請緩
繳暫繳稅和分期繳稅熱線協助市民。2008 至 09 年度，我們處
理了近  6 萬宗緩繳暫繳薪俸稅、和  8 千多宗緩繳暫繳利得稅的
個案，分別較上年度大幅增加百分之  84 和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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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今年填表時要特別注意下列數點：  

(1) 	 如他已能確定他在  2009/10 年度的收入會因失業或轉職
較去年顯著下降，可在報稅表上或另紙清楚填寫詳情，
稅務局會參考所提供的資料，向他少徵或免徵  2009/10
年度暫繳稅。但納稅人須注意提供正確資料，以免被罰。  

(2) 	 由 2008/09 年起，認可慈善捐款的扣除上限已調高至收
入的百分之  35。為確保這項扣除不會被濫用，稅務局會
加強抽查申請扣除的個案。納稅人須據實填報捐款數
字，並應留意只有捐給獲免稅的慈善團體的捐款才可獲
得稅務扣除。獲免稅的慈善團體的名單已上載稅務局網
頁，方便公眾人士查閱。捐款收據在遞交報稅表時雖然
不用夾附，但必須保存七年，以便稅務局日後抽查提交
作憑證。  

(3) 	 請準時於  1 個月內（即  6 月 4 日或之前）遞交填妥的報
稅表。如屬經營獨資業務人士，交表限期則為  3 個月（即  
8 月 4 日或之前）。

今年我們會繼續在稅務局網頁登載「網上稅務講座」，發
放填寫各種報稅表的資訊，並設有「網上問答專欄」，定期解答
市民的查詢。此外，稅務局從  5 月 4 日起的一個月內（即至  6
月 4 日止），特別調配員工支援查詢熱線，並延長服務時間。市
民如在填寫報稅表時遇有疑問，可致電  187 8022 查詢。查詢熱
線的接線生當值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 15 分至下午  7 時，
和星期六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公眾假期休息。

剛才我提及今年稅務局發出了  12 萬份電子報稅表。現在
讓我介紹一下稅務局的電子服務。

稅務局自去年初起推出了「稅務易」 eTAX 網上稅務平
台，已有不少巿民開立了「稅務易」戶口，選擇電子報稅表和
電子稅單，亦獲發電子收據，實行稅務交易全面電子化。同時，
「稅務易」會為每個用戶開設一個個人信息匣，以收取稅務局
的電子通訊。當用戶快將到期報稅或交稅時，稅務局會發給他
一個電子提示信息。此外，用戶可隨時上網查閱他自己的稅務
狀況和更新個人資料，有需要的話亦可提交電子反對和緩繳暫
繳稅的申請。所以，「稅務易」就好像是每個納稅人的稅務秘書，
隨時隨地為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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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稅務易」收取和提交報稅表，既方便又環保。稅
務局的電腦系统，會依據你上次網上報稅輸入的資料，和你僱
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金報稅表，為你預填個人資料、入息和免
稅額等，你只需登入「稅務易」覆核資料，和填上扣除項目例
如居所貸款利息或慈善捐款等，就可在網上提交你的報稅表。
你亦可將報稅表的資料儲存至自己的電腦，和使用預計稅款的
功能計算來年要交多少稅。

稅務局自  2001 年開始推出電子報稅以來 使用率逐年上
升，去年我們收到超過  20 萬份電子報稅表，希望今

，
年有更好成

績。今年剛開始，已有超過  12 萬名納稅人選擇收取電子報稅
表，他們省卻了印製紙本表格所需的  113 萬張  A4 紙，足以鋪
滿 11 個足球場。因此，我呼籲納稅人轉用電子報稅，和選擇收
取電子報稅表和稅單，在享用方便和安全的電子稅務服務的同
時，身體力行支持環保。

如果你還未開立「稅務易」戶口，我現在誠意邀請你盡
快開户。開户時，用戶可自選一個喜愛的名稱作為戶名。所以，
愈早開戶，成功訂立心儀戶名的機會愈大。

為鼓勵市民使用「稅務易」網上報稅，今年所有網上報
稅的人士都可自動獲延期一個月交表，即延期至  7 月 4 日。經
營獨資業務人士，交表限期亦可自動獲延期一個月至  9 月 4 日。

現在讓我談談稅務局上年度的稅收。  

2008-09 年度，稅務局整體稅收達到  1,915 億元，較上一
個年度的  2,007 億元少  92 億元，微跌百分之  5。其中入息及利
得稅稅收高達  1,461 億元，較上一年度的  1,337 億元增加  124
億元，上升百分之  9，佔稅務局全年整體稅收百分之  76。

在經濟逆轉下仍出現稅收增加這個反常的現象，是由於
入息及利得稅的收入一向是滯後的，上年度所收到的  1,461 億
元，主要來自  2007/08 年度的最後評稅和  2008/09 年度的暫繳
稅。而  2008/09 年度的暫繳稅一般是按納稅人  2007/08 年度的
實際收入徵收。根據評稅資料，利得稅納稅人  2007/08 年的應
課稅利潤較對上一個課稅年度整體上升百分之  25，而薪俸稅納
稅人整體收入亦有百分之  12.5 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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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可能由於今年利率偏低，百分之  44 市民提早在  3
月份或上一個財政年度完結之前已清繳了在今年  4 月份或之後
才到期的薪俸稅稅款，比上年度高百分之  6。而利得稅的納稅
人，亦提早清繳了百分之  17 在今年  4 月或以後才到期的稅款，
比上年度高百分之  1，進一步推高稅收。另一方面，受金融風
暴打擊，今年欠稅數字無可避免上升，由上年度評稅額的百分
之 3.6 增至今年的百分之  5。

印花稅的情況則大不相同。2008 年下旬出現金融危機，
股市和物業交易大減，即時大幅減低了印花稅的稅收，全年的
印花稅稅收只有  321 億元，較上一年度的  515 億元下跌百分之  
38，即  194 億元。

博彩稅稅收表現尚算平穩。來自賽馬和六合彩的博彩稅
均略低於去年，全年博彩稅稅收下降百分之  3 至 126 億元。

整體稅收總額比本年  2 月公布的修訂預算略高了百分之  
2。

展望來年，去年申請緩繳暫繳稅個案的大增，顯示  
2008/09 年度入息及利得稅的收入已比  2007/08 下跌，而金融海
嘯的影響看來會延續至  2009/10 年，所以我們對本年度的稅收
持審慎態度，估計入息及利得稅將較去年回落百分之  24 至 
1,106 億元，印花稅亦較去年回落百分之  22 至 250 億元，預期
稅務局整體稅收會略少於  1,500 億元，整體跌幅為百分之  22。

有關稅收數字，填寫報稅表和網上報稅的資料，我們準
備了一些資料單張，同事現在會分派給大家。

今天我們在會場特別設置了電腦。在問答時間之後，各
位有興趣的話，可即時體驗一下「稅務易」網上報稅。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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