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稅務局

2021至2023年的開放數據計劃 

A. 在 2021 年發放的本局數據集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1 財經∕按不同月租組別分析透過電子方式

加蓋印花的租約的印花稅收入

04/2021 每月 按不同月租組別分析透過電子方式加蓋

印花的租約的印花稅收入 (XML) 

2 財經∕按入息組別分析獲扣減的自願醫保

計劃保單保費、延期年金保費、及可扣稅

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等

10/2021 每年 每個入息組別下每種扣除項目獲扣減的

總金額 (XML) 



 

B. 在 2022 年及 2023 年發放的本局數據集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1 財經∕按僱員數目組別分析僱主的數目 04/2022 每年 按僱員數目組別分析僱主的數目 (CSV) 

 
2 財經∕按薪酬組別分析僱主的數目 04/2023 每年 

 
按薪酬組別分析僱主的數目 (CSV) 

  
 

C. 其他機構計劃開放的數據集   
(1) 機構名稱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1 不適用       

   

  



 

D. 進度：本局及其他機構已經上載「資料一線通」網站的數據集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例如：實時、每天、每

星期、每月等) 

 

備註 

1 財經∕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的免稅額 12/2015 每年 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的免稅額(CSV) 

2 財經∕按入息組別分析免稅額 12/2015 每年 每個入息組別下每種免稅額獲扣減的總

金額 (XML) 

3 財經∕按入息組別分析薪俸稅評稅 12/2015 每年 每個入息組別下的納稅人數目、獲扣減

的總免稅額、扣除項目獲扣減的總金額 

(XML) 

4 財經∕博彩收入 12/2015 每年 來自賽馬∕獎劵 (六合彩) ∕足球博彩

的博彩稅收入 (CSV) 

5 財經∕商業登記費及徵費收費表 12/2015 每年 商業登記費及徵費收費表 (CSV) 

6 財經∕商業登記統計資料 12/2015 每年 新商業登記∕重開商業登記∕取消商業

登記的宗數 (CSV) 

7 財經∕法團 － 各行業所付的利得稅 12/2015 每年 法團 - 各行業所佔的利得稅最後評稅額 

(CSV) 

8 財經∕入息及利得稅 － 發出的稅單、

評定的稅款及收取的款項 

12/2015 每年 有關利得稅∕薪俸稅∕物業稅∕個人入

息課稅的稅單數目、評定的稅款及收取

的款項 (CSV) 

9 財經∕入息及利得稅 － 評定的稅款及

收取的款項 

12/2015 每年 有關利得稅∕薪俸稅∕物業稅∕個人入

息課稅的評定稅款總額、應收款項總額

及收款淨額 (XML) 

10 財經∕物業統計資料 12/2015 每年 由個別人士獨自擁有∕聯名擁有、分權

擁有∕由法團擁有的物業數目 (CSV) 



11 財經∕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的扣除-

最高限額 

12/2015 每年 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的扣除-最高限額  

(CSV) 

12 財經∕印花稅收入及印花稅署的工作 12/2015 每年 來自不動產交易∕轉讓公司股票∕租約

∕其他文件的印花稅收入 (CSV) 

13 財經∕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的稅率表 12/2015 每年 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的稅率表 (CSV) 

14 財經∕稅款寬減 12/2015 每年 稅款寬減 (CSV) 

15 財經∕非法團業務 － 各行業所付的利

得稅 

12/2015 每年 非法團業務 - 各行業所佔的利得稅最後

評稅額 (CSV) 

16 財經∕額外印花稅, 買家印花稅, 雙倍

從價印花稅 及新住宅印花稅統計數據 

06/2018 每月 

 

來自額外印花稅, 買家印花稅, 雙倍從

價印花稅及新住宅印花稅的印花稅收入 

(CSV) 

17 財經∕每月新商業登記的宗數 04/2019 每月 每月新商業登記的宗數 (CSV) 

18 財經∕按合夥人數目分析合夥業務 04/2019 每月 按合夥人數目分析合夥業務 (CSV) 

19 財經∕利得稅的稅率表 11/2019 每年 利得稅的稅率表 (CSV) 

20 財經∕按最後評稅額分析法團的利得稅

評稅 

12/2019 每年 按最後評稅額分析法團的利得稅評稅 
(XML) 

21 財經∕按最後評稅額分析非法團業務的

利得稅評稅 

12/2019 每年 按最後評稅額分析非法團業務的利得稅

評稅(XML)  

22 財經∕按最後評稅額分析薪俸稅評稅 12/2019 每年 按最後評稅額分析薪俸稅評稅(XML) 

23 財經∕按最後評稅額分析全權擁有物業

的物業稅評稅 

12/2019 每年 按最後評稅額分析全權擁有物業的物業

稅評稅(XML) 

24 財經∕按最後評稅額分析已婚人士與配

偶共同申請個人入息課稅的評稅 
12/2019 每年 按最後評稅額分析已婚人士與配偶共同

申請個人入息課稅的評稅(XML) 

 



25 財經∕按最後評稅額分析自行或與配偶

分開申請個人入息課稅的評稅

12/2019 每年 按最後評稅額分析自行或與配偶分開申

請個人入息課稅的評稅(XML) 

26 財經∕按最後評稅額分析聯名擁有物業

的物業稅評稅

12/2019 每年 按最後評稅額分析聯名擁有物業的物業

稅評稅(XML)

27 財經∕按物業的代價款額分析從價印花

稅款 

04/2020 每月 來自不動產交易的印花稅收入按每個代

價範圍分析(XML)

28 財經∕來自轉讓香港證券(包括上市及

非上市公司)的印花稅每月統計資料 

04/2020 每月 來自轉讓上市公司股票及非上市公司股

票的印花稅收入 (CSV) 

29 財經∕按總應評稅值分析聯名擁有物業

的物業稅評稅 

04/2020 每年 按總應評稅值分析聯名擁有物業的物業

稅評稅 (CSV) 

30 財經∕按利得稅兩級制評稅的業務及少

收的稅款 

11/2020 每年 按利得稅兩級制評稅的法團∕非法團業

務及少收的稅款 (CSV) 

稅務局 

2021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