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务局

2021至2023年的开放数据计划 

A. 在 2021 年发放的本局数据集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1 财经∕按不同月租组别分析透过电子方式

加盖印花的租约的印花税收入

04/2021 每月 按不同月租组别分析透过电子方式加盖

印花的租约的印花税收入 ( XML) 

2 财经∕按入息组别分析获扣减的自愿医保

计划保单保费、延期年金保费、及可扣税

强积金自愿性供款等

10/2021 每年 每个入息组别下每种扣除项目获扣减的

总金额 ( XML) 



B. 在 2022 年及 2023 年发放的本局数据集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1 财经∕按雇员数目组别分析雇主的数目 04/2022 每年 按雇员数目组别分析雇主的数目 (CSV) 

2 财经∕按薪酬组别分析雇主的数目 04/2023 每年 按薪酬组别分析雇主的数目 (CSV)

C. 其他机构计划开放的数据集

(1) 机构名称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1 不适用



D. 进度：本局及其他机构已经上载「资料一线通」网站的数据集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例如：实时、每天、每

星期、每月等) 

备注

1 财经∕薪俸税∕个人入息课税的免税额 12/2015 每年 薪俸税∕个人入息课税的免税额(CSV)

2 财经∕按入息组别分析免税额 12/2015 每年 每个入息组别下每种免税额获扣减的总

金额 (XML)

3 财经∕按入息组别分析薪俸税评税 12/2015 每年 每个入息组别下的纳税人数目、获扣减

的总免税额、扣除项目获扣减的总金额 
(XML)

4 财经∕博彩收入 12/2015 每年 来自赛马∕奖劵 (六合彩) ∕足球博彩

的博彩税收入 (CSV) 

5 财经∕商业登记费及征费收费表 12/2015 每年 商业登记费及征费收费表 (CSV) 

6 财经∕商业登记统计资料 12/2015 每年 新商业登记∕重开商业登记∕取消商业

登记的宗数 (CSV) 

7 财经∕法团 － 各行业所付的利得税 12/2015 每年 法团 - 各行业所占的利得税最后评税额 

(CSV) 

8 财经∕入息及利得税 － 发出的税单、

评定的税款及收取的款项 

12/2015 每年 有关利得税∕薪俸税∕物业税∕个人入

息课税的税单数目、评定的税款及收取

的款项 (CSV) 

9 财经∕入息及利得税 － 评定的税款及

收取的款项 

12/2015 每年 有关利得税∕薪俸税∕物业税∕个人入

息课税的评定税款总额、应收款项总额

及收款净额 (XML) 



10 财经∕物业统计资料 12/2015 每年 由个别人士独自拥有∕联名拥有、分权

拥有∕由法团拥有的物业数目 (CSV) 

11 财经∕薪俸税∕个人入息课税的扣除-

最高限额 

12/2015 每年 薪俸税∕个人入息课税的扣除-最高限额  

(CSV) 

12 财经∕印花税收入及印花税署的工作 12/2015 每年 来自不动产交易∕转让公司股票∕租约

∕其他文件的印花税收入 (CSV) 

13 财经∕薪俸税∕个人入息课税的税率表 12/2015 每年 薪俸税∕个人入息课税的税率表 (CSV) 

14 财经∕税款宽减 12/2015 每年 税款宽减 (CSV) 

15 财经∕非法团业务 － 各行业所付的利

得税 

12/2015 每年 非法团业务 - 各行业所占的利得税最后

评税额 (CSV) 

16 财经∕额外印花税, 买家印花税, 双倍

从价印花税 及新住宅印花税统计数据 

06/2018 每月 来自额外印花税, 买家印花税, 双倍从

价印花税及新住宅印花税的印花税收入 
(CSV) 

17 财经∕每月新商业登记的宗数 04/2019 每月 每月新商业登记的宗数 (CSV)

18 财经∕按合伙人数目分析合伙业务 04/2019 每月 按合伙人数目分析合伙业务 (CSV)

19 财经∕利得税的税率表 11/2019 每年 利得税的税率表 (CSV) 

20 财经∕按最后评税额分析法团的利得税

评税 

12/2019 每年 按最后评税额分析法团的利得税评税
(XML)

21 财经∕按最后评税额分析非法团业务的

利得税评税 

12/2019 每年 按最后评税额分析非法团业务的利得税

评税(XML) 

22 财经∕按最后评税额分析薪俸税评税 12/2019 每年 按最后评税额分析薪俸税评税(XML)

23 财经∕按最后评税额分析全权拥有物业

的物业税评税 

12/2019 每年 按最后评税额分析全权拥有物业的物业

税评税(XML)



24 财经∕按最后评税额分析已婚人士与配

偶共同申请个人入息课税的评税

12/2019 每年 按最后评税额分析已婚人士与配偶共同

申请个人入息课税的评税(XML) 

25 财经∕按最后评税额分析自行或与配偶

分开申请个人入息课税的评税

12/2019 每年 按最后评税额分析自行或与配偶分开申

请个人入息课税的评税(XML) 

26 财经∕按最后评税额分析联名拥有物业

的物业税评税

12/2019 每年 按最后评税额分析联名拥有物业的物业

税评税(XML)

27 财经∕按物业的代价款额分析从价印花

税款 

04/2020 每月 来自不动产交易的印花税收入按每个代

价范围分析(XML)

28 财经∕来自转让香港证券(包括上市及

非上市公司)的印花税每月统计资料 

04/2020 每月 来自转让上市公司股票及非上市公司股

票的印花税收入 (CSV) 

29 财经∕按总应评税值分析联名拥有物业

的物业税评税 

04/2020 每年 按总应评税值分析联名拥有物业的物业

税评税 (CSV) 

30 财经∕按利得税两级制评税的业务及少

收的税款 

11/2020 每年 按利得税两级制评税的法团∕非法团业

务及少收的税款 (CSV) 

税务局 

2021 年 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