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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業界把握
金融市場新興機遇

鞏固現有優勢
再拓發展空間

建議引入住宅物業
累進差餉制度

建議修改住宅物業
差餉寬減制度

落實BEPS 2.0強化離岸人民幣
業務樞紐功能RMB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利民紓困

紓解民困 支援企業
發放消費券

推出住宅租金開支
扣稅

「百分百擔保個人
特惠貸款計劃」



協助業界把握金融市場新興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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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可持續金融

 政府至今已成功發行超過70億美元等值綠色債券，今年
會繼續發行等值約45億美元的綠色債券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助計劃」下申請外部評審費用資助
的最低貸款額將由二億元降至一億元，支持企業積極
參與綠色融資

金融科技

 撥款一千萬元推出新一輪「拍住上」金融科技概念驗證
測試資助計劃。建議資助科研機構，為香港金融科技業界
面對的發展瓶頸提出解決方案

 金管局與中國人民銀行通過「聯網」方式構建「一站式」
平台，讓跨境金融科技項目於兩地進行同步測試。金管局
正與中國人民銀行落實操作細節

 擴充「商業數據通」功能，研究讓金融機構在企業授權下
從不同政府部門取得數據

培育金融人才作支撐

1 推出為期三年的「綠色和可持續
金融培訓先導計劃」

2 積極落實在資歷架構下制訂金融
科技從業員專業資歷

3 委託數碼港推行新一輪
「金融從業員金融科技培訓計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範疇



鞏固現有優勢 再拓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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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市場 債券市場

持續發展融資平台

 研究修訂上市條件，配合從事先進技術且具
規模，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研發，但未達有盈
利及業績支持階段的科技企業融資

中概股回流：港交所已容許沒有不同投票權架構，
屬非創新產業的大中華公司來港第二上市，並給
予雙重主要上市的發行人更大靈活性

深化與內地的互聯互通：盡快落實ETF互聯互通、
探索開拓更多風險管理產品

新上市路徑：推出了SPAC制度

落實債券市場發展督導委員會建議

 政府擴大發行綠色、人民幣和較長年期港元
債券

 鼓勵內地企業和機構參與香港的債券市場，
加強市場推廣

 完善中央結算系統（CMU），並研發電子
債券交易平台

 研究優化發債章程規定，便利小投資者參與
債券市場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範疇



鞏固現有優勢 再拓發展空間（續）

5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範疇

基建融資市場 資產及財富管理

吸引家族辨公室來港營辦

 建議就單一家族辦公室的合資格
家族投資管理實體提供稅務寬免，
並會就詳細建議盡快諮詢業界

 目標在今個立法年度提出修例
建議，預計安排將在2022/23
課稅年度起生效

基建融資證券化：按揭證券公司
預期將於下年度發行總值達4.5億
美元的基建融資證券化產品

增加未來基金對
香港增長組合分配

 分配增加一百億

 五十億用作成立大灣區投資基金

普惠金融：發行不少於150億元
iBond、350億元銀色債券及
100億元零售綠債

債券市場（續）



強化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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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通股票以
人民幣計價

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
生態圈

優化
「跨境理財通」

豐富離岸
人民幣產品

已完成可行性研究，下一步將：

 與內地監管當局及相關機構磋商

 與發行人及相關業界接觸

 政府將提供配套，如寬免市場莊家交易的股票買賣印花稅

繼續推動離岸人民幣產品發展：

包括更多元化的人民幣理財產品和債券在港發行，
促進人民幣國際化

與內地監管當局探討優化措施，包括：

逐步放寬額度、擴大可投資產品範圍、
增加參與機構及完善銷售安排等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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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差餉制度措施：1) 建議引入住宅物業累進差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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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目標：改變現時一律為租值5%的差餉徵收率，更有效反映「能者多付」原則，
並增加政府收入（每年約為$7.6億）；按數量計受影響私人住宅物業比例只佔2.2%

建議新的累進制度（暫定2024/25年度第四季生效、只適用於私人住宅物業及不包括公共租住房屋）

住宅物業的全年
應課差餉租值

建議累進差餉徵收
百分率

佔私人住宅物業
百分率

例子

$55萬或以下（按月租值
$45,833或以下）

$55萬以上至$80萬
（按月租值$45,833至

$66,667）

$80萬以上（按月租值
$66,667以上）

5%（維持不變）

首$55萬：5%
其後$25萬：8%

首$55萬：5%
其後$25萬：8%
$80萬以上：12%

97.8%（約187萬個物業）

1.3%（約2.5萬個物業）

0.9%（約1.7萬個物業）

一個全年
應課差餉租值為$55萬的
物業全年應繳差餉不變

一個全年應課差餉租值為
$80萬的物業應繳差餉

每年增加$7,500

一個全年應課差餉租值為
$200萬的物業應繳差餉

每年增加$91,500

1

2

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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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及
申請日期

 暫定生效日期為2023/24年度第三季（即2023年10月- 12月）

 暫定2023年3月- 6月接受電子或書面申請（除非日後業權、申請人資格等狀況有變，
否則無需再次申請）

寬減金額

 政府每年按情況決定是否提供差餉寬減及寬減金額

 2022/23年度寬減：首兩季上限（住宅物業每季$1,500、非住宅物業每季$5,000）；
其後兩季上限（住宅物業每季$1,000、非住宅物業每季$2,000）；

檢討差餉制度措施：2) 建議修改住宅物業差餉寬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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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目標：回應社會關注擁有多個住宅物業的業主在現時差餉寬減機制下可多重受惠。修改後只限自然人
業主申請住宅物業差餉寬減（排除以公司名義持有），而且每名合資格者只可就一個住宅物業提出寬減

申請，以更有針對性地提供寬減。公共租住房屋安排不受影響

建議修改

 只限持有有效香港居民身分證的自然人業主申請（不限於香港永久性居民）

 在指定日期為相關住宅物業於土地登記冊上的註冊業主

 每名申請人只限就一個住宅物業提出申請、聯名持有的物業可由其中一位合資格業主申請

x 以公司名義持有物業不再享有差餉寬減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庫務範疇



「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國際稅務改革方案（BEPS2.0）

BEPS 2.0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國際稅務新規定，全球逾130個地區包括香港已承諾實施，方案分為兩部分：

支柱

1
就營業額達200億歐元的超大型跨國企業集團的

剩餘利潤，其徵稅權分配予市場所在的
稅務管轄區

支柱

2 營業額不少於7.5億歐元的大型跨國企業集團須
繳納15%的全球最低實際稅率

特區政府回應BEPS 2.0方針

地域來源徵稅
原則不變；
稅制簡單、
明確及

具透明度不變

中小企不受
影響；盡量
減輕受影響
企業的
合規成本

協助企業適應
新國際稅務

標準

考慮實施本地
最低補足稅，
以保障香港的

徵稅權

改善營商環境，
吸引跨國企業

投資

香港落實BEPS 2.0時間表

2022年提交立法建議 2023年實施BEPS2.0 2024年起實施本地
最低補足稅

9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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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解民困 支援企業 發放消費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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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解民困：

1) 寬減百分百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上限為1萬元；2) 寬減四季住宅物業差餉，首兩季以每戶每季1,500元為上限，其後每戶每季
1,000元為上限；3) 為每個合資格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提供1,000元電費補貼

支援企業：

1) 寬減百分百利得稅，上限為1萬元；
2) 寬減四季非住宅物業差餉，首兩季以每戶每季5,000元為上限，其後每戶每季2,000元為上限；
3) 寬免商業登記費；
4) 繼續減收非住宅用戶75%應繳水費及排污費，每戶每月寬減額上限分別為兩萬元及1.25萬元，為期八個月至今年11月底；
5) 由今年10月起，延長豁免／寬減現行34類政府收費，為期十二個月，惠及多個行業；及
6) 繼續寬減現時適用於政府處所合資格租戶、地政總署轄下合資格短期租約及豁免書的75%租金和費用，為期六個月至今年9月底。同
一時期內，應政府要求以致需要關閉處所的租戶，在關閉期間可繼續獲得全額租金寬免

發放消費券：

新的一波疫情打亂了經濟復蘇的步伐。借鑑去年經驗，我們會推出新一輪消費券計劃，透過合適的儲值支付工具向每名合資格的18歲
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新來港人士，分期發放總額1萬元的電子消費券。預計措施可惠及約660萬人

特別安排：透過去年推出的消費券計劃所收集的登記資料，在4月份先向超過630萬名已成功登記的市民發放5,000元消費券，餘額會跟
新符合資格人士的消費券一起在年中分批發放

利民紓困



合資格者

 並沒持有住宅物業的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納稅人

 同住配偶訂立的租約亦可作扣稅之用

x 不符資格的情況包括：1) 租約業主為納稅人相聯者
如父母；及 2) 獲僱主提供居所的納稅人

推出住宅租金開支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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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目標：減輕並沒持有住宅物業而需要租住居所的納稅人的財政負擔；
預計43萬名租住私人物業的納稅人受惠，政府收入將減少約33億元

可扣稅款額

 上限為每課稅年度10萬元租金（須為已支付租金）

 多於一位租客將按合租人數按比例減少扣除上限

 某一課稅年度租期不足12個月的租約將按比例減少
扣除上限

合資格物業

 租住私人物業為納稅人在港的主要居所

 所訂租約有加蓋印花

x 不符資格物業包括：1) 不可出租作住宅用途的處所如
非住宅物業；及 2) 按租賃購買協議租住的住宅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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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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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在去年宣佈設立「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作為輔助措施，為在疫情中失業的人士
提供多一個財政選項。計劃自去年4月底推出以來，已批出合共超過25億元貸款，為三萬六千多名
失業人士提供支援，幫助他們渡過暫時的困境

考慮到最新一波疫情對多個行業和勞動市場的影響：

申請期延長一年

 由原定2022年4月底結束，延長至2023年4月底

優化計劃條款

 最高貸款額由借款人在職期間平均每月收入的六倍
增加至九倍，上限由8萬元提升至10萬元

 最長還款期將由六年延長至十年

 還息不還本的安排由12個月延長至18個月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利民紓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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