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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涵盖财政支出、征税、收

费和转移等。在香港，财政支出一般指

向各政策部门拨款，其中又包括经常性

支出和非经常性支出，而后者主要为资

本开支或投资性的支出。税项方面，则

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而收费则包括

在提供服务时的收费如水费、使用隧道

费和牌照费等。与财政政策相关的一个

课题是政府在全民总产值中应占的比

例。香港政府多年来强调大市场、小政

府的经济放任政策。香港前财政司司长

夏鼎基于 1980 年提出“积极不干预政

策”，往后很多任财政司长都沿用这一

做法。积极不干预被视作政府一般都不

会干预市场的运作，除非有充分的理由

证明干预会带来好处。至于怎样才算

“小政府”，多位财政司长都曾提及可占

GDP 的 20%。如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

2014—2015 的预算案中称 ：“（长远财政

计划工作小组）建议维持公共开支占本

地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这是适当的

水平，既不占用过多社会资源，亦跟政

府收入相匹配。” 

基本法和财政政策的要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第 107 条列明 ：“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

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

值的增长率相适应。” 此外，第 108 条又

指出 ：“香港特别行政区参照原在香港

实行的低税政策，自行立法规定税种、

税率、税收宽免和其他税务事项。”由于

有参照原来香港实行的低税政策的要

求，加上量入为出平衡预算的需要，“大

市场小政府”的立场多年来难以突破。

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固然重要，低

税政策亦的确写在基本法内，但低税政

策的内容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调整，

收支平衡也不是说每年都要收支平衡。

固然不应不问成本效益随便增加支出，

但如果支出的社会效益确实大于成本，

就没有理由因整体支出高于 GDP 的 20%

便放弃有社会效益的项目。

基于“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

已写入《基本法》亦是财政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特区政府应成立独立和有权威

性的“财政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以评估

香港财政政策要领分析
香港珠海学院商学院院长｜何泺生

出处:  2017—18 年度政府财政預算案立法会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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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政策建议。委员会可以其独立和专

业的身份作出评估，从而减低政府在拒

绝建议时所承受的压力。当然，如果委

员会经分析后觉得没有问题，政府接受

建议并推行政策亦有所依据。

特区政府财政政策的特色

香港目前面临很多问题，如人口老

龄化带来的养老、退休保障、医疗照顾、

劳动力不足等，住房问题和工商物业租

金高涨，贫富差距等问题，当然还有如

何保持香港繁荣稳定这个最根本的问

题。香港尽管享有众多优厚的条件，如

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法治传统、高

效的公务员队伍、完善的基础建设、开

放自由的市场、全球领先的大学、丰富

的人力资源等，近年却因纷争内耗以致

未能全面发挥自身优势。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按照《基本法》

的规定，香港保持财政独立，其财政收

入全部用于自身需要，不上缴中央人民

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也不在香港征税。

香港实行独立的税收法律制度。

与国内税制比较，香港税制具有低

税率，简单易操作，地域概念（即征税

范围只限于从香港赚取或获得的收入）

等特点。

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包括

利得税和薪俸税的直接税和包括博彩税

和差饷的“其他经营收入”为最大，共占

总收入的 65—70%。地价收入和印花税

相当不稳定，两者相加可以高至如 2014

至 2015 年度的接近政府总收入的 32%，

也可以低至如 2003 至 2004 年度的仅 8%。

表面上，地价收入 ( 含卖地收入和

补地价收入 ) 占政府总收入的份额不算

很高，但是差饷、地租、物业转手的从价

印花税、物业税、还有政府的投资收益，

都与地产业关系密切。而银行和发展商

属交得最多利得税的企业之一，其缴付

的利得税很大程度亦与楼市表现息息相

关。其实，个人入息税也因不少行业的

荣衰亦跟楼市有关，包括事务律师、物

业经纪、装修五金、家俬电器等等。

一直以来，香港政府都尽量避免推

出会增加经常性支出的政策，而宁取一

次性支出，或是一次性实时支出，或是

一次性基金拨款。这反映了非常保守的

理财哲学。以这样的思维，根本无法应

对香港的根本问题。而梁振英担任特首

任内推出了多个会增加经常性支出的政

策 ：如推出了 65 岁长者使用港铁和一

切有专营权的交通工具 ( 包括专线小巴、

渡轮、电车 ) 的乘车乘船优惠。除机铁和

往罗湖的东铁外，长者只须每程付港币

二元，与正价的差额由公共财政支付。

推出了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按每月工

作时数计，低收入在职家庭每月最多可

领取 1000 港元。他还建议把三年的学前

教育纳入政府资助的范围，实现 15 年

免费教育。计划将于 2017 年 9 月正式落

实。全港约七至八成非营利半日制幼儿

园学额免缴学费，人均基本单位资助额

约 32900 元，较原来学券面值增加 10000

元 ；全日及长全日制幼儿园则较半日制

多三成及六成津贴。政府每年投放幼教

的经常性开支，将从原来的 41 亿元升至

67 亿元。此外，对符合资产和收入要求

的长者，把原来每月 1325 港元的高龄津

贴增至 2565 港元。原来领取高龄津贴的

70岁或以上长者即使超出长者生活津贴

的入息及资产上限，仍然可以继续领取

高龄津贴。梁振英最后一份《施政报告》

进一步提出“按经济需要”的退休保障。

资产不多于 14.4 万元的单身长者，可获

表1   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金额

每月工时（小时） 每月每个家庭的津贴（港币）

144至192以下（非单亲家庭）
36至72以下（单亲家庭）

全额基本津贴 ：$600
半额基本津贴 ：$300

192或以上（非单亲家庭）
72或以上（单亲家庭）

全额高额津贴 ：$1,000
半额高额津贴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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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3435 元的退休津贴，又放宽现行长

者生活津贴的资产上限。单身长者资产

由 22 万元上调至 32 万元，两项措施首

年将惠及约 50 万名长者。

税制改革的必要

虽然香港的税制确有简单和低税

率两大优点，但也有缺点。如 16.5% 的

利得税税率已不如以前吸引投资，富人

年收入以亿元甚至十几亿元计的股息、

又或从投机炒卖赚到巨额收益而不用

缴税，从而引发不公平及政府亲富的遐

想，以及没有商品及服务税等。为此，

笔者认为 ：

一是应以成本效益分析和比较为根

本。财政政策分为收入和支出两方面。

收入包括税收、收费、投资收益、变卖资

产等 ；而支出包括政府消费 ( 即公务员

薪津 )、政府投资，和向民间分派等。当

中任何一项其实既有成本，也有效益 ；

而每一项均可加码或减码。因此基本法

中提出的量入为出不应理解为按既定不

变的收入决定支出多少和支出什么，而

应是长远的收支平衡。如果增加支出的

社会效益大，而为增加支出而作的加税

或加费社会代价小，我们就应加税或加

费。至于应加税还是加费，以及加什么税

什么费，亦应以社会代价最小化为考虑。

二是能者多付、受惠者多付、经济

效率损害最小化。能者多付和受惠者多

付是公共财政学两个征税原则。前者指

收入高、有能力多交税的人应多交一

点，收入低、无能力多交税的人应少交

一点。后者则指享受政府服务而得益最

多的人应多交一点，受惠较少的人少交

一点。经济效率损害最小化指 ：虽然任

何税种都难免会因扭曲行为而损害经济

效率，适当地调节不同税种的税率可把

经济效率损害减至最小。符合经济效率

损害最小化的两个做法是以税去改变不

利经济效益的行为和避免以税去扭曲有

利市场效益的行为。如引入自住房以外

物业的资本增值税，或者提高公共医疗

收费，把市民在基本医疗上的年支出封

顶，封顶额以上的支出由政府兜底，都

是高效益的财政政策。

三是不重复征税。保留于企业的

利润，不是供其再投资再发展用，就是

供营运上的需要，因此征税应尽量避免

打击保留利润。由于利得税最影响经济

效率，建议由现时的 16.5% 降至 8.25%。

若利得税减半，为符合不重复征税的原

则，可向一半的股息征税。将股息的一

半视作个人收入征税， 由于个人免税额

适用，收入低的人收取少额股息将仍不

用多交税，收巨额股息的人则多交税，

这也正符合能者多付的原则。

香港现正处于社会内部矛盾激烈，

而外间环境又急剧变化之时 ；科技发展

一日千里，国际间的竞争更趋白热化。

香港不应继续纷争内耗。新一届特区政

府必须勇于冲破框笼，不再把公共支出

局限于 GDP 的 20%。我们当然要审慎理

财，收支亦必须平衡，税率又必须具有

竞争力。但在减低企业利得税的同时，

仍可引入商品及服务税、股息税、资产

增值税，同时可在一些公共服务提高收

费，取消标准税率的安排，甚至把最高

边际税率提升至从前的 20%。如果特区

政府能实事求是地改善公共服务，增强

领导社会和解释政策的魄力，并改变政

府偏帮富人的印象，香港完全可以建构

更和谐的社会、提升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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