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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服務業投資廣東現熱潮

在廣東積極推進經濟轉型過程中，加快服務業
發展為香港服務業提供新的空間，隨着粵港兩地不
斷深化合作，香港投資者投資廣東服務業明顯加快
，特別是 CEPA 簽署以來粵港服務業合作快速增長
，服務業所佔比重穩步上升，2011年廣東實際吸收
香港服務業投資 62.16 億美元、增長 11.78%，佔實
際吸收港資的44.3%。

此次 「營改增」試點延伸至廣東，將為香港服
務業北上廣東熱潮再燒一把火，因為 「營改增」被
財稅部門和專家普遍認可的中國內地結構性減稅的
關鍵一環，特別是對中小企業、服務業帶來重大利
好。

從 「營改增」率先試點的上海看，12.6 萬試點
企業中，89.6%的試點企業稅負減輕，8萬多戶小規
模納稅人稅負全面減輕，小微企業成最大受益者；
此外，上海試點服務減稅效應明顯，據悉，85%的
研發技術和有形動產租賃服務業、75%的信息技術
和鑒證諮詢服務業、70%的文化創意服務業稅負均
有不同程度下降。

此次 「營改增」試點在廣東實施，預計將為包
括港企在內的服務企業減輕稅負約 100 億元。廣東
省營改增工作領導小組負責人解釋說，推進營業稅
改徵增值稅，可以進一步為香港服務業發展 「鬆
綁」，為其北上發展提供優化的制度環境和政策支
持。

答 疑

廣東省地稅局為港商解惑
「營改增」試點，徵稅主體由廣東省地稅局移

交廣東省國稅局，稅收類型也由營業稅變更為增值
稅，由於試點涉及面廣，影響重大，在廣東投資的
港商對此非常關注，廣東省地稅局近日就 「營改增
」熱點問題做出了回答，為香港服務業答疑解惑。

1、港商：為什麼說營業稅改徵增值稅是一項
重要的結構性減稅措施？

廣東省地稅局：根據規範稅制、合理負擔的原
則，通過稅率設置和優惠政策過渡等安排，改革試
點行業總體稅負不增加或略有下降。對現行徵收增
值稅的行業而言，無論在試點地區還是非試點地區
，由於向試點納稅人購買應稅服務的進項稅額可以
得到抵扣，稅負將相應下降。

2、港商：改革試點期間對現行營業稅優惠政
策有哪些過渡安排？

廣東省地稅局：為保持現行營業稅優惠政策的
連續性，國家明確規定，對現行部分營業稅免稅政
策，在改徵增值稅後繼續予以免徵增值稅；對部分

營業稅減免稅優惠，調整為增值稅即徵即退政策；
對稅負增加較多的部分行業，給予了適當的稅收優
惠。

3、港商：在2012年11月1日前簽訂的尚未執
行完畢的租賃合同，是繼續按照現行營業稅政策規
定繳納營業稅還是應改徵增值稅？

廣東省地稅局：試點納稅人在2012年11月1日
前簽訂的尚未執行完畢的租賃合同，在合同到期日
之前繼續按照現行營業稅政策規定繳納營業稅。

4、港商：營改增試點納稅人是按稅款所屬期
申報繳納稅款嗎？

廣東省地稅局：廣東省營改增試點納稅人應按
稅款所屬期的納稅期限繳納稅款，即試點納稅人自
2012年11月1日起提供的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
務業應稅服務，應按規定向國稅機關申報繳納增值
稅，在此之前提供的，仍應按原規定向地稅機關申
報繳納營業稅。

5、港商：營改增試點納稅人發生退款業務應
如何處理？

廣東省地稅局：營改增試點納稅人提供應稅服
務在2012 年10月31日前已繳納營業稅，2012 年11
月 1 日後因發生退款減除營業額的，應報地稅機關
核准後退還已繳納營業稅。

6、港商：營改增試點納稅人欠繳稅款應如何
處理？

廣東省地稅局：營改增試點納稅人2012年10月
31日前欠繳的由地稅機關負責徵管的稅款及其滯納
金、罰款，由地稅機關負責追繳，國稅機關應積極
協助地稅機關追繳。

7、港商：營改增試點納稅人自行發現其應補
繳稅款應如何處理？

廣東省地稅局：營改增試點納稅人自行發現其
2012 年 10 月 31 日前提供的營業稅改徵增值稅的應
稅服務應補繳稅款的，應按照現行營業稅政策規定
向地稅機關補繳稅款。涉及需要補開發票的，開具
地稅機關監製的發票。

8、港商：2012年11月1日起，在哪些特殊情
形下，營改增試點納稅人仍可使用地稅機關監製的
發票？

廣東省地稅局：為方便試點納稅人，節約其用
票成本，在下列特殊情形下，營改增試點納稅人仍
可使用地稅機關監製的發票：

（1）對試點納稅人使用地稅機關監製的冠名發

票，實行過渡期管理，過渡期從2012年11月1日起
，至2013年6月30日止。過渡期內，試點納稅人可
繼續使用其結餘的地稅機關監製的冠名發票，但應
按照增值稅相關規定向國稅機關進行申報納稅；結
餘的地稅機關監製的冠名發票使用完畢後，試點納
稅人應按規定使用國稅機關監製的冠名發票，並應
根據用票情況，向國稅機關申請印製。過渡期結束
後，試點納稅人結餘的地稅機關監製的冠名發票仍
未使用完的，不得再行使用，並應於2013年7月31
日前到國稅機關辦理發票繳銷手續。

（2）對交通運輸業（出租車卷式發票）中使用
地稅機關統一發票的試點納稅人，凡仍需繼續使用
地稅機關印製的統一發票的，使用的統一發票比照
冠名發票實行過渡期管理，在2013年6月30日前可
繼續使用。

9、港商：2012年11月1日前發生的業務出現
開票有誤應如何處理？

廣東省地稅局：試點納稅人在 2012 年 10 月 31
日前提供營業稅改徵增值稅的應稅服務並已開具地
稅發票，在2012年11月1日後發生服務中止、折讓
、開票有誤等，且不符合發票作廢條件的，應按規
定開具國稅紅字普通發票，不得開具紅字專用發票
和紅字貨運專用發票。對於需重新開具發票的，應
開具國稅普通發票，不得開具專用發票和貨運專用
發票。

10、港商：今後，地稅部門如何繼續為營改增
試點納稅人提供優質納稅服務？

廣東省地稅局：營業稅改徵增值稅後，試點納
稅人仍然要向地稅部門申報繳納城市建設維護稅、
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契稅、車船稅、印花稅
、個人所得稅以及企業所得稅等稅種。營改增試點
納稅人對國家稅收收入作出重大貢獻，地稅部門將
充分了解、積極響應、合理滿足試點納稅人的正當
需求，完善以稅法宣傳、納稅諮詢、辦稅服務、權
益保護、信用管理、社會協作制度為重點的納稅服
務制度，始終如一提供優質納稅服務。

粵 「營改增」試點
港服務業北上稅負降

內地營業稅改徵增值稅（簡稱： 「營改增」 ）試點在廣東舖開，

包括港企在內的19.2萬戶企業納入試點，這項旨在為服務業提供結

構性減稅的稅制安排，將惠及眾多在粵投資的香港服務企業。如果說

CPEA政策為港服務業北上發展打開了大門，那麼 「營改增」 將使他

們北上之旅更輕鬆。 趙永清 楊皓 周子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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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黑幫利用中介人公司作幌子，並
透過派傳單、易拉架宣傳其 「借錢易」，吸引市
民借錢，藉詞收取填表費、轉介費吸血，令債仔
借6000元實收900元，僅為借額15%，年利率更
高達600厘。俗稱 「O記」的有組織罪案及三合
會調查科派幹探放蛇調查，前日突擊搜查 6 間
中介公司拘捕 13 人，初步估計至少200多名債
仔受害，涉及借款額逾400萬元。

年利率達600厘
被捕12男1女（年齡由21至50歲），半數

有黑幫背景，現涉 3 項罪名，包括違反放債廣
告限制、無牌經營放債業務、向借款人收取利
益。

O記警司劉樹昇表示，涉案六間公司分布全
港多區，同屬一個黑幫集團，公司並無裝修陳設

簡陋，只擺放幾張枱椅，估計至少活躍1年時間
。歹徒透過街頭易拉架、派傳單等方法吸引債仔
。然後藉詞收取填表費、轉介費、擔保人費，令
實際貸款利息，遠超法例規定最高60厘。

他形容債仔登門後幾乎被 「㩒住搶」，如想
臨時取消，會被人恐嚇及禁止離開，或是強行收
取手續費。有個案發現，受害人變相支付高達
600厘年利息；也有受害人借款6000元，實際拿
到900元。日後沒錢償還，則遭到淋油等手法恐
嚇。

「O記」派探員放蛇及經數月調查，前日採
取代號 「主軸」行動，聯同五個警區人員配合，
搜查全港多個地方，包括六間目標中介人公司，
共拘捕 13 名男女，檢走近 360 個易拉架或橫額
廣告，以及7部電腦等證物；暫時找到252名債
仔的資料，初步估計涉及金額約400萬元。

被捕七男二女（年齡由 14 至 57
歲），其中六男二女包括一對夫婦、
兩母子（14及46歲），涉嫌不誠實使
用電腦罪；另一男子（33歲）則涉及
訛售建築物料騙款50多萬元。警方在
行動中檢獲10 台電腦及10 部手機，1
張兒童色情照。

156人中招涉款11萬
新界南總區事總部（行動）許桂

生警司表示，今年 8 月中接獲網絡供
應商舉報，指有客戶資料被人盜用，
再向供應商購買網上遊戲點數，警方
經初步調查，證實共有 156 名客戶被
冒名盜用，涉款約11萬元。

經長達 3 個多月調查，警方鎖定
五名可疑男女，當中包括一對夫婦。
歹徒為避過警方追查，到深水埗區的
公共屋邨以手提電腦或手機，搜尋沒
有加設密碼的WiFi信號以遮掩身份，

再利用非法得來的網絡供應商客戶資
料，登入遊戲供應商網站購買遊戲點
數，繼而轉售圖利。

目前仍在調查歹徒如何取得客戶
資料，但初步證實該五男女，除了該
對夫婦外，其他互不相識，亦無案底
，相信不涉集團操控。

青年發布兒童色情照
在追查網上活動期間，警方又揭

發一名14歲少年，涉嫌在網上偷竊遊
戲武器；一名28歲男子向人訛稱出售
建築物料，收取對方50多萬元後逃之
夭夭；一名17歲青年則在網上社交平
台，發布一張兒童色情照片。

新界南重案組探員前日展開代號
「速截」行動，一連 2 日搜查多個目

標單位及住所，共拘捕 9 名男女，當
中包括涉嫌偷竊遊戲武器的14歲少年
的母親，懷疑與案有關一併帶署。

【本報訊】有電腦業人士表示，市
民使用路由器（Router）時若沒設密碼
，等於向壞人 「中門大開」給予遮掩身
份機會。市民安裝路由器時不但應加密
，密碼設定也越複雜越好。

他指出，盜用 WiFi 信號主要靠手

提電腦協助，因現時有專門破解路由器
密碼的軟件，售價只需數百元，坊間容
易購得。今次案中歹徒選擇在公共屋邨
下手，相信是避免在公共機構如圖書館
等地方使用 WiFi 數據時，被閉路電視
拍下樣貌，以逃避警方緝捕。

包租公姦女生囚7年
【本報訊】家住離島的15歲女學生為方便上學，與朋

友租住市區板間房，但因不習慣生活環境在兩個月後便退租
，卻被代理收租的男子藉詞強姦，及被迫口交和肛交，該名
「收租佬」早前被判罪成，昨被重判入獄七年。

被告劉志樂（41歲），綽號 「阿樂」，過往有32項犯
罪紀錄，包括1996年與未成年少女非法性交。

法官判刑時表示，女童的創傷心理報告中，以恐怖來形
容這次經歷，她並感到自責、蒙羞和有自殺念頭，事件對她
日後生活有極大影響。法官又稱，被告致電召女事主回去商
討退租問題，可見是有周詳計劃犯事，故判其入獄七年。

▲大耳窿集團透過派傳單、易拉架宣傳 「借錢易」 ，吸引
財困市民上鈎

【本報訊】警方過去兩日拘捕9男女涉及網上罪行，當中包
括賊夫婦，盜取網絡遊戲客戶資料後，再以公共屋邨的沒加密
WiFi信號掩飾身份，登入供應商網站購買遊戲點數轉售圖利；另
外兩母子涉嫌盜竊網上遊戲武器；有17歲青年則因發布兒童色情
照惹官非。初步相信逾150名遊戲客戶資料被盜，涉及騙款共逾
11萬元。

▲警方在行動中檢獲10台電腦、10部手機及1張兒童色情照

Router不設防好易中招

▲

有住戶吸
入濃煙不適
需送院
▼消防員架
起雲梯向火
場射水撲救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本報訊】鰂魚涌中興大廈昨晚發生四級火警
，高層有單位失火，火勢迅速蔓延波及其他樓層，
大批住客慌忙逃命，消防員趕到升起雲梯射水灌救
，在起火 40 分鐘後升為四級大火，出動煙帽隊疏
散大量居民，當中包括坐輪椅長者，初步至少有5
名住客吸入濃煙不適，至截稿前火警仍未救熄。

現場為英皇道 981 號 A 至 981 號 F 中興大廈，
毗鄰太古坊，建於 1965 年，近日進行樓宇翻新工
程，大廈外牆搭滿棚架及圍網。

昨晚 9 時 57 分，大廈高層有單位突然失火，
冒出大量濃煙直沖半空，消防員接報趕到射水灌救
，並派遣煙帽隊進入大廈救援。因大廈內濃煙密布
，增加救火救人困難，消防處 12 分鐘後將火勢升
為三級，加派多輛消防車及救護車增援人手，又出
動升降台協助射水，至晚上10時50分，再升為四
級火。

大批住客需消防員協助疏散帶落地面，當中不
少是長者，更有坐輪椅伯伯。現場消息稱，當局已
疏散逾百住客，至少5名住客因吸入濃煙感到不適
，需在場救護員協助。

警方在現場地下設立臨時指揮中心，為疏散住
客登記個人資料，另一方面將火警現場附近一帶道
路封閉，區內交通出現大塞車。初步暫未接獲傷亡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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