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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乾塘必須剪布

井水集

立法會審議財政預算案， 「長毛
」 、黃毓民、陳偉業、陳志全四人 「
拉布」 ，並且不斷搞 「突襲」 ，要求
主席曾鈺成點算出席人數，多次 「製
造」 流會。昨日他們的流會陰謀又再
一次得逞。

自審議開始以來， 「拉布」 已 「
拉」 了五天， 「長毛」 等提出的七百
多項修訂，被整理合併後成為二百多
項，但迄今也只是審議了其中的五項
，還有接近二百項未議，不要說本月
中，就是再多幾個月時間，也可能 「
拉」 不完、審不了。

「長毛」 等人這邊廂 「拉」 得興
高采烈，但那邊廂，特區政府和廣大
市民可就慘了！

按照特區財政法例，政府備用的
公帑只有約兩個月的「子彈」，一旦財
政預算案未能及時於五月中之前通過
，政府馬上就會陷入「乾塘」的困境。

此說絕非誇大之詞。財政司長曾
俊華面對此一 「乾塘」 危機，日前已
經去信各個部門，要求點算部門裡的「
現金流」，看看如果下個月的撥款沒有
落，部門還可以「撐」到幾時？

而根據法例，部門的 「現金流」
不可能多到那裡去，一些部門肯定會
出現 「手停口停」 的情況。據有關官
員估計，如果預算案五月中旬之前不
完成審議，公務員的薪酬大概還可以
「頂」 得住多一個月，但社福開支包

括老人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和綜援
金，就分分鐘 「凍過水」 ，六月份隨
時有發不出的危險。果真如此，則全
港清貧老人和弱勢社群隨時 「冇飯開
」 ，那真是多得「長毛」四人唔少了。

而更可惡的是， 「長毛」 等人，
不僅 「拉布」 害人，還口口聲聲說政
府 「靠嚇」 ，說什麼財政預算案通不
過，政府大可以申請「緊急臨時撥款」
，不會 「冇糧出」 、「冇錢派」云云。

這真是 「惡人先告狀」 的一派胡
言，政府公共開支，關係到全社會千
家萬戶每一個人，必須要有長遠、穩
定的安排，又焉可以 「做一日和尚敲
一日鐘」 ，每個月去申請 「緊急臨時
撥款」 ？如此市民的日子，公僕的日
子又怎麼過？ 「拉布」 害人，必須立
「剪」 無誤！

檢討制度根源 堅定廉政信心

社 評

特首梁振英昨日宣布，由於前廉政
專員湯顯明事件受到社會廣泛關注，決
定成立 「廉政公署公務酬酢、饋贈及外
訪規管制度檢討委員會」 ，就有關問題
進行檢討及提出建議。

特首這一決定，是必要和及時的。
湯顯明事件曝光以來，在社會上已經引
起頗大反響，而事件涉及的並不僅僅是
個別官員的操守問題，而是關係到廉政
整體形象和公眾信心，而後者正是本港
最可寶貴的社會財富之一。因此，特首
在這個時候宣布成立獨立委員會進行檢
討，除了要進一步健全體制、堵塞漏洞
外，更重要的是要重申政府廉潔奉公的
決心，否則，廉署這塊 「金漆招牌」 不
再閃亮，市民對廉政信心動搖，最終受
害的只會是各行各業和廣大市民。

正因如此，眼前各方對事件的關注
應該要聚焦到有關體制的問題上來。當
然，毫無疑問，湯顯明個人的行為是不
恰當的，但如果不是體制上存在漏洞，
為什麼超出每位四百五十元上限的宴請
、飲用逾千元一支的名酒，他可以煌然
出席， 「自己批准自己」 ？

如果有關宴會費用只要專員一個人

點頭拍板，就可以隨便 「突破」 ，那麼
四百五十元的 「標準」 或 「上限」 還訂
來幹什麼？難道只是用來限制下屬，而
不是一視同仁、有規必依？

事實是，專員作為一署之長，只應
該在工作上、領導上負有更大的責任，
而不是在耗用公帑上比別人有更大的權
力，專員的開支應該要由其他管理階層
的同事審批，這在私人機構是必然的做
法，何以 「州官」 可以任意 「放火」 ，
享有不須審批的特權？如此公帑豈不成
了專員大人的個人 「提款機」 ？……

因此，種種問題，責在個人，根在
體制，特首昨天宣布成立廉署酬酢、饋
贈、外訪檢討委員會的做法和取向是正
確的。湯顯明個人固然要查，眼前，廉
政公署已經接獲有關舉報，按照廉政條
例，只要有人投訴、又有初步證據，就
要立案展開調查；同時，立法會帳目委
員會亦已決定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按
照立會條例，如需要傳召有關官員，有
關人等不可拒絕。因此，對湯顯明個人
來說，廉署調查和立會聆訊這兩 「關」
，他是不能存僥倖之心的了。

那麼，作為政府委任的獨立檢討委

員會，重點顯然就應該落在有關體制的
檢討上，包括宴請、贈禮、外訪的申請
、審批、報銷等程序，是否有完善的規
範和監管？如果其中確有 「自己批自己
」 、 「自己查自己」 的漏洞存在，就必
須立即加以堵塞，不能再任由 「上限」
形同虛設的現象繼續存在。

而正如前述，眼前有關檢討和調查
、聆訊等工作，一方面要釐清湯顯明個
人的責任，同時眼於體制的建立和完
善，所有工作和議論都應該聚焦於此兩
點而不應漫無邊際、擴及其他。

而值得注意的是，眼前一些反對派
政客和個別傳媒，不是把關注點集中在
如何進一步完善廉政建設上，而是在那
裡 「東拉西扯」 ，把湯顯明宴請過的內
地官員、訪問團以至 「中聯辦」 人員都
拖進報道之中，甚至把被宴請人士的姓
名、職位、照片都刊登出來、公諸於眾
。這一做法就是毫無必要、也毫無道理
的，被宴請的賓客不可能要對什麼 「上
限」 、 「超支」 負上責任。至於扯上什
麼 「內地貪腐歪風傳入本港」 ，就更是
別有用心的無稽之談，目的是企圖阻撓
兩地的正常溝通往來而已。

政府上個財政年度稅收再度創下
歷史新高，稅收總額達2422億元，按
年增2%，主要因3個主要稅收收入，
包括利得稅、物業稅及博彩稅創下新
高。雖然去年外圍經濟不明朗，但稅
務局指，去年年底內地經濟增長加快
，歐債危機亦略為穩定，本港外貿數
字有改善，因此令上年度稅收，特別
是利得稅持續增長，稅務局並預計本
年度的稅收會持續上升，稅收收入達
2459億元，按年升2%。

本報記者 林曉晴

稅務優惠出台被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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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暢旺稅收新高

政府昨日公布上個財政年度的稅收情況，
稅務局局長朱鑫源表示，雖然香港整體經濟在
2012年低速增長，但他觀察到在去年第四季內
地經濟加快，歐債危機趨穩定，令公司收入有
改善，最終令利得稅有1256億元稅收，較前一
個年度的1186億元增加70億元，按年增6%。除
了利得稅外，其他2個主要稅收收入，包括物業
稅及博彩稅亦創下新高。

利得稅物業稅博彩稅大升
朱鑫源指，本港樓市暢旺令租金上升，令

上一個財政年度物業稅收入達22億5千800萬元
，按年升幅達16%。博彩稅亦按年上升5%，稅收
收入達165億6千500萬元，朱鑫源解釋，博彩稅
上升主要受惠於去年有多場歐洲國家杯賽事，
帶動足球博彩稅勁升11%，而馬會入場人士亦持
續上升，令賽馬稅收亦上升5%。

薪俸稅方面，納稅人整體收入在2011-12年
度雖錄得5.5%增長，但上個年度薪俸稅下跌4%
，朱鑫源解釋，因2011-12年課稅年度的稅款寬
減額上限為1.2萬元，較前一年的6000元高出一
倍，加上多項個人免稅額在2012-13年度上調，
最終令薪俸稅稅收下跌。而印花稅方面，上年
度的整體印花稅收入亦按年減少3%至約429億元
。但由於3個主要稅收收入增加，令上年度的稅
收收入總額達2422億元，亦創下歷史新高。

當局料下年度三創新高
至於欠稅情況，於上一個年度情況亦有改

善，欠稅額有73億元，按年減1%，主要因經濟
環境好轉，而令欠稅人士減少。但檢控數字則
微升1宗，朱鑫源透露，案件主要涉及一名公司
董事發出400多張 「假單」逃稅960多萬元，最
終被判罰90萬元及入獄9個月。

至於本年的稅收預計，朱鑫源指，2012年
經濟環境不明朗，相信本年會有所改善，朱鑫
源指，本年就業人數上升，比去年的就業人次
增加11萬人次，加上人工上漲，預計本年度薪
俸稅會增長約1%，而利得稅亦會平穩增長，增
幅預計為4%，但由於印花稅極易受市場影響，
因此對印花稅的變動抱保守態度，估計印花稅
將減7%，料最終2013-14年度整體稅收有2459億
元，較上年度增長2%。

稅務局昨日發出約232萬份2012-2013年度
個別人士報稅表，其中約25萬份是電子通知書
，今年發出的報稅表比去年多約16萬份。朱鑫
源提醒市民，納稅人可在6月3日或之前遞交報
稅表，而選用 「稅務易」網上遞交的納稅人，
則可延期一個月，即在7月3日或之前交表。

庫房收24224222億增億增22%%

【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政府於今年財政預算
案提出多項稅務優惠，包括寬減2012/13年度利得稅，
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等，稅務局表示，由於所有措施
都要等預算案通過後，才可實施，因此直言如 「拉布」
令預算案未能如期通過，市民可能在本年享用不到預算
案提出的稅務優惠。

財政司司長在今年財政預算案中提出，建議提高子
女免稅額，子女出生年度額外免稅額，以及個人進修開
支扣除額上限，亦建議寬減2012-13年度課稅年度的利
得稅，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75%稅款，上限為1萬元。

稅務局局長朱鑫源表示，這些建議都要經修訂稅務
條例方可實施，待有關法例通過後，稅務局便會在本年

度發出的稅單落實有關寬免措施。現時立法會正在審議
預算案，因有議員 「拉布」，或會令預算案未能如期通
過。朱鑫源指，為了令納稅人有足夠的時間去準備交稅
，稅務局一般會在8月開始陸續寄出稅單，但他直言，
如果條例未能在稅單發出前通過，會影響稅務條例修訂
，市民可能享用不到預算案提出的稅務優惠，稅務局屆
時會以去年的寬減措施評稅，直至通過後，稅務局才會
發出新的稅單。

他又指，如果法例在寄出稅單後才通過，稅局會盡
快通知納稅人，並寄出新稅單，但他指，如法例通過日
期與交稅時間太近，稅務局亦未有足夠時間寄出新的稅
單，市民在本年度亦未能享有寬免措施。

【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在外經商或受僱的納稅人在
《避免雙重徵稅協定》下可 「省荷包」。稅務局透露，在過去
一年，香港已與5個國家簽訂了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令
協定的總數增加至28個。香港亦將與另外4個國家簽署協定。

稅務局局長朱鑫源表示，由去年4月至今，香港已與馬來
西亞、墨西哥、加拿大、意大利及根西島4個國家簽訂了全面
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令協定的總數增加至28個。此外，香港
亦已與4個國家完成稅收協定談判，將會在短期內簽署協定，
政府亦正與多個歐洲、亞太區、中東和非洲國家磋商，期望能
訂立更多全面協定。

朱鑫源又指，按照最新國際標準，一個稅務管轄區需同時
具備兩種資料交換工具，第一種就是全面性協定，第二種就是
稅務資料交換協定，但香港現時並未有第二種協定，朱鑫
源指，為了維持香港的國際聲譽，以及避免被國際社
會視為不合作的稅務管轄區，政府上星期已向
立法會提交《2013年稅務（修訂）
條例草案》，以適時制訂資料交換
協定的法律框架以符合國際標準。

免雙重稅協定增至28地

博彩稅
財政年度

賽馬
六合彩
足球博彩
總額
資料來源：稅務局

2012-13臨時數字
（百萬元）

10,466
1,953
4,146
16,565

2011-12
（百萬元）
10,002.4
2013.6
3,744.6
15,760.6

變動

+5%
-3%
+11%
+5%

各項稅收
財政年度

入息及利得稅總額

利得稅

薪俸稅

物業稅

個人入息課稅

遺產稅

印花稅

博彩稅

商業登記費

稅收總額

資料來源：稅務局

2012-13臨時數字（百萬元）

182,447

125,639

50,472

2,258

4,078

137

42,880

16,565

123

242,152

2011-12（百萬元）

176,821.8

118,599.9

51,761.3

1,948.4

4,512.2

94.2

44,355.9

15,760.6

1292.9

238,325.4

變動

+3%

+6%

-2%

+16%

-10%

+45%

-3%

+5%

-90%

+2%

▲稅務局局長朱鑫源表示，政府稅收連續兩年創新高
本報記者林曉晴攝

▶入馬場的馬迷增加，
馬會丁財兩旺，令博彩
稅增加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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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政府
去年十月推出新的雙辣招，進一步管理
樓市需求。稅務局昨日公布，上年度印
花稅收入按年下跌3%，估計因政府推
出的樓市新措施生效，並預計本年度的
印花稅收入會持續下跌。而在上財政年
度有逾2000宗樓宇交易需交額外印花稅
，涉及3.8億元。

政府公布最新年度的稅收收入，稅
務局局長朱鑫源表示，其中2012-13年
度的整體印花稅收入較上一年度減少15
億元，全年共收429億元，跌幅為3%。
朱鑫源解釋，因在2012-13年度，本地
股票市場大部分時間表現疲弱，至年底
才有回升，令與股票有關的稅收減少，
但物業市場表現則相反，無論住宅物業
及非住宅物業的樓價均上升，因此政府
在年內推出多項物業管理措施，包括調
整額外印花稅、引入買家印花稅和修訂
從價印花稅。朱鑫源認為，有關打擊炒
樓措施有效，令樓價及交易宗數略為下
降，最終令整體印花稅收入下跌。

此外，朱鑫源透露，上年度共有2115宗樓宇
買賣，因物業持有期短過24個月，而需繳交 「額
外印花稅」（SSD），而當中以物業持有期介乎
1年至2年的個案佔大多數，達1893宗，其次為持
有期介乎半年至1年，有169宗，而持有期少於半
年的，則只有53宗，所有個案在上年度的 「額外
印花稅」收入共涉及3.8億元。朱鑫源並指，雖
然本年調整了額外印花稅、亦引入買家印花稅，
但由於印花稅很容易受市場影響，對本年度印花
稅收入的預計會較為審慎，預計印花稅將持續下
跌，跌幅約7%，跌至400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