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支援和照顧有需要的長者：

─增撥3,800萬元，加強

全港156間長者中心

的外展工作，為有

需要的獨居長者服務；

─增撥1,600 萬元在特建

安老院舍提供資助安老宿位；

─在未來四年撥款9,600萬元推行試驗

計劃，在兩個地區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

離院後的一條龍式支援服務。

力之所及 藏富於民

動用203億元，推行以下一系列稅務寬免和

一次過回饋措施。

● 經濟強勁復蘇，政府財政狀況大幅改善。

在能者多付和盡量避免收窄稅基的前提

下，建議一系列薪俸稅寬免措施：

─把邊際稅率及稅階回復至2002-03年度

水平；

─增加子女免稅額1萬元至每年5萬元。

此外，在子女

出生的課稅

年度，父母可

獲額外5萬元

子女免稅額；

─增加個人進修開支的

最高扣除額2萬元至

每年6萬元，

鼓勵在職人士

持續進修。

以上寬免措施可令110萬納稅人受惠，

而政府收入將減少約49億元。

● 把價值100萬至200萬元物業的買賣印花

稅，調低至定額100元，協助更多家庭

置業。估計每年約30 000名置業人士可

受惠，政府收入將減少2億5,000萬元。

● 把葡萄酒、啤酒和其他酒精含量不多於

30%飲品的稅率，調低一半，以幫助本地

餐飲、旅遊和酒類批發零售業發展，

也令市民受惠。政府收入減少約

3億5,000萬元。

● 旅客和本港居民入境時可享用的煙酒免稅

限額將劃一。

● 由於2006-07年度的政府財政狀況比原來

預算大幅改善，政府建議推行以下的一次

過回饋措施：

─退還2006-07年度薪俸

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

一半，以15,000元為

上限，有關金額將在

該年度最終應繳稅款中

扣除。政府在下年度收入

將減少81億元；

─寬免2007-08年度首兩季

差餉，以每戶每季5,000元為

上限。全港99%住宅

物業及86%非住宅

物業，在下年度首

兩季將因而完全免繳

差餉。政府在下年度

將少收52億元；

─向所有綜援受助人發放額外一個月的

標準金額；所有「公共福利金」下的

傷殘津貼和高齡津貼受助人，則獲發放

額外一個月福利金。兩個計劃下共超過

100萬人受惠。政府在下年度的額外開

支為15億元。

● 修改財政儲備與外匯基金的分帳安排，

以提高政府投資收入和增加其穩定性。

二○○七至○八財政年度

政府財政預算案摘要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設計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



● 預留3億元，成立「兒童發展基金」為弱勢

社𡡷兒童提供額外發展機會。

● 為有需要的家庭及兒童提供額外支援，

其中包括：

─增撥5,200萬元為有殘疾的學前兒童和

殘疾人士提供教育、訓練和住宿照顧

服務；

─增撥3,100萬元強化家庭福利服務，

照顧家庭暴力受害者；

─增撥2,000萬元加強社區外展服務，

推廣精神健康，並為有需要人士提供

支援；

─未來三年共撥款約1,000萬元用於擴展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增強家長教育，

鼓勵持續進修。

● 發展先進物流業

應用科技，建立

無縫銜接的貨運

系統和清關平台：

興建電子預報道路

貨物資料系統和

推行貨車智能資訊系統試驗計劃。

● 撥款31億元，更換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和為民航處興建

新總部。

● 就於啟德發展的

新郵輪碼頭進行招標，預期第一個泊位

將於2012年啟用。

● 預留2億1,000萬元，

在全港各區的政府

場地提供WiFi無線

上網設施，免費供

市民使用。

● 預留3億元成立新

基金，協助電影業發展。

全面復蘇 勢頭良好

● 2006年經濟增長6.8%，

連續三年高於

趨勢增長。消費

和投資增幅可觀。

通脹為2%。

● 展望2007年經濟

增長為4.5-5.5%，

中期趨勢增長為4.5%。

● 就業人數創歷史新高，三年半以來增加

31萬人。失業率4.4%，是六年來低位。

● 政府經營帳目和綜合帳目已提早回復收支

平衡，而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

亦已控制在20%以下。

推動經濟 促進就業

香港將朝高增值、知識型經濟轉型，以配合

內地經濟發展，達致互利共贏。

● 內地與香港兩個金融體系之間應該建立

互補、互助、互動的關係，利用香港在

金融基礎設施、監管

制度、國際化市場，

專業人才和多元化

產品的優勢，

為內地提高資金

融通效率和協助

國家金融體系

改革，作出貢獻。

● 加快大型基建工程，估計可在下一年度

創造約23 000個建造業新職位。若其他

策劃中的大型項目進展順利，更可在未來

多提供約14 000個新職位。

扶貧紓困 改善民生

投放約9億元推行以下一系列措施，扶助弱

勢社𡡷。

● 撥款約3億元，於年中推出為期一年的

「交通費支援試驗計劃」，以鼓勵居住在

偏遠地區並有經濟困難的失業和低收入

人士，跨區求職和工作。



● 預留3億元，成立「兒童發展基金」為弱勢

社𡡷兒童提供額外發展機會。

● 為有需要的家庭及兒童提供額外支援，

其中包括：

─增撥5,200萬元為有殘疾的學前兒童和

殘疾人士提供教育、訓練和住宿照顧

服務；

─增撥3,100萬元強化家庭福利服務，

照顧家庭暴力受害者；

─增撥2,000萬元加強社區外展服務，

推廣精神健康，並為有需要人士提供

支援；

─未來三年共撥款約1,000萬元用於擴展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增強家長教育，

鼓勵持續進修。

● 發展先進物流業

應用科技，建立

無縫銜接的貨運

系統和清關平台：

興建電子預報道路

貨物資料系統和

推行貨車智能資訊系統試驗計劃。

● 撥款31億元，更換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和為民航處興建

新總部。

● 就於啟德發展的

新郵輪碼頭進行招標，預期第一個泊位

將於2012年啟用。

● 預留2億1,000萬元，

在全港各區的政府

場地提供WiFi無線

上網設施，免費供

市民使用。

● 預留3億元成立新

基金，協助電影業發展。

全面復蘇 勢頭良好

● 2006年經濟增長6.8%，

連續三年高於

趨勢增長。消費

和投資增幅可觀。

通脹為2%。

● 展望2007年經濟

增長為4.5-5.5%，

中期趨勢增長為4.5%。

● 就業人數創歷史新高，三年半以來增加

31萬人。失業率4.4%，是六年來低位。

● 政府經營帳目和綜合帳目已提早回復收支

平衡，而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

亦已控制在20%以下。

推動經濟 促進就業

香港將朝高增值、知識型經濟轉型，以配合

內地經濟發展，達致互利共贏。

● 內地與香港兩個金融體系之間應該建立

互補、互助、互動的關係，利用香港在

金融基礎設施、監管

制度、國際化市場，

專業人才和多元化

產品的優勢，

為內地提高資金

融通效率和協助

國家金融體系

改革，作出貢獻。

● 加快大型基建工程，估計可在下一年度

創造約23 000個建造業新職位。若其他

策劃中的大型項目進展順利，更可在未來

多提供約14 000個新職位。

扶貧紓困 改善民生

投放約9億元推行以下一系列措施，扶助弱

勢社𡡷。

● 撥款約3億元，於年中推出為期一年的

「交通費支援試驗計劃」，以鼓勵居住在

偏遠地區並有經濟困難的失業和低收入

人士，跨區求職和工作。



● 預留3億元，成立「兒童發展基金」為弱勢

社𡡷兒童提供額外發展機會。

● 為有需要的家庭及兒童提供額外支援，

其中包括：

─增撥5,200萬元為有殘疾的學前兒童和

殘疾人士提供教育、訓練和住宿照顧

服務；

─增撥3,100萬元強化家庭福利服務，

照顧家庭暴力受害者；

─增撥2,000萬元加強社區外展服務，

推廣精神健康，並為有需要人士提供

支援；

─未來三年共撥款約1,000萬元用於擴展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增強家長教育，

鼓勵持續進修。

● 發展先進物流業

應用科技，建立

無縫銜接的貨運

系統和清關平台：

興建電子預報道路

貨物資料系統和

推行貨車智能資訊系統試驗計劃。

● 撥款31億元，更換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和為民航處興建

新總部。

● 就於啟德發展的

新郵輪碼頭進行招標，預期第一個泊位

將於2012年啟用。

● 預留2億1,000萬元，

在全港各區的政府

場地提供WiFi無線

上網設施，免費供

市民使用。

● 預留3億元成立新

基金，協助電影業發展。

全面復蘇 勢頭良好

● 2006年經濟增長6.8%，

連續三年高於

趨勢增長。消費

和投資增幅可觀。

通脹為2%。

● 展望2007年經濟

增長為4.5-5.5%，

中期趨勢增長為4.5%。

● 就業人數創歷史新高，三年半以來增加

31萬人。失業率4.4%，是六年來低位。

● 政府經營帳目和綜合帳目已提早回復收支

平衡，而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

亦已控制在20%以下。

推動經濟 促進就業

香港將朝高增值、知識型經濟轉型，以配合

內地經濟發展，達致互利共贏。

● 內地與香港兩個金融體系之間應該建立

互補、互助、互動的關係，利用香港在

金融基礎設施、監管

制度、國際化市場，

專業人才和多元化

產品的優勢，

為內地提高資金

融通效率和協助

國家金融體系

改革，作出貢獻。

● 加快大型基建工程，估計可在下一年度

創造約23 000個建造業新職位。若其他

策劃中的大型項目進展順利，更可在未來

多提供約14 000個新職位。

扶貧紓困 改善民生

投放約9億元推行以下一系列措施，扶助弱

勢社𡡷。

● 撥款約3億元，於年中推出為期一年的

「交通費支援試驗計劃」，以鼓勵居住在

偏遠地區並有經濟困難的失業和低收入

人士，跨區求職和工作。



● 預留3億元，成立「兒童發展基金」為弱勢

社𡡷兒童提供額外發展機會。

● 為有需要的家庭及兒童提供額外支援，

其中包括：

─增撥5,200萬元為有殘疾的學前兒童和

殘疾人士提供教育、訓練和住宿照顧

服務；

─增撥3,100萬元強化家庭福利服務，

照顧家庭暴力受害者；

─增撥2,000萬元加強社區外展服務，

推廣精神健康，並為有需要人士提供

支援；

─未來三年共撥款約1,000萬元用於擴展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增強家長教育，

鼓勵持續進修。

● 發展先進物流業

應用科技，建立

無縫銜接的貨運

系統和清關平台：

興建電子預報道路

貨物資料系統和

推行貨車智能資訊系統試驗計劃。

● 撥款31億元，更換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和為民航處興建

新總部。

● 就於啟德發展的

新郵輪碼頭進行招標，預期第一個泊位

將於2012年啟用。

● 預留2億1,000萬元，

在全港各區的政府

場地提供WiFi無線

上網設施，免費供

市民使用。

● 預留3億元成立新

基金，協助電影業發展。

全面復蘇 勢頭良好

● 2006年經濟增長6.8%，

連續三年高於

趨勢增長。消費

和投資增幅可觀。

通脹為2%。

● 展望2007年經濟

增長為4.5-5.5%，

中期趨勢增長為4.5%。

● 就業人數創歷史新高，三年半以來增加

31萬人。失業率4.4%，是六年來低位。

● 政府經營帳目和綜合帳目已提早回復收支

平衡，而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

亦已控制在20%以下。

推動經濟 促進就業

香港將朝高增值、知識型經濟轉型，以配合

內地經濟發展，達致互利共贏。

● 內地與香港兩個金融體系之間應該建立

互補、互助、互動的關係，利用香港在

金融基礎設施、監管

制度、國際化市場，

專業人才和多元化

產品的優勢，

為內地提高資金

融通效率和協助

國家金融體系

改革，作出貢獻。

● 加快大型基建工程，估計可在下一年度

創造約23 000個建造業新職位。若其他

策劃中的大型項目進展順利，更可在未來

多提供約14 000個新職位。

扶貧紓困 改善民生

投放約9億元推行以下一系列措施，扶助弱

勢社𡡷。

● 撥款約3億元，於年中推出為期一年的

「交通費支援試驗計劃」，以鼓勵居住在

偏遠地區並有經濟困難的失業和低收入

人士，跨區求職和工作。



● 支援和照顧有需要的長者：

─增撥3,800萬元，加強

全港156間長者中心

的外展工作，為有

需要的獨居長者服務；

─增撥1,600 萬元在特建

安老院舍提供資助安老宿位；

─在未來四年撥款9,600萬元推行試驗

計劃，在兩個地區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

離院後的一條龍式支援服務。

力之所及 藏富於民

動用203億元，推行以下一系列稅務寬免和

一次過回饋措施。

● 經濟強勁復蘇，政府財政狀況大幅改善。

在能者多付和盡量避免收窄稅基的前提

下，建議一系列薪俸稅寬免措施：

─把邊際稅率及稅階回復至2002-03年度

水平；

─增加子女免稅額1萬元至每年5萬元。

此外，在子女

出生的課稅

年度，父母可

獲額外5萬元

子女免稅額；

─增加個人進修開支的

最高扣除額2萬元至

每年6萬元，

鼓勵在職人士

持續進修。

以上寬免措施可令110萬納稅人受惠，

而政府收入將減少約49億元。

● 把價值100萬至200萬元物業的買賣印花

稅，調低至定額100元，協助更多家庭

置業。估計每年約30 000名置業人士可

受惠，政府收入將減少2億5,000萬元。

● 把葡萄酒、啤酒和其他酒精含量不多於

30%飲品的稅率，調低一半，以幫助本地

餐飲、旅遊和酒類批發零售業發展，

也令市民受惠。政府收入減少約

3億5,000萬元。

● 旅客和本港居民入境時可享用的煙酒免稅

限額將劃一。

● 由於2006-07年度的政府財政狀況比原來

預算大幅改善，政府建議推行以下的一次

過回饋措施：

─退還2006-07年度薪俸

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

一半，以15,000元為

上限，有關金額將在

該年度最終應繳稅款中

扣除。政府在下年度收入

將減少8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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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及86%非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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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季將因而完全免繳

差餉。政府在下年度

將少收52億元；

─向所有綜援受助人發放額外一個月的

標準金額；所有「公共福利金」下的

傷殘津貼和高齡津貼受助人，則獲發放

額外一個月福利金。兩個計劃下共超過

100萬人受惠。政府在下年度的額外開

支為15億元。

● 修改財政儲備與外匯基金的分帳安排，

以提高政府投資收入和增加其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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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四年撥款9,600萬元推行試驗

計劃，在兩個地區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

離院後的一條龍式支援服務。

力之所及 藏富於民

動用203億元，推行以下一系列稅務寬免和

一次過回饋措施。

● 經濟強勁復蘇，政府財政狀況大幅改善。

在能者多付和盡量避免收窄稅基的前提

下，建議一系列薪俸稅寬免措施：

─把邊際稅率及稅階回復至2002-03年度

水平；

─增加子女免稅額1萬元至每年5萬元。

此外，在子女

出生的課稅

年度，父母可

獲額外5萬元

子女免稅額；

─增加個人進修開支的

最高扣除額2萬元至

每年6萬元，

鼓勵在職人士

持續進修。

以上寬免措施可令110萬納稅人受惠，

而政府收入將減少約49億元。

● 把價值100萬至200萬元物業的買賣印花

稅，調低至定額100元，協助更多家庭

置業。估計每年約30 000名置業人士可

受惠，政府收入將減少2億5,000萬元。

● 把葡萄酒、啤酒和其他酒精含量不多於

30%飲品的稅率，調低一半，以幫助本地

餐飲、旅遊和酒類批發零售業發展，

也令市民受惠。政府收入減少約

3億5,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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