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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至○九財政年度 

政府財政預算案主要建議 

促進長遠發展 

投資基建 

 未來數年將銳意推展各項基建工程，包括施政報告中已公布的十

項重大工程。 

 撇除預算一次過撥給西九管理局的 216 億元，二○○八至○九年

度的基建預算開支為 218 億元，並會在以後數年進一步上升。 

善用土地資源 

 增加二○○八至○九年度勾地表內土地數目至 62 幅，總面積達

60 公頃。 

 以更進取的態度靈活運用土地資源，並研究把空置土地美化或改

作其他臨時公共用途。 

 積極研究把位於灣仔海傍的三座政府辦公大樓遷離現址。 

 為納入勾地表的每幅土地訂明發展參數。 

 檢討《市區重建策略》，並善用政府原來注資市建局的部分款項，

強化舊區活化和歷史建築保育的工作。 

強化支柱產業 

 額外預留 1 億 5,000 萬元，在未來五年推廣香港作為國際會展和

旅遊之都及爭取更多高質素的會議和展覽來港舉行。 

 免收酒店房租稅，政府每年收入會減少 4 億 7,000 萬元。 

 在二○○八至○九年度勾地表引入「限作酒店」的用地，及提供

十幅可發展酒店的土地。 

 提高商貿和金融業的競爭力，優化監管體制，促進金融中介活動，

鼓勵金融創新，並向內地和海外推廣香港金融業。 

 逐步增加香港國際機場航機升降量至二○一五年的每小時 68 架

次，並研究興建第三條跑道的可行性。 

 積極考慮發展十號貨櫃碼頭的適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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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新市場 

 統籌業界參與在深圳舉行的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並在歐美

巡迴展出「9707」香港設計。 

 預留 6,900 萬元，用於設計和建造二○一○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的

香港館。 

 免收葡萄酒、啤酒、及其他非烈酒酒類飲品的應課稅品稅。政府

每年收入會減少約 5 億 6,000 萬元。 

培育人才 

 由二○○八至○九學年開始免費提供高中教育。每個學年用於教

育的額外開支將達 12 億元。 

 由二○○九至一○學年起逐步在小學實施小班教學。 

 由二○○九至一○學年開始，逐步增加 800 個研究院研究課程的

公帑資助學額。每年額外開支接近 3 億元。 

 撥款 180 億元設立研究基金，取代現時每年撥給教資會研究資助

局的經費及支持適當的特定主題研究。 

建設社區 

 預留約 1 億 2,000 萬元，把油麻地戲院改建為戲曲活動中心。 

 預留 216 億元，以支付西九文化區的資本成本。 

 在二○○八年七月至九月期間，開放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多

種康樂設施給市民免費使用。政府收入會減少約 1 億元。 

 預留超過 2,000 萬元，在社會不同層面加強推廣《基本法》。 

 向 18 區的區議會增撥資源至每年 6 億元，以推展社區參與活動和

進行地區小型工程。 

 為民政事務專員增加人力資源，以協助社區更有效參與地方行政

工作。 

改善環境 

 由二○○七年十二月起，為歐盟五期柴油提供為期兩年每公升五

角六仙的優惠稅率。以柴油的正常稅率計算，政府每年收入會減

少約 15 億 6,000 萬元。 

 為符合歐盟五期廢氣排放標準的商用車輛提供首次登記稅優惠。

政府收入每年會減少約 2,600 萬元。 

 為環保機械設備的資本開支在首年提供百分之一百的利得稅扣

除，並為主要附設於建築物的環保裝置縮短折舊減值期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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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弱勢社羣 

捐款扣稅上限 

 把可扣除捐款佔利得稅、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應評稅金額的比

例上限提高至百分之三十五。政府收入會減少約 8,000 萬元。 

家庭及兒童 

 在未來三年共撥出 4,500 萬元，加強日間寄養以及託兒服務。 

 每年增撥約 4,000 萬元，增加婦女庇護中心宿位，強化社署熱線

服務，推行宣傳運動和公眾教育，以及加強前線專業人員培訓。 

青少年 

 在未來三年共撥款約 10 億元，為 15 至 29 歲的青少年提供 3 000

個為期三年的職位。 

 在二○○八至○九年度預留約 5,300 萬元，打擊青少年吸食精神

科毒品的問題。 

 以試點形式設立地區數碼中心。 

殘疾人士 

 每年增撥約 1 億元，為殘疾人士提供 300 個額外學前訓練名額和

450 個額外日間訓練名額，以及 490 個額外資助院舍名額。 

 每年增撥約 3,500 萬元，設立 16 個社區支援中心，加強為殘疾人

士、其家人和照顧者提供一站式服務和支援。 

 撥出約 2,000 萬元，以添置八部和更換 24 部復康巴士。 

 為 12 至 64 歲的領取傷殘津貼和殘疾程度達百分之一百的綜援受

助人額外增加每月 200 元的補貼，鼓勵他們更多外出參與活動。

每年涉及的開支共 2 億 3,000 萬元。 

有經濟困難的病人 

 向撒瑪利亞基金注資 10 億元，按既定機制增加納入資助範圍的新

藥物。 

少數族裔人士 

 由二○○八至○九學年開始，向 19 間「指定學校」發放每年 30

萬元經常津貼，為非華語學生推行校本支援計劃，並在兩個學年

內增加「指定學校」數目至 25 間。政府每年會額外撥款 1,300 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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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試點形式成立四個支援服務中心，提供傳譯服務和舉辦中英文

語言訓練班等。政府會預留 1,600 萬元作為中心來年的營運開支

及另撥 800 萬元作為創辨經費。 

社會保障制度受助人 

 向綜援受助人及傷殘津貼受惠人，分別額外發放一個月的標準金

額及傷殘津貼，涉及的開支約 12 億元。 

 提早根據現行機制調整綜緩金額的水平。 

公屋住戶 

 為居於房委會及房協出租單位的較低收入家庭代繳一個月的租

金。但措施不適用於須向房委會繳交額外租金的租戶及居於房協

乙類出租屋邨的租戶。政府已預留 10 億元推行這措施。 

低收入人士 

 提高交通費支援試驗計劃的入息上限至每月 6,500 元，延長津貼

期限至 12 個月，及容許原區就業人士申領津貼。 

 為每個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提供 1,800 元的電費補貼，涉及開支約

為 43 億元。 

長者 

 把「長者學苑」計劃推展至專上院校層面。 

 每年增撥約 6,000 萬元，增加 160 個額外日間護理名額和 278 個

額外資助安老宿位，以及提供 180 個額外安老院舍療養照顧宿位。 

 每年增撥約 1,800 萬元，增聘長者地區中心人手。 

 預留 2 億元，在未來五年為家居環境破舊及設備欠佳的長者家庭

提供小型家居維修和改善工程服務及所需設備，以每戶 5,000 元

為上限。 

 預留 10 億元，在未來五年資助貧困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或進行改善

安全工程，以每名長者 40,000 元為上限。 

 研究如何改善高齡津貼計劃，以期在二○○八年年底前可作出決

定。 

 撥款 15 億元，向每名領取高齡津貼的長者一次過發放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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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社區 

 設立一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提供土地作長遠商業／酒店發展。 

 推出為期兩年的試驗計劃，讓長期病患者以醫管局診所的收費獲

得私營醫務所的服務。 

 在天水圍北部興建普通科門診診所，並研究在該區興建一所醫院。 

藏富於民 

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 

 降低標準稅率至百分之十五。政府收入會每年減少 9 億 6,000 萬

元。 

 寬減二○○七至○八年度百分之七十五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

稅，上限為 25,000 元。政府收入會減少 124 億元。 

 增加基本免稅額和單親免稅額至 108,000 元；增加已婚人士免稅

額至 216,000 元。政府收入會每年減少 13 億 1,000 萬元。 

 擴闊稅階至 40,000 元。政府收入會每年減少 10 億元。 

利得稅 

 降低公司利得稅稅率至百分之十六點五。政府收入會每年減少 44

億元。 

 寬減二○○七至○八年度百分之七十五的利得稅，上限為 25,000

元。政府收入會減少 17 億 3,000 萬元。 

商業登記費 

 寬免二○○八至○九年度的商業登記費。政府收入會減少 16 億

元。 

物業稅 

 寬減二○○七至○八年度百分之七十五的物業稅，上限為 25,000

元。政府收入會減少 6 億 8,000 萬元。 

差餉 

 寬免二○○八至○九年度全年差餉，以每戶每季 5,000 元為上

限。政府收入會減少 112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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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綢繆 

退休保障 

 預留 85 億元，為每名月薪不超過 10,000 元的僱員和自僱人士的

強積金戶口或屬界定供款計劃的職業退休計劃戶口一次過注入

6,000 元。 

醫療融資 

 預留 500 億元推動醫療改革。待醫療輔助融資安排落實後，為每

位參加供款計劃的市民注入個人的啓動資金。具體細節會視乎將

來落實的醫療輔助融資安排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