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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 | 二零二零年四月

香港政府推出新一輪措施支援企業、僱員和市民
簡介
隨著COVID-19疫情持續嚴重損害全球經濟，香港政府於2020年4月8日推出了新一輪的支援
措施，總額達1,375億港元，以支持企業和個人。整套方案約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5％，涉
及的範圍十分廣泛。這些措施將有助企業渡過困境，減輕市民和企業所承受的部分經濟負擔，
並最終協助香港經濟在疫情受控後復蘇。

最新一輪措施建基於20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的1,200億港元的紓困措施以及立法會
於2020年2月21日通過的300億港元的抗疫基金。政府迄今提供的紓困措施總額已達到2,900
億港元，約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9.5％。詳細資料可以在這裡找到。

1. 政府宣布的最新支援措施中包括四個組成部分：

2. 保留職位，創造職位和提升工作效能；

3. 為特定行業提供援助；

4. 政府寬減租金、豁免費用、提供貸款及延後還款，以助減輕財政負擔；和

5. 由政府促成的其他援助。

保留職位，創造職位和提升工作效能
政府將推出涉及800億港元「保就業」計劃，向合資格僱主提供工資補貼。補貼為期六個月,
按僱員每月工資的50％計算，工資上限為港幣18,000元，每位僱員每月最高補貼金額為港
幣9,000元。措施是為了幫助合資格僱主保留其僱員，並且以僱主不裁員為條件。預計將有
150萬僱員受惠於此計劃。

「保就業」計劃不只是針對遭受重創的行業, 而是所有行業為僱員作出強積金供款的私營機
構僱主均符合資格。有待釐清的是，該計劃是否將覆蓋有關機構的所有僱員，包括那些豁免
加入強積金的僱員，例如新僱員或某些外籍員工。 「保就業」計劃的主要豁免者包括政府，
法定機構和政府資助機構員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指出，僱主可靈活指定一月至四月
的其中一個月，作為該津貼的計算依據。補貼將分兩期發放給合資格的僱主，第一筆補貼將
不遲於2020年6月發放。有關補貼的申請及其他細節，預計將很快發布。

強積金計劃沒有涵蓋的行業，如飲食，建築和運輸（主要是的士和紅色小巴司機），將在特
定行業的計劃中得到幫助。而向強積金供款的自僱人士亦會獲得一筆過資助。

其他措施包括在未來兩年內在公私營部門創造30,000個時限職位，支持不同行業僱員學習新
技能以及幫助企業採用和應用科技。

摘要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疫情持續，香港政府於4月8日
推 出 了 新 一 輪 涉 及 金 額 達
1,375億港元的措施，以支持
受疫情嚴重影響的香港企業和
個人。此前政府於2月啟動了
300億港元的防疫抗疫基金，
並在20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
中宣布了為數1,200億港元的
紓困措施,這是迄今為止政府最
大規模的支援措施。

這些新措施無疑受到企業歡迎，
但這些措施的細節及申請程序
仍有待政府闡明。

https://gia.info.gov.hk/general/202004/08/P2020040800760_339422_1_15863554296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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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特定行業提供援助
政府將動用210億港元，支援 16個受疫情嚴重影響的行業，包括中小型交易所參加者及證
監會的持牌人，旅遊業，建築相關行業，教育，校車營辦商及航空業。

政府寬減租金、豁免費用、提供貸款及延後還款，以助減輕財政負擔
為了進一步幫助中小企業，政府還考慮通過根據擔保額增加每個企業的最高貸款額來加強
中小企業融資擔保計劃。對於80％和90％擔保下的貸款，將提供不超過3％的優惠利率，為
期一年。

其他措施包括為政府處所的租戶提供75％的租金減免六個月，豁免醫護專業人員的註冊/登
記費三年，將應於2020年4、5和6月繳交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和利得稅納稅人自動提供三
個月的延期。地鐵公司還將從2020年7月1日起六個月, 將票價降低20％。

由政府促成的其他援助
在COVID-19疫情期間受打擊最嚴重的行業之一是航空業，該行業幾乎陷入停頓。機場管理
局將為航空公司及提供直接支援的營運者提供20億港元的額外紓緩措施，以緩解其資金壓
力。

香港金融管理局將調整規管準則, 釋放合共一萬億元的借貸空間，使銀行可以在特定時期內
向客戶提供“還息不還本”的安排，以幫助其為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提供流動資金。

此外，保險業監管局將協助各主要保險公司為客戶提供寬限期，讓個人人壽、危疾及醫療
保單持有人在一段指定期間內無須繳付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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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的觀察
COVID-19對許多本地以至全球的企業帶來災難性的經濟影響。畢馬威非常歡迎最新一輪的
措施，幫助減輕陷入困境的企業和個人的財政壓力。然而，對實施有關方案時有一些細節
需要解決和闡明。

需要注意的一些關鍵點包括：

• 從稅務的角度來看，目前尚不清楚從這些措施獲得的補貼是否應稅。一般而言，與貿易、
專業或業務有關的補助金或補貼應根據《稅務條例》第15(1)(c)條徵稅，除非該款項特
定用於資本支出。 因此，稅務局會否就作為經濟援助而獲得的資助或補貼是否應稅提供
指引，或者政府會否對此補貼提供特定的豁免，仍有待觀察。為了令企業得到最大的補
助，我們期望政府積極考慮該等資助豁免徵稅，同時仍允許企業保持營業所產生的相關
費用獲得稅務抵扣。

• 儘管「保就業」計劃令人鼓舞，並將使各行各業受益，但有關該計劃如何實施的細節尚
未公佈。申請補貼之前，企業的主要考慮因素包括：

‒ 要申請補貼，僱主需要保證不會實施任何裁員。因此，企業需要仔細研究如何定義
“裁員”和需保證多長時間，並與其未來幾個月的人力資源計劃相對照。

‒ 雖然可以靈活地選擇一月至四月的其中一個月作為計算補貼金額的僱員人數的基礎，
但企業需要考慮其招聘計劃以作出適當選擇。例如，在過去幾個月勞動力減少了，
並且沒有計劃進行新招聘，那麼企業便不應該選擇較早的月份作為基礎，否則補貼
可能會被收回。

稅務局還宣布了各種行政措施，以協助因COVID-19爆發而遭受財務困難的納稅人，包括：

• 將2019/20課稅年度的利得稅報稅表和薪俸稅報稅表分別推遲一個月至5月4日和6月1日
發出；

• 如提出反對、暫緩繳稅申請以及提交納稅申報表的期限原本在3月23日至5月2日期間, 將
延至5月4日；

• 會計期在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2月29日之間結束的實體, 提交國別報告通知的日期
延長至2020年6月1日；和

• 將應於2020年4月，5月和6月繳納的2018/19課稅年度的利得稅，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
稅的繳納期限推遲三個月。

總體而言，這些措施無疑是政府對企業支持的舉措。我們鼓勵所有企業仔細考慮其是否合
資格申請資助和其他支援措施，包括考慮已經採取的調控成本措施（如有的話）對獲得
「保就業」計劃資助的資格的影響。在該計劃的細節公佈之前，我們建議僱主謹慎採取其
他調控成本的措施。我們相信不久就能獲得有關如何申請這些措施的更多細節，但我們亦
促請政府迅速採取行動，使企業和市民盡快得到援助，經濟得以盡快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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