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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及公司註冊處恢復正常公共服務 

營商摘錄 

Extract From Guide to Doing Business 

客戶通訊 

Newsletter 

稅 務 局 及 公 司 註 冊 處 於 2020 年 5 月 4 日 起 ， 恢 復 正 常 公 共 服 務 。 

 

本公司提醒各位客戶必須於指定時間準備文件及呈交到指定政府門，以免未能及時處理

招致罰款或檢控。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 Companies Registry  

has resumed normal public services 

In line with the phased resumption of public services announc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 Company Registry announced 

that they will resume their normal public services from May 4. 

 

We remind our customers to prepare and submit the documents to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n time, which avoid the penalty or pros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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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紓緩企業和個人因 2019 冠狀病毒病所帶來的財政負擔和現金流，於 2020 年 4 月至 6 月

到期繳交的 2018/19 課稅年度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稅單，繳稅限期自動延期

三個月。 

 

稅務局公布有關安排，如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納稅人早前已依期繳交了

2018/19 課稅年度稅單的第一期稅款，第二期稅款的繳稅限期將由稅單上列明的日期自動

順延三個月。 

 

香港政府紓緩措施：繳稅限期自動延期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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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ef measures: Tax payment deadline automatically 

extended by three months 

To ease the financial burden and cash flow of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arising 

from COVID-19, tax payment deadlines for salaries tax, personal assessment and 

profits tax demand notes for the year of assessment 2018/19 which fall between 

April to June of this year are automatically extended by three months. 

 

The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announced that if taxpayers for salaries tax, 

personal assessment and profits tax have already settled the first pay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mand note for the year of assessment 2018/19, the deadline 

for the second payment is automatically extended for three months from the date 

specified on the demand note. 

 

Demand note for the year of assessment 2018/19, the deadline for the second 

payment is automatically extended for three months from the date specified on the 

demand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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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制訂了《上海市優化營商環境條例》(下稱《條例》)，在市場環境、政務服務、監管

執法、法治保障等方面作出多項規定，自 2020 年 4 月 10 日起施行。《條例》列明，優化

營商環境應當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原則，通過「一網通辦」等服務全面深化「放

管服」改革，以打造貿易投資便利、行政效率高效、政務服務規範、法治體系完善的國際

一流營商環境，為各類市場主體投資興業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發展環境。 

在市場環境方面，《條例》列明上海會： 

• 各類市場主體依法平等進入國家市場准入負面清單以外的領域 

• 推進貿易便利化，鼓勵和促進外商投資；在臨港新片區內實行試驗性政策措施，擴

大對外開放 

• 依法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的經營自主權、財產權和其他合法權益，保護企業經營者的

人身和財產安全 

• 各類市場主體依法平等適用國家及上海支持發展的政策 

• 保障中小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制定專項政策支持中小企業創業創新 

• 建立健全公平競爭工作協調機制，加大執法力度，預防和制止市場壟斷和濫用行政

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以及不正當競爭行為，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依法實行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完善行政保護與

司法保護銜接機制，完善知識產權維權援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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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務服務方面： 

• 建設全流程一體化在綫政務服務平台「一網通辦」 

• 實行綜合窗口受理、分類辦理、統一出件、一次告知、首問負責、限時辦結 

• 對行政許可事項實施清單管理制度 

• 全面推行行政審批告知承諾制度 

• 推行企業開辦全流程「一表申請、一窗領取」 

• 通過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為申報人提供進出口貨物申報、運輸工具申報、稅費支

付、貿易許可和原產地證書申領等全流程電子化服務 

• 構建面向納稅人和繳費人的統一稅費申報平台，相關稅費合併申報及繳納 

在監管執法方面： 

• 編制監管事項目錄清單 

• 運用「雙隨機、一公開」監管、分類監管、信用監管、聯合執法等，創新包容審慎

公平公正的監管體系監管體系 

在法治保障方面： 

• 推進完善市場化、法治化的破產制度，探索建立重整識別、預重整等破產拯救機制

及簡化破產流程 

• 推行企業法律文書送達地址先行確認及責任承諾制 

• 建立營商環境投訴維權機制，任何單位和個人可以通過「12345」市民服務熱綫、

上海市企業服務雲、中小企業服務中心以及「一網通辦」平台等，對營商環境方面

的問題進行投訴舉報 

上海發布優化營商環境條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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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推出 8 個方面 90 項政策措施，推進復工復産和助企紓困。 

 

主要包括： 

 

• 加大對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增值稅減免； 

• 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交通運輸、餐飲、旅遊等行業企業，虧損結轉年限由 5 年延長至

8 年； 

• 減免各類企業繳納的養老、失業、工傷三項社保費上半年達 6000 億元，實施失業保

險穩崗返還政策惠及 8400 多萬職工； 

• 免收收費公路通行費 1400 多億元，降低電價氣價上半年為企業減負 670 億元。 

• 實施降準釋放 1.75 萬億元資金； 

• 通過專項再貸款再貼現、激勵國有大型銀行發放普惠小微貸款、增加政策性銀行專

項信貸額度等，為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提供低成本貸款 2.85 萬億

元； 

• 對 110 多萬戶中小微企業超過 1 萬億元貸款本息辦理延期還本或付息。 

• 加大對春耕生産、畜牧業發展等支持力度。 

 

上述舉措的積極成效正在顯現，復工復産正逐步達到正常水平，企業困難得到一定緩解，

經濟社會運行逐步趨於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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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Office 總行 
[電話]（852）2838 0448  

[傳真]（852）2838 2846 

[地址] 香港上環幹諾道西 88號粵財大廈 22樓 

22/F., Guangdong Finance Building,  
88 Connaught Road West,  
Sheung Wan, Hong Kong  
 

Yuen Long Branch 元朗分行 

[電話]（852）2838 3633 

[傳真]（852）2838 3433 

[地址] 香港新界元朗青山公路 129-131 

號朗輝中心 1樓 

1/F., Longfield Centre, 129-131  
Castle Peak Road, Yuen Long,  
N.T., Hong Kong  
 

Kwun Tong Branch 觀塘分行 

[電話]（852）2838 3386 

[傳真]（852）2838 3944 

[地址] 香港九龍觀塘開源道 64 

號源成中心 6樓 608室 

Unit 608, 6/F., Yen Sheng Centre,  
64 Hoi Yuen Road,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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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強調，要把做好“六保”作為“六穩”工作的著力點，穩住經濟基本盤。 

 

進一步落實落細已出臺的支持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紓困發展各項政策，讓企

業得到更多實惠，穩定就業崗位，減輕疫情對農民工在內的勞動者就業和收入的影響，保

障基本民生。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多措並舉促進消費回升。 

 

圍繞疫情暴露出來的薄弱環節和經濟社會發展短板領域，加快推進國家規劃已明確的重大

工程建設，用好已下達的中央預算內投資和地方政府專項債，儘快形成實物工作量。 

 

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抓緊修訂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破除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準入障

礙，帶動擴大社會有效投資。 

 

完善對外貿易政策，加快修訂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和鼓勵外商投資産業目錄，進一步放寬外

資準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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