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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發出逾二百六十萬份個別人士報稅表

IRD issues over 2.6 million tax returns for individuals

稅務局五月三日發出約262萬份二○二○／二一課稅年度個別人士報稅表。一般而言，納稅人須於一個月內（即六

月三日或之前）遞交報稅表，經營獨資業務人士的交表限期為三個月（即八月三日或之前）。網上報稅可自動獲延

期一個月（即就一般人士而言自動延至七月三日，就經營獨資業務人士而言則自動延至九月三日）。

《2021年收入（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於四月二十八日獲立法會通過，落實政府在二○二一至二二年度《財政預算

案》提出的稅務寬免，即寬減二○二○／二一課稅年度百分之百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和利得稅，每宗個案以

10,000元為上限。納稅人只需如常填報二○二○／二一課稅年度報稅表，稅務局便會在評稅時作出寬減。

有關填報報稅表的常見問題及答案，可瀏覽稅務局網頁www.ird.gov.hk查閱或致電本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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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IRD) is sending out about 2.62 
million tax returns for individuals for the year of assessment 
2020/21 by May 3. In general, taxpayers should file their tax 
returns within one month by June 3. For sole proprietors of unin-
corporated businesses, a three-month period is allowed and the 
filing deadline is August 3. Those filing via eTAX will have an auto-
matic extension of one month (i.e. deadline for general cases 
extended to July 3 whereas deadline for sole proprietors extended 
to September 3).

 The Revenue (Tax Concessions) Bill 2021 was passed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April 28, giving effect to the tax concessions 
proposed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 2021-22 Budget, reducing 
salaries tax, tax under personal assessment and profits tax for the 
year of assessment 2020/21 by 100 per cent, subject to a ceiling 
of $10,000 per case. Taxpayers should file their returns for the 
year of assessment 2020/21 as usual. The IRD will effect the 
reduction when making assessments.

For any enquires on Taxpayers/filers of employer's returns, please 
contact us or visit IRD website at www.ir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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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市場機遇

按一份近期行業研究報告統計1，亞洲私募及創投基金已募集但未投放的資本（行業內稱為Dry Powder）創下新

高，達4,700億美元，佔全球25%並超過了歐洲的份額（19%）。同時，最近一隻專注於亞太區投資的私募基金

完成了達150億美元2的融資，創下了同類型基金的新紀錄。種種數據預示，亞洲私募及創投基金的投融資活動

立會通過《2021年稅務（修訂）
（附帶權益的稅務寬減）條例草案》

強化配套吸引海外基金落戶

立法會於5月5日通過了《2021年稅務（修訂）（附帶權益的稅務寬減）條例草案》，標誌了香港在發展成為私

募基金樞紐的進程中再下一城。政府在這方面有「三步曲」策略，第一步是去年8月引入的有限合夥基金制度，

在短短八個月內已吸引了超過200個基金註冊，足證香港金融基因和新制度的吸引力。這次通過的條例草案為第

二步，將為合資格私募基金所分發的附帶權益（carried interest），即與投資表現掛鉤的積效分成，提供利得稅

及薪俸稅寬免。我們亦已計劃了第三步，考慮推出制度及措施，吸引更多已在海外成立的基金「搬遷」到香港落

戶。

亞洲私募及創投基金已募集但未投放資本與其全球佔比

亞洲私募及創投基金未投放資本

佔全球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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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越趨活躍。要吸引有限合夥人投

放資本，基金管理人需要持續拓展業

務，尋找合適的投資機會，亦需要落

實註冊及營運新基金的「大本營」。

以資產管理規模計算，香港目前已經

是亞洲區內第二大私募基金市場（管

理1,730億美元），僅次於內地。這

次通過的條例為合資格私募基金所分

發的附帶權益提供稅務寬免，提升香

港作為私募基金註冊及營運基地的吸

引力，讓我們可以捕捉亞洲私募及創

投基金龐大的市場機遇。

資料來源: KPMG - Looking ahead: Private Equity trends for 2021



帶來槓桿效應

私募及創投基金在香港的蓬勃發展更可以帶來一連串的槓桿效應，既推動金融市場發展，亦創造經濟及社會效

益。

壯大金融業上游產業鏈 :眾所周知香港的首次公開招股（IPO）市場活躍，過去12年中有七年排名全球第一，去

年融資達4,001億港元，排名全球第二，金額比2019年上升27%。事實上，能夠進行IPO的公司大多已經進入業

務較成熟的階段，有市場能夠理解的商業模式，屬金融產業鏈下游的部分。而投資於初創企業的私募及創投基

金則屬於上游，在企業發展初期引入資本、人才和專業知識，協助它們成長至可獨立上市或售予其他投資者。

進一步拓展私募及創投基金市場有助香港全面發展整條金融產業價值鏈，同時培育更多未來IPO生力軍。

帶動專業服務發展 :更多私募基金落戶香港，除了為基金業（如資產管理、投資及諮詢服務）創造商機外，亦會

帶動對相關專業服務（如法律顧問、稅務顧問、財務顧問、審計、公司秘書和註冊服務等）的需求。為確保合

資格基金管理公司在港進行實質活動以符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最新國際稅務標準，我們將要求每家合資格

基金管理公司須在相關課稅年度內（可自2020年4月1日起），在香港僱用稅務局局長認為足夠數目的全職合資

格僱員（最少兩名），並在香港承付稅務局局長認為足夠的營運開支（最少200萬港元）。

推動創科及新興產業 :早在疫情發生前，亞洲私募基金就已經大力投資於互聯網及科技行業，相關交易金額連續

五年在各行業中錄得最高增長。實體及面對面的經濟活動因疫情受阻，但同時為線上平台及業務帶來了龐大增

長空間，吸引私募基金投放更多資本。按一份最近的行業研究報告指出3，最受基金管理人青睞的業務包括電子

商務、網上學習、數碼醫療、訂票及預約服務、網上娛樂、電子支付和金融科技等。吸引更多專注於互聯網及

科技產業投資的私募基金落戶香港，將可推動我們的創科及新興產業發展，同時為本地初創企業帶來更多的潛

在投資者，引入資金壯大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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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普通合夥人預期
以下數碼行業將有長遠增長

網上學習

電子商務

數碼醫療

網上娛樂

金融科技

電子資訊服務

其他

64％

63％

63％

53％

50％

42％

5％

受訪普通合夥人於未來3－5年內
將重點關注以下數碼行業

數碼醫療

電子商務

網上學習

電子資訊服務

金融科技

網上娛樂

其他

65％

60％

59％

46％

44％

44％

9％

資料來源: Bain & Company Asia-Pacific private equity report survey, 2021 (n=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