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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局的主要職責之一是向符合法定發牌條件的申請人批出牌照。
監管局的主要職責之一是向符合法定發牌條件的申請人批出牌照。為了有效地執行該項職責，
為了有效地執行該項職責，
監管局嚴謹地查核申請人遞交的學歷資料及文件。
監管局嚴謹地查核申請人遞交的學歷資料及文件。監管局發現，
監管局發現，最近在牌照申請中使用虛假／
最近在牌照申請中使用虛假／偽造
的學歷證明文件的個案大增，
的學歷證明文件的個案大增，監管局對此事甚為關注。
監管局對此事甚為關注。
牌照申請人必須遞交文件、包括學歷證明文件，予監管局查核及確認申請人是否符合發牌條件。
予監管局查核及確認申請人是否符合發牌條件。
最近，
年截至6月底
最近，監管局發現在牌照申請中使用虛假／
監管局發現在牌照申請中使用虛假／偽造的學歷證明文件的個案大幅上升。
偽造的學歷證明文件的個案大幅上升。2014年截至
年截至 月底
為止，
年全年的19宗及
年的七宗。
為止，監管局發現21宗這類個案
監管局發現 宗這類個案，
宗這類個案，超過2013年全年的
超過
年全年的 宗及2012年的七宗
宗及
年的七宗。
個案中涉及的虛假／
個案中涉及的虛假／偽造的文件包括聲稱在本港、
偽造的文件包括聲稱在本港、內地及海外教育機構發出的畢業證書。
內地及海外教育機構發出的畢業證書。監管
局會採取嚴謹的步驟審查每宗可疑個案。
局會採取嚴謹的步驟審查每宗可疑個案。對於這些使用虛假／
對於這些使用虛假／偽造學歷證明文件的人，
偽造學歷證明文件的人，監管局會拒
絕其牌照申請，
絕其牌照申請，甚至撤銷其牌照。
甚至撤銷其牌照。此外，
此外，監管局也將表面證據成立的個案轉交警方跟進。
監管局也將表面證據成立的個案轉交警方跟進。
牌照委員會主席劉詩韻女士表示：「
牌照委員會主席劉詩韻女士表示：「使用虛假
：「使用虛假／
使用虛假／偽造學歷證明文件是絕對不能容忍的罪行，
偽造學歷證明文件是絕對不能容忍的罪行，監
管局會竭盡全力，
管局會竭盡全力，仔細審閱每一宗由行政部門提交給委員會的可疑個案，
仔細審閱每一宗由行政部門提交給委員會的可疑個案，也會向被發現提供偽造文
件的人士採取行動。」
件的人士採取行動。」
除了審批或拒絕牌照申請之外，
除了審批或拒絕牌照申請之外，監管局牌照委員會也負責監察持牌人是否持有牌照的
監管局牌照委員會也負責監察持牌人是否持有牌照的「
照的「適當人
選」，如發現持牌人不再是
」，如發現持牌人不再是「
如發現持牌人不再是「適當人選」，
適當人選」，則會撤銷其牌照
」，則會撤銷其牌照。
則會撤銷其牌照。
委員會最近簡化了程序，
年
委員會最近簡化了程序，加快審視持牌人是否「
加快審視持牌人是否「適當人選」
適當人選」的個案。
的個案。基於這情況下，
基於這情況下，在2014年
上半年被委員會撤銷的牌照數目比過去為多。
年截至6月底
上半年被委員會撤銷的牌照數目比過去為多。2014年截至
年截至 月底，
月底，委員會撤銷了30個牌照
委員會撤銷了 個牌照，
個牌照，多於2013
多於
年全年的11個
年全年的 個。被撤銷牌照的人士，
被撤銷牌照的人士，大部分是因為被刑事定罪而被認為不再是持牌的「適當人選」
適當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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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醒置業人士在購買二手住宅物業時應注意的重要事項，
為提醒置業人士在購買二手住宅物業時應注意的重要事項，協助他們掌握置業知識和資
訊，以作出明智決定，
以作出明智決定，監管局與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
消委會）於 2014 年 4 月聯合出版了一本名為《購
買二手住宅物業須知》
的全新小冊子。
買二手住宅物業須知
》的全新小冊子
。
監管局一直透過不同的渠道，
監管局一直透過不同的渠道，向市民發放置業相關資訊。
向市民發放置業相關資訊。監管局相信，
監管局相信，加強消費者對物業
交易的了解有助他們保障自己的權益。
交易的了解有助他們保障自己的權益。
新出版的小冊子涵蓋多項重要事宜，
新出版的小冊子涵蓋多項重要事宜，例如提醒消費者在置業前要仔細視察物業及附近環
境、詳細了解物業資料如物業用途
詳細了解物業資料如物業用途、
單位面積、
地契年期、
樓宇公契及產權負擔等。
、單位面積
、地契年期
、樓宇公契及產權負擔等
。小冊子也
扼要敍述消費者在簽署買賣合約、
扼要敍述消費者在簽署買賣合約、安排按揭及委託地產代理時應留意之處。
安排按揭及委託地產代理時應留意之處。

為確保公司規管更為妥善，
章）引入新措施，
為確保公司規管更為妥善，新《公司條例
公司條例》（
條例》（香港法例第
》（香港法例第622章
香港法例第
引入新措施，其中包括：
其中包括：
完善執法制度：
完善執法制度：透過訂定「
透過訂定「責任人」
責任人」的新定義，
的新定義，新條例降低檢控公司高級人員違規的門檻，
新條例降低檢控公司高級人員違規的門檻，
將違規範圍擴展至包括魯莽的作為。
將違規範圍擴展至包括魯莽的作為。另外，
另外，為善用司法資源，
為善用司法資源，新條例賦權公司註冊處處長可對
一些簡單及輕微的違規罪行，
一些簡單及輕微的違規罪行，准以繳款代替檢控。
准以繳款代替檢控。
完善擔保有限公司的規管：
完善擔保有限公司的規管：在新條例下，
在新條例下，所有擔保有限公司均須有最少兩名董事，
所有擔保有限公司均須有最少兩名董事，而法人
團體不可擔任董事。
團體不可擔任董事
。所有擔保有限公司的周年申報表均須連同財務報表的經核證副本一併交付
公司註冊處；
在交付周年申報表時須繳交的每年登記費用，
會與股份有限公司一樣採用遞增收
公司註冊處
；在交付周年申報表時須繳交的每年登記費用
，會與股份有限公司一樣採用遞增
收
費模式。
費模式
。
改善押記的登記：
改善押記的登記：新條例規定押記文書的經核證副本須交付公司註冊處登記；
新條例規定押記文書的經核證副本須交付公司註冊處登記；並將登記押
記期限由五個星期縮短至一個月，
讓公眾人士可更適時地取得資料。
記期限由五個星期縮短至一個月
，讓公眾人士可更適時地取得資料
。
改善披露公司名稱的規定：
改善披露公司名稱的規定：新條例保留公司須在其註冊辦事處、
新條例保留公司須在其註冊辦事處、業務場所、
業務場所、通訊文件及交
易文書展示公司名稱的規定，
並訂明相關規定適用於公司網頁，
易文書展示公司名稱的規定
，並訂明相關規定適用於公司網頁
，以保障與公司有交易及往來的
人士。
同時，
為方便營商，
新條例為公司提供彈性，
人士
。同時
，為方便營商
，新條例為公司提供彈性
，包括容許公司將名稱展示於註冊辦事處內
可讓訪客易於看見的位置，
及容許公司不向公眾開放的後勤業務場所無須展示其註冊名稱。
可讓訪客易於看見的位置
，及容許公司不向公眾開放的後勤業務場所無須展示其註冊名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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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社會經濟轉型，
隨着社會經濟轉型，近年以自僱人士身份報稅的人，
近年以自僱人士身份報稅的人，確有上升趨勢。
確有上升趨勢。除工作形式有別於傳統的
上班一族外，
上班一族外，自僱人士所繳納亦非薪俸稅，
自僱人士所繳納亦非薪俸稅，而是利得稅。
而是利得稅。
自僱人士應如何定義?簡單來說
僱人士應如何定義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自僱人士只為自己工作，
自僱人士只為自己工作，而不是以僱員身份。
而不是以僱員身份。在香港，
在香港，只要你從
事買賣貨品、
事買賣貨品、提供專業或個人服務而賺取收入，
提供專業或個人服務而賺取收入，即被視為經營行業、
即被視為經營行業、業務或專業的自僱人士。
業務或專業的自僱人士。不論
等形式工作的自由工作者，
你是自行開設醫務所的醫生、
你是自行開設醫務所的醫生、保險中介人，
保險中介人，又或以兼職、
又或以兼職、Freelance等形式工作的自由工作者
等形式工作的自由工作者，都需
要填寫報稅表，
要填寫報稅表，並繳納利得稅。
並繳納利得稅。

【個人入息稅或較利得稅高】
個人入息稅或較利得稅高】
至於計算應繳納的利得稅稅款方法，
至於計算應繳納的利得稅稅款方法，是將其該課稅年度賺取的收入，
是將其該課稅年度賺取的收入，扣除與業務相關的支出及
扣除項目後，
）計算得來。
扣除項目後，以標準稅率（
以標準稅率（15%）
計算得來。不過，
不過，大家必須留意，
大家必須留意，與繳納利得稅的公司或法團不
同，自僱人士填寫報稅表時
自僱人士填寫報稅表時，
稅表時，其實還可以選擇以個人入息課稅的形式納稅。
其實還可以選擇以個人入息課稅的形式納稅。以下是自僱人士於報稅
時常見的問題。
時常見的問題。
Q1：
：為何出現個人入息課稅的安排?
為何出現個人入息課稅的安排
A1：
：這是為符合特定條件的個人（
這是為符合特定條件的個人（包括自僱人士）
包括自僱人士）而設，
而設，提供稅務寬減以減低其應繳稅款的
一種安排。
一種安排。該安排下，
該安排下，申請人的業務利潤、
申請人的業務利潤、物業以入及受僱工作的入息（
物業以入及受僱工作的入息（如有）
如有）會被合
併計算為一總額，
併計算為一總額，作整體評稅，
作整體評稅，並以薪俸稅所使用的累進稅率計算。
並以薪俸稅所使用的累進稅率計算。此外，
此外，申請人可申
索各種扣除項目，
索各種扣除項目，當中包括適用於薪俸稅的各種個人免稅額、
當中包括適用於薪俸稅的各種個人免稅額、居所貸款利息、
居所貸款利息、認可慈善
捐款等。
捐款等。
Q2：
：個人入息課稅能否減低自僱人士的應繳稅款?
個人入息課稅能否減低自僱人士的應繳稅款
A2：
：不能一概而論，
不能一概而論，要視乎該自僱人士是否符合條件申索各種扣除項目、
要視乎該自僱人士是否符合條件申索各種扣除項目、其收入水平等因素。
其收入水平等因素。
其中，
）較標準稅率（
）為高，
其中，由於現時累進稅率的最高邊際稅率（
由於現時累進稅率的最高邊際稅率（17%）
較標準稅率（15%）
為高，與繳納利
得稅比較，
得稅比較，收入較高而選擇以個人入息課稅的自僱人士，
收入較高而選擇以個人入息課稅的自僱人士，有可能因以最高邊際稅率計算
而得出更高的應繳稅額。
而得出更高的應繳稅額。

【選錯報稅方法 稅款更高】
稅款更高】
Q3：
：我會否因選錯了報稅方法而多付稅款?
我會否因選錯了報稅方法而多付稅款
A3：
：當收回報稅表後，
當收回報稅表後，稅務局選擇個人入息課稅會令該納稅人多付稅款，
稅務局選擇個人入息課稅會令該納稅人多付稅款，稅務局會就該納稅
人的情況進行分析。
人的情況進行分析。如果選擇個人入息課稅會令該納稅人多付稅款，
如果選擇個人入息課稅會令該納稅人多付稅款，稅務局會將該納稅
人視作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來作評稅
人視作不選擇個人入息課稅來作評稅，
來作評稅，並且會在稅單上評稅主任附註一欄，
並且會在稅單上評稅主任附註一欄，將此情況通
知該納稅人。
知該納稅人。
Q4：
：仍未收到報稅表是否不用報稅?
仍未收到報稅表是否不用報稅
A4：
：自僱人士除非已收到稅務局發出除非已收到稅務局發出的報稅表，
自僱人士除非已收到稅務局發出除非已收到稅務局發出的報稅表，否則須於有關課稅年
度的評稅基期結束後4個月內
度的評稅基期結束後 個月內，
個月內，以書面通知稅務局須要課稅，
以書面通知稅務局須要課稅，要求發出報稅表。
要求發出報稅表。
Q5：
：與業務相關的支出紀錄繁多，
與業務相關的支出紀錄繁多，要否向稅務局一一提交?
要否向稅務局一一提交
A5：
：不用，
不用，但由於自僱人士常常將私人支出與業務相關支出混淆，
但由於自僱人士常常將私人支出與業務相關支出混淆，因此稅務局經常會向自僱
人士，
人士，就其所申報的支出項目發出書面查詢。
就其所申報的支出項目發出書面查詢。因此，
因此，自僱人士須保留足夠的佐證文件及
業務紀錄，
業務紀錄，以便有需要時供稅務局查閱。
以便有需要時供稅務局查閱。
自僱人士的稅務申報尚有其他需注意的事項。
自僱人士的稅務申報尚有其他需注意的事項。如欲了解更多，
如欲了解更多，除了向你的稅務顧問諮詢外，
除了向你的稅務顧問諮詢外，亦
可致電本會免費諮詢熱線 2530 2220，
，查詢相關的報稅問題。
查詢相關的報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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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夫婦今日（
一對夫婦今日（五月十二日）
五月十二日）於觀塘裁判法院被裁定逃稅罪名成立。
於觀塘裁判法院被裁定逃稅罪名成立。首名被告被裁定五項逃繳
薪俸稅及物業稅罪名成立，
薪俸稅及物業稅罪名成立，次名被告則被裁定兩項逃繳物業稅罪名成立。
次名被告則被裁定兩項逃繳物業稅罪名成立。法官將案件押後至五月二
十三日待取得社會服務令報告後判刑。
十三日待取得社會服務令報告後判刑
。
現年四十三歲的首名被告，
現年四十三歲的首名被告，曾任職公司經理，
曾任職公司經理，她承認五項蓄意意圖逃稅控罪，
她承認五項蓄意意圖逃稅控罪，在二零零七至零
八、二零零八至零九及二零零九至一零課稅年度的報稅表內，
二零零八至零九及二零零九至一零課稅年度的報稅表內，就申索扣除居所貸款利息方面
就申索扣除居所貸款利息方面，
扣除居所貸款利息方面，作出
虛假的陳述，
並在二零零八至零九及二零零九至一零課稅年度的報稅表內，
漏報租金收入，
虛假的陳述
，並在二零零八至零九及二零零九至一零課稅年度的報稅表內
，漏報租金收入
，觸犯《稅
務條例》（
章）第82條第
條第（
）（c）
）（a）
務條例》（第
》（第112章
條第（1）（
）（ ）款及第82條第
款及第 條第（
條第（1）（
）（ ）款。
案情透露，
案情透露，首名被告在涉案期間擁有一個位於香港的物業，
首名被告在涉案期間擁有一個位於香港的物業，在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至二零一零
年三月六日期間作出租用途。
稅務局經調查發現，
她於二零零七至零八、
年三月六日期間作出租用途
。稅務局經調查發現
，她於二零零七至零八
、二零零八至零九及二零零
九至一零三個課稅年度的報稅表內，
九至一零三個課稅年度的報稅表內，就申索扣除居所貸款利息方面，
就申索扣除居所貸款利息方面，作出虛假的陳述，
作出虛假的陳述，涉及金額
241,355元及於二零零八至零九及二零零九至一零兩個課稅年度的報稅
元及於二零零八至零九及二零零九至一零兩個課稅年度的報稅表內
元及於二零零八至零九及二零零九至一零兩個課稅年度的報稅表內，
表內，漏報租金收入457,500
漏報租金收入
元。上述逃繳稅款合共83,291元
元。
上述逃繳稅款合共
四十一歲的次名被告，
四十一歲的次名被告，任職銀行助理副總裁，
任職銀行助理副總裁，他承認兩項蓄意意圖逃稅控罪，
他承認兩項蓄意意圖逃稅控罪，在二零零八至零
九及二零零九至一零課稅年度的報稅表內，
漏報租金收入，
觸犯《
稅務條例》
條第（
）（a）
九及二零零九至一零課稅年度的報稅表內
，漏報租金收入
，觸犯
《稅務條例
》第82條第
條第
（1）（
）（
）
案情透露，
次名被告在涉案期間擁有另外一個位於香港的物業，
款。案情透露
，次名被告在涉案期間擁有另外一個位於香港的物業
，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日至二
零零九年十月九日期間作出租用途。
稅務局經調查發現，
零零九年十月九日期間作出租用途
。稅務局經調查發現
，他於二零零八至零九及二零零九至一零兩
個課稅年度的報稅表內，
漏報租金收入231,000元
上述逃繳稅款合共27,720元
個課稅年度的報稅表內
，漏報租金收入
元。上述逃繳稅款合共
元。
稅務局發言人提醒納稅人
稅務局發言人提醒納稅人，《
言人提醒納稅人，《稅務條例
，《稅務條例》
稅務條例》訂明逃稅是刑事罪行。
訂明逃稅是刑事罪行。一經定罪，
一經定罪，每項控罪最高刑罰
為入獄三年和罰款五萬元，
另加一筆相等於少徵收稅款三倍的罰款。
為入獄三年和罰款五萬元
，另加一筆相等於少徵收稅款三倍的罰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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