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公民黨 2013/14 年度財政預算案重點建議  

 

1.  新增「租住私人物業免稅額」，幫助無自置物業，又正租住私樓

人士－上限為 36,000 元  

 

根據 2011 年人口普查數字，有 353,450 個居住在私人住宅單位、私

人永久性房屋的其他屋宇單位及臨時屋宇單位，當中有 123,464 個

的租金佔收入比率多於 30%，即是有三成半人，租金佔收入多於三

成，負擔頗沉重。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租金指數，實用面積少於  40 平方米的單位，

租金指數由 2009 年 (102)、2010 年 (120.7)、2011 年 (137.1)增至 2012

年 (149.7)，反映居於小型單位私樓的租金節節上升。無法計算此建

議涉及的額外公帑。  

 

2. 研究為申請三年都未能入住公屋而又正租住私人單位的人士，提

供租金津貼 (津貼額可參考合資格家庭目前每月租金支出與輪侯中

的公屋單位平均租金之間的差額，並以綜援租金津貼為上限。 ) -  涉

及的開支約 6000 萬  

若以此為基礎，每名申請者可得的津貼額最多不過現時綜援租金津

貼，現時社會福利署發放的租金津貼額如下︰  

租金津

貼  

合資格的家庭成員人數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每月最

高金額  
1,440 元  2,905 元  3,795 元  4,035 元  4,045 元  

根據房委會最新數字，截至 2012 年 6 月底在輪候冊上輪候時間為三

年或以而未獲配屋的申請人數共 15 700 名，如不作篩選，所有申請

人均能按綜援租金津貼金額上限得到津貼的話，涉及的開支約 6 千

萬︰  

輪候三年

或以而未

獲配屋的

申請人  

家庭成員人數  

總數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人數  40 1 900 5 300 6 600 1 900 15 



 

700 

涉及開支  

(元 )  

57 

600 

5 519 

500 

20 113 

500 

26 631 000 7 685 

500 

60 

007 

100 

不過，房委會提供的數字有兩大限制︰  

(1)  部分申請人因不同理由而被房委會凍結他們的輪候申請，申

請被凍結期間  (房委會稱此期間作「凍結時段」 )  並不計算在輪

候時間內，若將凍結的申請時間計算在輪候時間內，則輪候時間

超過三年的人數會多於 15 700 人；  

(2)  不論申請人接受配屋與否，房委會計算的輪候時間時均以首

次配屋為止。因此，若將輪候時間延至申請人接受編配  (即俗稱

「上樓」 )，輪候時間超過三年的人數也會多於 15 700 人。  

公民黨其他建議  

 

中產稅務優惠及一次性紓困措施  

措施  金額  

1.  新增「醫療保險保費免稅額」   上限為每年 6,000 元  

2.  增加薪俸稅個人免稅額及已婚人士

免稅額  

個人免稅額增至

126,000 元，已婚人士免

稅額增至 300,000 元  

3.  增加子女免稅額  每名子女免稅額增至

70,000 元，課稅年度新

生嬰兒免稅額亦增至

70,000 元  

4.  增加供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

免稅額及額外免稅額升至 48,000元   

 

5.  提高個人進修免稅額上限，並將新畢

業生償還學生貸款的支出 (包括資助

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及免入息審

查貸款計劃 )，全數納入免稅額內  

加至 10 萬元  

 

6.  延長樓宇按揭供款利息免稅額年期  延長至 20 年，最高款額

150,000 元  

7.  擴闊薪俸稅稅階  首兩個稅階從 4 萬增至

5 萬  



 

一次性紓困措施  

8.  退還 2011-2012 年度薪俸稅，上限為 12,000 元  

9.  提供每季 2,000 元的差餉寬免  

10.  向每個住宅電力用戶提供 1,800 元的電費補貼。為免劏房業主

從中取利，可透過關愛基金直接向劏房戶派發 1,800 元。  

 

紓援貧富懸殊及跨代貧窮  

措施  涉及公帑  

向輪候公屋超過 3 年人士提供租樓

津貼  

津貼可參考合資格家庭目前

每月租金支出與輪侯中的公

屋單位平均租金之間的差

額，並以綜援租金津貼作為上

限。  

提高入讀資助大學學位的人口比

例，同時增加銜接副學士的學位數

目  

首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有

26000 人考獲符合資助大學學

額成績，但現時公帑資助學額

只有 15000 個，以平均一個大

學生 20 萬成本計，政府每年

額外撥款 22 億元   

立即開展落實 15 年免費教育的政

策制訂工作  

估計將幼稚園納入資助範

疇，每年額外支出 2 億元  

將關愛基金「醫療技援助計劃」首

階段計劃中所資助的特定自費癌症

藥物，納入撒瑪利亞基金。  

建議未來 5 年增加資源，讓醫管局

修訂治療指引及擴大藥物名冊  

預計每年 6800 萬元  

 

 

建議定為每年 10%增幅，未來

5 年額外預留 4 億元  

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500 億元  

 

房屋及土地  

措施   

採納公民黨七招，落實短期土

地供應措施，增加公、私營房

屋供應  

1.   檢討丁屋政策，釋放 932 公頃

預留起丁屋的政府住宅地  

2.  善用 391 公頃政府閒置住宅地  

3.  主動拍賣勾地表住宅地，或撥作

興建公、居屋  

4.  研究措施阻止發展商「囤樓」  

5.  推出措施解決發展商囤積農地  



 

6. 檢討撤銷近十年的「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例」，保障租戶不被瘋狂加

租  

7.  恢復定期賣地  

研究設立資產增值稅   向短時間內轉售物業獲利者徵收某

個百份比的稅額  

 

環保 : 

措施  涉及公帑  

成立「路邊清新空氣基金」，  資助巴士公司將

舊巴士更換為歐盟五期巴士  

60 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