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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 在《基本法》下蓬勃發展的

國際商業金融中心

引言

美國傳統基金會在1995年發表首份《經濟自由

度指數》報告，自此香港連續24年獲評選為全

球最自由經濟體。根據聯合國《2018年世界投

資報告》，香港是全球接收外來直接投資的第

三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和中國內地。	

香港是亞洲重要的銀行金融中心。在評定金

融中心競爭力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中，香港在

2018年排列亞洲第一、全球第三，僅次於紐

約和倫敦。截至2018年9月底，香港共有187

家銀行和其他經營接受存款業務的認可機構。

此外，全球一百大銀行中有70家在香港經營業

務。在首次公開募股籌集資金方面，自2009

年，香港在過去的9年內有5年都排名全球第

一。

香港特區作為一個面積僅約1,100平方公里的

彈丸之地，何以持續吸引世界各地的資金和人

才流入？答案可以在我們的寶庫《基本法》中

找到。香港奉行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當中許

多要素常常被視為理所當然，其背後源於《基

本法》的保證和要求往往被忽略，而它們對香

港的成功不可或缺。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在1990年制定《基

本法》。《基本法》體現有關國家對香港特區

的基本方針政策，並確立“一國兩制”原則。

透過《基本法》，全國人大授權香港特區實行

高度自治，從而使香港特區能夠保持原有的資

本主義制度，與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不

同。

《基本法》保留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和資本主義

制度，尤其第五章為香港特區的經濟發展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主權，為香港得以繼續成

功奠下基石。根據《基本法》第五章，香港特

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並與中國其他地區保

持財政獨立。《基本法》授權香港特區繼續使

用本身貨幣，保持自由港地位，以及實行自由

貿易政策。

《基本法》對香港特區作為國際商

業中心的重要性

低稅政策

《基本法》第五章載列香港資本主義經濟賴以

成功的多項重要經濟政策，低稅政策是其中之

一。依據《基本法》第108條，香港特區實行

獨立的稅收制度，並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

政策。《基本法》第108條和第五章的其他條

文(例如第106條)具有“財政防火牆”的效力，把

香港和內地的公共財政完全分隔。香港一直奉

行簡單、低稅率稅制，是其成為國際商業中心

的成功關鍵。香港的稅制採納地域來源原則，

只對在本港產生的收入徵稅。因此，香港只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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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三項直接稅，並設有優厚的免稅額和稅項扣

除。三項直接稅分別為：	

l	 利得稅：法團稅率上限為16.5%；法團以外

的業務(即合夥業務及獨資業務)的相應稅率

為15%；	

l	 薪俸稅：稅率上限為15%；

l	 物業稅：稅率劃一為15%。

香港特區自1997年7月1日以來採取多項措施，

進一步減輕企業和個人的稅務負擔，並增強香

港在環球市場的競爭優勢。2005年發表的《財

政預算案演詞》建議取消遺產稅，而落實該建

議的《2005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在2006

年生效。多年來，香港一直致力為基金業提供

稅務優惠，為資產和財富管理業務的發展提供

有利環境。以資產管理業務的市場總額計算，

香港市場位列亞洲之首。截至2017年年底，香

港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合計資產總值達24.3

萬億港元	(約3.1萬億美元)。

另外，香港自2008年2月起撤銷所有葡萄酒稅

項，此舉促進香港的葡萄酒和相關貿易的發

展，並使香港迅速發展為亞洲區內的葡萄酒貿

易和分銷樞紐。2017年，葡萄酒進口總值為

120億港元，是2007年(撤銷葡萄酒稅項的前一

年)的6.5倍以上。香港自2009年以來一直躋身

世界最大葡萄酒拍賣中心之列，2017年的拍賣

額更高達9,780萬美元。

香港特區政府近年也推出多項新的利得稅寬

減措施，以鞏固香港的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地

位。例如在2017年7月制定的《2017年稅務(修

訂)	 (第3號)	條例》，為香港的合資格飛機出租

商及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提供稅務寬減。概

括而言，合資格飛機出租商的應評稅利潤僅以

其出租飛機所得的淨租約付款的20%計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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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香港的《保險業條例》(第41章)，「專屬自保保險人」(captive insurer) 指只獲授權經營一般業務的公司 (有關公司)，而該等業務 

(i)是與某些法律責任或風險(而任何條例規定某些人須就該等法律責任或風險受保)無關的；及(ii)只局限於與有關公司屬於同一公司群組的

公司的風險的保險及再保險。

合資格飛機出租商及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由

其合資格活動所產生的利潤，則以8.25%	(即法

團利得稅稅率的一半)	計算課稅款額。

香港致力鼓勵在本港成立專屬自保保險公司，1

以推廣香港作為亞洲區的專屬自保保險中心。

為吸引更多本地及海外企業在香港開設專屬自

保保險公司，當局在2014年修訂《稅務條例》

(第112章)，向專屬自保保險公司提供稅務寬

減，將其離岸風險保險業務的利得稅減半。自

立法會在2018年7月通過相關的修訂條例草案

後，這項利得稅減半的優惠現已擴展至涵蓋離

岸及本地風險。有關稅務寬減進一步推動集團

或企業考慮在香港成立專屬自保保險公司，以

承保自身風險。發展專屬自保保險可鞏固香港

在亞洲區內的保險樞紐地位，同時令香港的風

險管理服務更多元化。根據香港金融發展局在

2017年發表的報告，香港在2020年前成為“世

界領先的專屬自保保險註冊地”的目標屬切實

可行。	

政府於2018年4月引入利得稅兩級制，自

2018/19課稅年度起生效，把法團及非法團

業務首200萬港元利潤的稅率，分別下調至

8.25%及7.5%。只有超過首200萬港元的利

潤，才達最高稅率。新制度令中小企業受益，

而香港簡單明確的低稅制繼續吸引投資者來港

營商，也吸引外派人員來港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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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基本法》第151條，香港特區可在經

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

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

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

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香港與不同稅務

管轄區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安排，

該等協定/安排旨在避免雙重課稅和防止逃稅，

並促進香港與其他稅務管理當局之間的緊密合

作。2018年3月，政府與亞洲第三大經濟體印

度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將可吸引更

多印度企業以香港為海外投資基地，令兩地的

貿易關係更上一層樓。至今，香港已經與40個

稅務管轄區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安

排。

香港依據《基本法》第108條實行獨立的稅收

制度，加上實施低稅制及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得以令香港邁向多元發展，成為機遇處處、繁

榮、充滿活力的城市。

香港的自由貿易

另一推動香港贏得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美譽的動

力，是香港的自由貿易政策。根據《基本法》

第114及115條，香港是自由港，實行自由貿

易政策，保障貨物、無形財產和資本的流動自

由。香港作為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的創始

成員，積極參與世貿的事務，亦支持和提倡自

由、開放、穩定的多邊貿易制度。

自1997年7月1日起，香港特區一直以“中國香

港”的名義作為單獨成員參加世貿。香港恪守

世貿的規則的同時，亦反對任何與世貿協定不

符的貿易限制措施。憑藉根據《基本法》第

114及115條所享有的高度自治，以及根據《基

本法》第116條香港特區為單獨的關稅地區，

香港與貿易夥伴簽訂多份《自由貿易協定》

(“《自貿協定》”)。2017年，香港與澳門特別行政

區及東南亞國家聯盟簽訂《自貿協定》。最近，

香港也在2018年6月與格魯吉亞簽訂《自貿協

定》，成為香港所簽訂的第7份《自貿協定》。

香港有《基本法》作為堅實後盾，多年來得以擴

大《自貿協定》的網絡。

海關和入境事務

根據《基本法》第116(1)條，香港特區為單獨

的關稅地區。香港海關負責維持本港在這方面

的地位，並根據《香港海關條例》(第342章)	

履行職能。

香港海關在邊境為香港特區把關，打擊走私活

動，為維護香港的國際港口和貿易中心地位擔

當關鍵角色。在邊境執法工作方面，香港設有

備受稱譽的進出口規管制度，對進出本港(包括

往返中國內地)的旅客和貨物實施嚴格管制。所

有經海、陸、空途徑進出本港的貨物、郵件與

包裹、旅客及運輸工具均須接受海關檢查和清

關。

根據《基本法》第154（1）條，中央人民政府授權

香港特區政府向持有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身份

證的所有中國公民簽發香港特區護照。根據同

一條文，香港特區政府亦獲授權簽發其他旅行

證件。此外，中央人民政府已正式授權香港特區

政府根據《基本法》第155條與外國締結互免簽

證的協議和安排。許多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獲

准免簽證進入的國家/地區，亦享有與香港特區

政府的互惠待遇。來自170多個國家/地區的遊

客可以免簽證進入香港，逗留時間為7至18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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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建設和專業服務

根據《基本法》第118條，香港特區政府需提

供經濟和法律環境，鼓勵各項投資，並開發新

興產業。作為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香港特區

政府一直致力為大小企業提供有利的法律建

設，例如香港特區政府在2006年年中開始全面

重寫《公司條例》(第32章)，務使香港的公司

法與時並進，提升香港作為主要國際商業和金

融中心的地位。經過五輪公眾諮詢及在一系列

公眾論壇和研討會多次討論後，《公司條例草

案》在2011年1月提交立法會審議。新的《公司條

例》(第622章)在2014年3月3日生效，連同根

據該條例制定的12項附屬法例，為在本港成立

法團及營運公司提供最新的法律框架。該條例

旨在加強企業管治、提升規管、方便營商，以

及使法例現代化。第622章提高董事的問責性

及加強保障股東，使香港的公司法更切合時代

的發展。新條例也簡化各項程序，減低遵循有

關規定所涉的費用，以及便利中小企業擬備簡

明的財務報告和董事報告。

除了法律建設外，香港的企業亦非常幸運，能

得到一個蓬勃的專業服務行業的支持。受惠於

《基本法》第142條賦予香港特區自行規管各

種專業的權力，香港有法律、會計、人力資

源、顧問服務、培訓及其他一系列的專業服務

便利營商，並保障不同市場參與者的利益。尤

值一提者，是香港強大的法律專業隊伍，具備

銀行金融、海事、建造工程、知識產權及資訊

科技等不同領域的豐富專業知識。截至2018年

9月，香港約有1,500名執業大律師和9,700名

執業律師。誠然，許多世界知名的國際律師行

都選擇在香港設立辦事處。來自香港以外的法

律專才不但在跨國民商事及合規法律方面為本

港引進更多經驗，與本港現有的法律專業人才

庫相輔相成，而且為處理跨境交易及爭議解決

注入國際視野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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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對香港特區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重要性

擁有本身貨幣

根據《基本法》第111(1)條，港元為香港特

區法定貨幣，繼續流通。依據《基本法》第

111(2)條，香港特區政府享有港幣的發行權。

香港的紙幣，除了十元紙幣由香港特區政府發

行外，政府授權三家商業發鈔銀行發行其他面

值的紙幣。按照《基本法》第111(2)條，港元

紙幣由外匯基金所持的美元提供十足支持。發

鈔銀行發行紙幣時，必須按7.80港元兌1美元

的匯率，向香港金融管理局交出等值的美元，

以購買負債證明書，而有關美元則會記入外匯

基金帳目內。這個聯繫匯率制度在1983年設

立，使香港即使在動盪時刻也能確保港元穩

定。貨幣穩定可保障投資，是香港貨幣體系的

基礎，對鞏固香港作為首要國際金融中心發揮

重要作用。港元亦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貨幣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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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金融制度

穩固的基礎建設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促

進並規範貨幣和金融服務的一個重要因素。依

據《基本法》第110(2)條，香港特區政府需自

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業和金融市

場的經營自由，並依法進行管理和監督。香港

金融管理局負責維持貨幣和銀行穩定。另一方

面，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是一個獨立的

法定機構，負責監管香港的證券及期貨市場。

《基本法》第109條授權香港特區政府維持金

融界的規管制度透明健全，並且符合香港的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積極參與多邊組織及國

際論壇，包括金融穩定委員會2及其他國際標

準制定組織，例如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國

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和國際保險監督聯

會，並且擔當在各領域推動全球金融規管改革

的關鍵角色。

《金融機構(處置機制)條例》(第628章)是香港

為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而新近訂定的法例之

一，該條例在2017年7月生效，為香港的處置

制度建立法律基礎。在該機制下，監管當局獲

授權管理有關金融機構的倒閉，除了避免對金

融體系造成重大的不良影響外，亦確保倒閉有

秩序和處置程序所涉費用由瀕臨倒閉的金融機

構各股東及債權人而非納稅人承擔。金融穩定

委員會為香港的處置機制進行審議，並於2018

年2月發表報告。該報告指出香港現時具備符

合金融穩定委員會《有效的金融機構處置機制

主要元素》規定有關處置的法定權力及保障措

2	 金融穩定委員會在2009年4月成立，成員包括二十國集團成員國及四個金融中心 ― 香港、新加坡、西班牙和瑞士。金融穩定委員會在國

際層面協調各國的金融監管當局及國際標準制定組織的工作，以及促進國際金融規管的改革。

施。該處置機制廣泛適用於各類金融機構，令

香港成為金融穩定委員會成員地區中少數設有

全面跨界別處置機制的一員。

資金自由流動

根據《基本法》第112(2)條，香港特區政府

需保障資金的流動和進出自由。國際結算銀行

的資料顯示，於2016年，香港是亞洲第二大

和全球第四大外匯市場，每日平均成交淨額達

4,370 億美元。

在《基本法》第111及112條和“一國兩制”

的保障下，香港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

場。在2004年，香港成為首個開展人民幣業務

的離岸市場。隨着人民幣近年在全球貿易和投

資的使用不斷增加，香港已發展為全球離岸人

民幣業務樞紐，是中國內地以外最深廣和流動

性最高的人民幣市場。香港銀行和其他金融機

構提供全面的人民幣服務，以滿足不同商戶和

投資者的需要。憑藉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以

及與中國內地的緊密聯繫，香港已成為全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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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幣貿易和銀行服務、融資、資產管理，以及

結算、交收的樞紐。香港高效的市場基建(包括

人民幣即時支付結算系統)發揮關鍵作用，方便

世界各地的市場參與者處理與中國內地和在離

岸市場之間的人民幣交易。2017年，香港在全

球跨境人民幣支付市場中佔超過70%的份額。		

結語

得力於《基本法》，香港特區成為通往內地和

亞洲市場的兵家必爭之地。單單從跨國公司在

香港設立的辦事處數目，足以說明香港的受歡

迎程度。截至2018年6月，在香港設立的地區

總部和地區辦事處分別有1,530個和2,425個，

當中1,162個地區總部負責公司在本港及內地

的業務或運作，不少更同時負責在亞洲其他國

家的運作。

《基本法》為香港特區在“一國兩制”原則下

保持穩定奠下基礎，也是讓香港特區繼續繁榮

的基石。香港同時具備“一國”和“兩制”的優

勢，得天獨厚，實為內地企業拓展國際業務

的理想地點。香港特區與祖國緊密連繫，同時

在稅務、貨幣、貿易及金融制度上享有高度自

治，成為本地和外地企業通往中國內地開拓市

場的絕佳門戶。香港特區在《基本法》下享有

獨特的地位，讓香港具備一切優越條件，繼續

成為一個蓬勃發展的國際商業金融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