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挑战中对商界的支援措施
引言
香港受到中美贸易战、社会动荡，以及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而带来经济下滑的压力。政府透过过去两年的《财
政预算案》的逆周期措施及防疫抗疫基金的纾困措施，为受疫情影响的市民和企业提供经济援助，涉及总金额逾
4,600 亿元（约 590 亿美元）。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推出总承担额逾 1,700 亿元（约 218 亿美元）的逆周
期措施纾解民困，并大幅增拨资源加强控疫防疫。
《2020 年施政报告》
行政长官在 2020 年 11 月 25 日发表《2020 年施政报告》，公布拨出接近六亿元的额外支援，以进一步协助最受疫
情打击的旅游业，应对未来持续的严峻挑战。额外支援包括向每间持牌旅行代理商提供现金津贴；向每名旅行代
理商职员及主业为导游及领队的自由作业持证导游及领队发放一次过 15,000 元津贴；及向每名以接载旅客为主的
旅游服务巴士司机发放一次过 6,700 元津贴。
《施政报告》中又公布多项措施，创造更多行业为本的就业机会：


绿色行业：政府将在未来数年投资一系列环保项目，估计可以创造达 4,000 个涉及科研、建筑工程、回收及
运输的就业机会



建造行业：除了已规划的大型工程，各工务部门会全速开展各类政府建筑物及设施的翻新、维修和保养，并
加快公众街市的翻新和小型改善工程



创科行业：政府会为香港的科技公司提供工资补贴，以招聘员工在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
汲取经验



物管行业：政府正与大型物管公司合作，资助他们聘用更多有意在物管业发展的青年人



创意行业：政府会善用各个支持电影、设计、文化艺术、艺术科技发展的基金，并考虑提供工资补贴，吸引
更多有志从事创意产业的人士投身



法律专业：香港作为国际法律枢纽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加上刚在大湾区落实的律师专业服务开放措施，香
港需要培育更多法律专才

政府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鼓励在香港及大湾区有业务的企业聘请及派驻本地大学毕业生到大湾区内地城
市工作，名额共 2,000 个。
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
财政司司长在 2022 年 2 月 23 日发表的 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推出总承担额逾 1,700 亿元（约 218 亿
美元）的逆周期措施，纾缓新冠疫情下市民和企业面对的经济压力：


宽减 2021/22 课税年度 100%利得税，上限 10,000 元



宽减 2022/23 年度非住宅物业差饷，首两季每户每季上限 5,000 元，其后两季每户每季上限 2,000 元



宽免 2022/23 年度商业登记费



继续减收非住宅用户 75%水费及排污费 8 个月，每户每月宽减额上限分别为 20,000 元及 12,500 元



延长豁免/宽减现行 34 类政府收费 12 个月



继续宽减现时适用于政府处所合资格租户、地政总署辖下合资格短期租约及豁免书 75%租金及费用 6 个月



试行推出「出口信用担保计划」，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会为保户的出口融资作最高 70%的信贷担保，担保额以
5,000 万元为上限



增加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的「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的最高贷款额上限至 900 万元、延长最长还款期至 10
年，及将「预先批核还息不还本计划」延长 6 个月



建议立法禁止业主对指定行业未能如期缴交租金的租户，终止租约、服务或采取其他相关法律行动，措施为
期三个月，并要求贷款人期间暂缓向业主追讨和该商业处所相关的贷款

《财政预算案》亦公布推出第二轮消费券计划，向每名合资格的 18 岁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新来港人士，分期
发放总额 10,000 元的电子消费券。
2021/22 年度《财政预算案》
财政司司长在 2021 年 2 月 24 日发表的 2021/22 年度《财政预算案》中，公布一系列总值约 95 亿元（约 12 亿美
元）的措施，协助企业应对当前的经济困境，包括：


宽减 2020/21 课税年度 100%利得税，上限 10,000 元



宽减 2021/22 年度非住宅物业差饷，首两季每户每季上限 5,000 元，其后两季每户每季上限 2,000 元



宽免 2021/22 年度的商业登记费



继续宽减非住宅用户 75%的应缴水费及排污费 8 个月，每户每月宽减额上限分别为 20,000 元及 12,500 元



继续宽减现时适用于政府物业合资格租户、地政总署辖下合资格短期租约及豁免书的 75%租金及费用 6 个月



增加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的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的最高贷款额至 600 万元、延长最长还款期至 8 年，及将
「还息不还本」安排增至最长 18 个月

2020/21 年度《财政预算案》对商界的支援
财政司司长在 2020 年 2 月 26 日发表的 2020/21 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推出约 1,200 亿元（约 150 亿美元）的
逆周期措施，当中有关支持企业应对经济逆境，以及减轻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的措施包括：


在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推出新的信贷担保产品，由政府作 100% 担保，为企业提供特惠低息贷款。合资
格企业可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起申请上限为 400 万港元（约 51.3 万美元）的六个月雇员薪酬和租金开支贷款
额，还款期最长３年



宽减 2019/20 课税年度 100%利得税，上限 20,000 元



宽免 2020/21 年度非住宅物业差饷，首两季每户每季上限 5,000 元，其后两季每户每季上限 1,500 元



宽免 2020/21 年度商业登记费



宽免由公司注册处收取的公司周年申报表登记费（逾期登记除外），为期 2 年



补贴合资格的非住宅电力用户额外 4 个月，每月 75%的电费开支，而每户每月补贴上限为 5,000 元



减免非住宅用户额外 4 个月，每月 75%的应缴水费及排污费，而每户每月上限分别为 20,000 元及 12,500 元



向本地回收企业提供６个月的租金资助



向政府物业、土地及环保园等合资格租户提供额外 6 个月，每月 50% 的租金宽免



向短期地契条款豁免书的合资格持有人提供额外 6 个月，每月 50% 的费用宽免



向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辖下文娱中心设施的租用者额外提供 6 个月，每月 50% 的基本场租宽减



向邮轮公司和邮轮码头商户提供额外 6 个月的收费及租金减免

《财政预算案》中的多项一次性纾困措施，包括向 18 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 10,000 元，从而鼓励市民
消费，有助刺激本地经济。
防疫抗疫基金
政府于 2020 年 2 月 5 日宣布成立 100 亿元防疫抗疫基金，并于 2 月 14 日宣布进一步增加基金金额，以纾缓企业
和社区在对抗 2019 冠状病毒病期间的负担。于 2 月 21 日，立法会财务委员会通过向该基金注资 300 亿元（约 38.5
亿美元），当中的 169 亿元用作撑企业和保就业。相关的措施包括：


向每间持牌旅行社发放 80,000 元的一次性津贴



向每间合资格持牌食肆和工厂食堂发放 20 万元的一次性津贴



向每间合资格的持牌小食食肆、食物制造厂、烘制面包饼食店、新鲜粮食店、烧味及卤味店发放 80,000 元的
一次性津贴



向每名合资格的持牌小贩发放 5,000 元的一次性资助



向每间持牌宾馆发放最高 80,000 元的津贴



预留 56 亿元向每个合资格零售商户提供一次性资助



预留 32.3 亿元，为运输业界提供全面、持续的财政支援



预留 10.2 亿元，透过资助大型会议和展览的参加者和主办机构，以支援会议展览业



拨款 1.5 亿元，为艺术文化团体提供资助，以支援艺术文化界



预留 3.8 亿元，宽免香港科学园、数码港和工业村的租户，以及初创企业的 6 个月租金，以支援创新及科技
界



政府提供约 9,000 万元，向获得雇员再培训局委任的培训机构提供财政援助

其中，「会议展览业资助计划」的期限三度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截至 2021 年 8 月底，已为 53 个展览提供
资助，涉及资助额约 1.22 亿元。
此外，为支援建造业抵御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影响，政府建议通过建造业议会，向业界持份者提供各种津贴，包括
向每所合资格的承建商、分判商和顾问提供 50,000 元的补助金，支援他们加强卫生监控措施。政府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宣布扩阔有关措施的受惠对象，进一步涵盖从事地盘以外较小型工程的注册建造业工人，以及专业学会／
协会下公司会员名单内的中小型工程顾问公司。每名合资格工友可获发 1,000 元；每间合资格的顾问公司可获发
2,000 元补助金，预计让额外约 24 万名建造业工友及约 400 间中小型顾问公司受惠。

1,375 亿元措施支援企业、保雇员就业
政府在 2020 年 4 月 8 日公布一系列涉及 1,375 亿元（176 亿美元）的纾困措施，协助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及个人，
主要措施包括：


800 亿元「保就业」计划，向合资格雇主提供工资补贴，上限为每名雇员每月 9,000 元(即 2019 年第 2 季的
全港工资中位数 18,000 元的五成)，为期 6 个月



动用 210 亿元提供 16 个支援项目，为特定行业提供援助，包括餐饮、教育、客运、旅游、建造等



优化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估计额外开支约为 116.9 亿元，额外信贷保证承担额为 300 亿元



减轻交通费负担，包括以 50:50 配对方式协助港铁公司提供 20%车费折扣，及暂时放宽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
划的补贴门槛



缴付税款限期自动顺延 3 个月



延长项目完成期限及／或放宽政府工程和非工程合约的付款时间，以及延长土地契约中的建筑规约期最多 6
个月

第三轮防疫抗疫纾缓措施
政府在 2020 年 9 月 15 日宣布推出第三轮 240 亿元（约 30.7 亿美元）防疫抗疫纾缓措施，协助受疫情影响的企业
和市民，以及提升香港的防疫抗疫能力，措施包括：


向直接受防疫抗疫措施影响或受疫情重创的行业提供资助，包括饮食业、旅游业、航空及运输业、体育界、
艺术文化界、教育界等



延长政府物业及短期租约的租金宽减或宽免 6 个月



延长豁免 27 类政府收费，并额外豁免 7 类政府收费，为期 1 年



延长非住宅用途水费及排污费的 75% 减免措施 4 个月



2020/21 年度第 3 和第 4 季非住宅物业单位的差饷宽减上限由每季 1,500 元增至 5,000 元



要求香港房屋委员会、香港房屋协会、香港机场管理局（机管局）、香港科学园和数码港向非住宅租户提供租
金宽减，涉及金额约 10 亿元



增加「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的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的最高贷款额至不多于 500 万元，及延长最长还款期
至5年



推行资助计划在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辖下公众街市推广非接触式付款

向防疫抗疫基金进一步注资 64 亿元
政府在 2020 年 12 月 17 日宣布向防疫抗疫基金的新一轮注资，为受到进—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和关闭表列处所影
响的行业提供额外援助。12 月 21 日，立法会财务委员会通过向该基金注资 64 亿元(约 8,150 万美元）。相关的纾
困措施包括：


向每间合资格餐饮处所提供不多于 50 万元一次性资助



向每间美容院或按摩院提供不多于 10 万元一次性津贴



向每名游戏机中心营运者、游乐场所牌照持有人、公众娱乐场所牌照持有人、麻将／天九牌照持有人和每所
健身中心及体育处所发放 10 万元一次性津贴



向每间现有电影院提供一次性资助，资助额为每块银幕 10 万元，每条院线最多可获 300 万元资助



向每间派对房间发放 40,000 元一次性津贴

行政长官在 2021 年 4 月 12 日宣布，政府将在防疫抗疫基金下特别发放多一期津贴，以支援 6 类已有一段较长时
间未能营业的处所（即酒吧或酒馆、浴室、派对房间、夜店或夜总会、麻雀天九耍乐处所及卡拉 OK 场所），涉及约
4 亿元。
政府于 2020 年及 2021 年从「防疫抗疫基金」拨出共 132 亿元，于公营及私营机构开设共约 60,000 个有时限的职
位。
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措施
政府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宣布推出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措施，总承担额约 35.7 亿元（约 4.6 亿美元）。相关的纾
困措施包括：


向每间合资格餐饮处所提供不多于 25 万元一次性资助；向每间须关闭整个持牌处所范围的合资格餐饮处所
额外获发 25,000 元的一次性资助



向食环署街市熟食／小食摊档承租人，及在公营屋村持有小贩牌照经营熟食业务的人士发放 25,000 元一次
性资助



向在商场美食广场中营运的每间合资格持牌食物制造厂发放最高 50,000 元一次性资助



向每个参与年宵市场的档户发放一次性特惠金；向每个参与 2022 渔农美食嘉年华的单位发放 5,000 元一次
性特惠金



向每名商营浴室牌照持牌人、合资格游戏机中心营运者、电竞场地营运者、互联网电脑服务中心营运者、游
乐场所牌照持牌人、麻将／天九牌照持有人、每所健身中心及体育处所发放 50,000 元一次性资助



向每名公众娱乐场所牌照及临时公众娱樂场所牌照持有人分别提供 50,000 元及 10,000 元的一次性资助



向每间电影院提供不多于 150 万元的一次性资助



向合资格会址持有人提供 50,000 元资助，以及向同时在会址内有经营卡拉 OK、夜总会或酒吧／酒馆的合格
证明书持有人按每项提供额外 25,000 元资助



向每间合资格的美容院或按摩院提供不多于 50,000 元一次性资助，连锁美容院及按摩院可获最多 150 万元
资助



向康文署直接雇用的康体活动工作人员、其他合资格的体育教练及人员、导师及讲者提供特惠金；每名合
资格的注册体育教练提供一笔过 5,000 元补助



向每名社会福利署津助机构兴趣班导师提供 5,000 元一次性补助金



向每间派对房间（包括出租游乐船）发放 20,000 元一次性资助



向每个合资格的表演艺术团体提供 40,000 元一次性资助；合资格的个人艺术从业者及自由职业者发放每人
5,000 元的一次性资助；每间演出行业公司提供 50,000 元一次性资助



向每间旅行代理商发放最少 50,000 元津贴；向每名旅行代理商职员、主业为持证导游或领队的自由作业者
者发放 7,500 元一次性津贴；以及向每名合资格旅游服务巴士司机发放 3,350 元一次性津贴向香港国际机场
的航空支援服务营运商提供不多于 800 万元的一笔过补贴



向每辆持牌跨境巴士及跨境出租汽车的登记车主提供一笔过 30,000 元非实报实销补贴；向每艘合资格跨境
渡轮船只营办商提供一笔过 50 万元非实报实销补贴



向资助及非资助的幼儿中心提供一次性的特别津贴；每所幼稚园及私立日校发放不多于 80,000 元的一笔过
津贴；每所提供非正规课程的私立学校提供一笔过 20,000 元的纾困津贴



向中、小学服务供应商或服务提供者提供一笔过纾困资助，涉及额外开支约 2 亿 1,690 万元

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措施
政府在 2022 年 1 月 27 日宣布推出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措施，支援受疫情和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影响的行业及人士。
2 月 15 日，立法会财务委员会通过共 270 亿元（约 34.6 亿美元）的第六轮基金拨款申请。
第六轮基金涵盖一共 48 项计划，估计受支援对象将包括 67,000 个企业、40,000 轮交通工具的营运者和 750,000
名人士。纾困措施涵盖四类，分别为：


为须关闭或经营受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大幅限制的行业提供援助，如餐饮处所、美容院、按摩院、健身中心和
电影院、发型屋及理发店等



为受疫情重创和间接受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影响的行业提供援助，包括旅游业、酒店、宾馆、客运业、洗衣业、
洗碗业、职业介绍所和本地渔农生产者等，以及一些指定项目包括元创坊、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和艺术空间、
香港科学园、创新园及数码港的租户



为受重创行业的从业员，以及一直为抗疫作出贡献的前线人员提供支援，包括艺术文化及创意产业的自雇人
士及自由工作者、导游、领队、文康体育导师和跨境货车司机、在政府合约承办商、私人楼宇和工商物业的
前线清洁及保安人员、机场工作的特定群组前线员工和安老院及残疾人士院舍员工



为短期／短暂失业人士提供支援，包括推出新一轮「创造职位计划」，在公营及私营机构创造额外 30,000 个
有时限性的职位

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批准向「防疫抗疫基金」注资 430 亿元，以推行「2022 保就业」计划 ，向合资格雇主提供为期
3 个月的工资补贴，目标在 2022 年 4 月开始接受申请。政府估计计划将惠及约 190 万名雇主、雇员及自雇人士。
自 2019 年 8 月中旬宣布的四轮纾困措施
自 2019 年 8 月中旬开始，政府宣布了四轮总计超过 300 亿港元的「撑企业、保就业、纾民困」措施，以应对香港
社会动荡及中美贸易战对经济的影响。
政府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及 9 月 4 日先后推出两轮纾困措施，包括：


豁免 27 类政府收费，为期 12 个月，惠及海事、物流、零售、饮食、旅游、建造，以至渔农业等多个行业



向地政总署辖下大部分划作商业及社区用途政府土地的短期租约、食环署辖下的公众街市档位、政府产业署
出租的食肆及零售商店、海事处辖下公众货物装卸停泊位租户，以及渔农自然护理署管理的 4 个政府批发市
场档位和设施的租户，提供每月 50%的租金减免，为期 6 个月



按收回成本原则厘定的各项政府收费，由即日起冻结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在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开设新的信贷担保产品，由政府为核准贷款提供 9 成的信贷担保，每家企业最高
贷款额为 600 万元，担保期最长 5 年



在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推出新的纾缓措施，企业可申请延迟偿还借贷的本金最多 12 个月



进一步优化「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及拓展内销市场的专项基金」（BUD 专项基金），以及「中小企业市场推广
基金」，并分别向该两项基金注资 10 亿元，以支持企业开拓商机、促进市场营销，以及参与由政府和相关机
构举办的市场拓展商务考察团

第三轮撑企业和保就业措施
政府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宣布新一轮共涉及约 20 亿元的撑企业和保就业措施，重点支援受严重打击的行业。措
施包括：


向运输业提供为期 6 个月的燃料补贴或一笔过补贴；同时向本地商用船只提供一笔过检验费补贴



向地政总署辖下公众收费停车场，以及海滨康乐或活动场地的政府土地短期租约租户提供每月 50%的租金宽
减，为期 6 个月，生效日期追溯至 2019 年 10 月 1 日



向政府产业署辖下公众收费停车场的租户提供每月 50%的租金宽减，为期六个月，生效日期追溯至 2019 年 10
月1日



将 8 月中宣布向政府产业署租赁食肆及零售商店提供每月 50%的租金宽减措施，扩阔至包括超级市场、超级
商店、购物商场和自动售卖机位，为期六个月，生效日期追溯至 2019 年 10 月 1 日



向康文署辖下的公众收费停车场、餐饮和零售场所营运者提供每月 50%的租金宽减，为期六个月，生效日期
追溯至 2019 年 10 月 1 日



向地政总署辖下大部分更改地契条款划作社区及商业用途的短期和临时豁免书持有人，提供每月 50%的豁免
书费用宽减，为期六个月，生效日期追溯至 2019 年 10 月 1 日



向康文署辖下文娱中心设施的租用者提供每月 50%的基本场租宽减，为期六个月，生效日期追溯至 2019 年
10 月 1 日

额外 40 亿元支援措施
政府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宣布推出第四轮支援措施，涉及金额超过 40 亿元。措施包括：


减免非住宅用户的应缴水费和排污费，提供电费补贴及进一步宽减差饷



利得税、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纳税人，在有需要时可申请分期缴付税款，获批准的个案将毋须缴纳现行介
乎 5%至 10%的附加费



提供旅游业、回收业和证券业多项宽免收费和资助措施

银行业支援措施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因应最新发展，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召开「银行业中小企贷款协调机制」特别电话会
议，与业界商讨如何加大力度支援中小企客户。参与银行提出的支援措施包括：


继续主动向不同行业的中小企客户提供延迟还款或贷款展期的安排，并进一步宽减各项收费，以减轻中小企
现金流的压力。其中部分银行提供无抵押贷款产品予中小企应急，有助增加中小企的现金流，并设立特快审
批通道，以处理贷款申请



出入口行业方面，银行延长贸易融资还款期，以配合被疫情拖长的贸易周期，并容许客户申请把贸易融资额
度暂时转为现金透支额度



运输业方面，银行已向部分受影响客户，包括的士和小巴营运商，安排还息不还本或贷款展期

金管局与香港按揭证券保险有限公司（按证保险公司）在 2020 年 4 月 3 日提出方案，以进一步纾缓中小企现金流
压力，包括：


推出一系列措施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及鼓励银行灵活运用流动资金支援借贷及其他业务



下调银行现有监管储备水平一半，释放超过 2,000 亿元的借贷空间，提高银行资产负债表应对未来贷款需求
的弹性



向银行提出给予合资格中小企客户自动或无须申请的贷款展期或延迟还本安排



就近期有从事进出口及制造业的中小企因货运延期导致资金周转出现困难，银行表示会积极容许客户再次延
长贸易融资还款期及让更多客户申请把贸易融资额度暂时转为现金透支额度，令客户可以更灵活调配资金

金管局联同「银行业中小企贷款协调机制」在 2020 年 4 月 17 日宣布推出「预先批核还息不还本」计划予合资格
企业客户，估计可涵盖全港银行八成以上的企业借款人。企业毋须递交申请，只需在接获银行通知为合资格客户
14 天内联络银行，确认贷款延期细节。
机场同业支援措施
机管局于 2019 年 9 月及 2020 年 2 月分别推出两轮纾缓措施，总额约 16 亿元（约 2.05 亿美元）。前两轮措施包括
减租、降低或豁免收费等，以支援业务伙伴，包括航空公司、地勤服务公司，零售商户、食肆及特许经营商。
政府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联同机管局推出 10 亿元（约 1.28 亿美元）的纾缓措施协助航空业界。当中 6.7 亿元（约
8,600 万美元）是政府向机管局豁免征收 2019/20 年度的航空交通管制费，其余 3.3 亿元（约 4,200 万美元）为机
管局的资助，惠及超过 400 间公司。措施包括：


全数豁免于机场长期闲置客机的停泊费及机桥费，为期 5 个月



宽减客机着陆费 40%，为期 4 个月



宽减停机坪服务、维修及禁区车辆相关费用，为期 4 个月



全数宽免客运大楼商用柜台特许经营费、业务特许经营牌照费及跨境交通营运商需缴交的费用，为期 4 个月



宽减客运大楼内的办公室、贵宾室的租金和航空后勤服务的特许经营费 10%至 50%不等，分别为期 3 至 4 个
月



支付定额租金的机场商铺及食肆 3 月至 5 月的租金将合共减免 70%，6 月则减 50%



预留 5,000 万元（640 万美元）作培训津贴，支援放无薪假期的机场员工，鼓励他们提升技能

机管局在 2020 年 4 月 8 日宣布第四轮多达 20 亿元（2.56 亿美元）的纾缓措施，进一步支援航空公司及航空辅助
服务营运商，协助缓和其流动资金压力。机管局将向 4 家本地航空公司预先购买约 50 万张机票和向在香港国际机
场的地勤辅助服务营运商提出，营运商可向机管局出售其地勤服务设备。
机管局向航空业界提供宽免或扣减各类费用的措施会延续至 2022 年 5 月底。机管局亦继续向零售商及食肆租户提
供租金纾缓措施。
（更新日期：2022 年 4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