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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记者王旭 王欣）
“刚来香港，想买楼出租，谁能教
教我怎么缴税？”移民香港的王女
士，为缴税一事四处找人请教。

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前会长
杨志伟给她做了个简单“科普”：
香港房租税叫物业税，用香港税
务局的标准说法，是按照当年度
该物业（即出租房产）的应评税净
值征收，税率为 15%。所谓应评
税净值，通俗地说，就是租金收入
扣减香港的房产税（香港叫差
饷），再减去20%的维修支出免税
额。

维修支出是业主人人有份的
物业税免税额，由于涉及维修的
支出每年不同，楼龄较新的维修
支出又较为琐碎，为简化计算手
续，这项免税额统一为租金的
20%。业主报税时自行扣减即
可，也不用提供任何凭据。

那按揭买楼有减免吗？并没
有。不过，香港税务局允许你以
另一种方式报税，即与个人其他
收入合并一起报税。这种报税，
适合于个人有经营收入，免税项
目较多，合并计算可能比单独计
算出租收入有利。香港税务局的
原则是，两种方式均可，对个人怎
么划算怎么来。

杨志伟举例指，假设出租房
产由个人全资拥有，每月租金是3
万港元（下同），全年租金为36万
元，业主全年估计缴付 2 万元差
饷（房产税）。在计算物业税时，
以全年租金扣除业主支付的差
饷，再扣除 20%修葺及支出的标
准免税额，得出应评税净值后，再
按 15%的标准税率计算出，业主
须缴付的物业税约4万元。

他又举了一个例子：35岁的

李先生已婚，和太太育有一子，他
名下有一栋市值600万元的物业
在新界出租，现时每月租金14000
元，每年所交差饷约3500元。按
上述第一种减免税算法，本来李
先生应交约 19000 元的物业税，
但由于他报税时和其他收入一并
报税，获得了其他方式的减免，最
后所交物业税款为约15000元。

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局长刘怡翔介绍，香港征收物业
税有很长的历史，以前曾以估计
租值评定应课物业税，到 1983
年，物业税改为按实际租金评
定。香港一向以税制简单但覆盖
严密而著称，房租征税也同样做
到了应缴尽缴。

目前，香港全部出租物业约
有250万宗，在2017-2018年度物
业税税收约34.5亿元。

香港物业税是个人书面申
报，自行纳税。如果图侥幸不缴
税怎么办？刘怡翔说，市民纳税
意识普遍较强，这与长期缴税的
历史有关，与香港税务局长期多
种形式普及纳税知识有关，也与
核查严密，罚则较重有关。如纳
税人违反《税务条例》的规定，税
务局局长可按税例就有关违规行
为向纳税人征收罚款（即“补加
税”），最高罚款额为少收税款的3
倍。如任何人蓄意逃税或协助他
人逃税，税务局可对其提出检控，
最高刑罚是罚款 5 万元，另加相
等于少收税款3倍的罚款及可判
处监禁3年。

至于如何监督，刘怡翔说，一
方面会随机选取一些纳税人抽
查，但主要是通过数据比对进行
核查，有针对性地查验数据异常
和有可能偷逃税款的纳税人。

税务局总务科助理局长黄启
昌介绍，为更有效率地评定物业
税，税务局设立了一个有关纳税
人的详密数据库，税务局数据的
主要来源是印花税。

租赁协议须于签订后的 30
天内加盖印花，并交付印花税。
不加盖印花的租赁协议不具备法
律效力，不受法律保护。正常情
况下，业主和租户为求法律保护，
都会选择加盖印花。

房产交易协议同样要加盖印
花并缴纳印花税。这些协议数据
进入税务局数据库，成为税务局
比对物业税是否异常的依据。

黄启昌补充说，为确定纳税
人的应评税租金收入，税务局会
要求纳税人保存出租物业纪录，
例如租务合同、终止租约协议
书、银行存款记录及租金收据
等，以便进行税务审核及调查工
作。

根据税务局提供的资料发
现，香港税务局的抽查还是很有
力度的，2017-2018 年度共查核
了23万宗物业税个案，接近物业
税总数的十分之一，涉及的补缴
税款及罚款约 1.14 亿元，查到的
违规行为不到3000宗。

香港税制简单，征收却严密、
有效，而且成本不高。刘怡翔介
绍，香港征税成本只有0.48%，也
即是征收 100 元税，成本不到 5
角，低于美国的0.58%和新加坡的
0.95%，属于国际最低之列。

至于租房者的房租支出抵
扣个人税收问题，香港税务局
人士称，香港多个会计团体和
组织也曾多次提出类似建议。
他们也一直在讨论，尚未得出
一致意见。

“996”工作制逼员工自愿加班？

2月11日，求职者在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新春招聘会上了解招聘信息。
春节假期过后，各地求职者忙着求职应聘，寻找适合自己的岗位。 新华社发（杨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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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本期销售总额：590339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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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总金额：549630元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19035期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5”

奖 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
16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1600000元

第19035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10468048元
开奖结果：5 7 5 6 0

本期中奖情况

203366529.6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4月1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第19035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2884006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56724元
开奖结果：5 7 5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
3455注
4062注

0注

本地中奖注数
11注
28注
0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青海省）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4月1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9015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200905382元
开奖结果： 前 区 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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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中奖情况

奖等级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1注

0注

57注

9注

630注

298注

24627注

9040注

497396注

185322注

4908751注

-

每注奖金

10000000元

--元

179336元

107601元

5380元

3228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

应派奖金合计

10000000元

0元

10222152元

968409元

3389400元

961944元

4925400元

904000元

4973960元

926610元

24543755元

61815630元

7318529721.5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4月1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255637.6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节后求职忙节后求职忙

房租征税的香港经验房租征税的香港经验

近日，一家电商公司公开在年
会上宣布将实行“996”工作制，使得
互联网领域日益普遍的加班问题再
次成为争论的焦点。日前，记者从
该公司所属地劳动监察部门了解
到，工作人员已介入调查此事，如果
违法加班行为属实将依法对该企业
进行查处。

“996”制
每天工作超每天工作超1010小时小时

近日，一家名为“杭州有赞科
技”的公司，在会上宣布，今后将实
行“996”工作制，即每天早9点半到
岗，一直工作到晚上 9 点。遇到紧
急项目时，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
时间可能会更久。

除了要求员工每天工作 10 多
个小时外，有参与年会者还爆料，该
公司高管发言时曾提出如果无法将
工作和家庭妥善平衡，可以选择离
婚。

鼓励加班、无视员工合法福利
待遇……很快，有赞年会就因上述
言论遭到质疑。

“超时工作”
近年屡屡被企业提出近年屡屡被企业提出

记者了解到，这已经不是“996”
工作制第一次引发争议。2016年10
月，互联网公司58同城被曝出实行
全员“996”工作制度，公司 CEO 也
因此受到员工声讨。彼时，58同城
所提出的“996”工作制，是指工作时
间从早9点到晚9点，一周上6天班，
且没有补贴或者加班费，也不允许
请假。此后，58 方面回应称，所谓

“996”只是常规性动员，并非强制性
要求，其目的是为了应对9、10月业
务量较大的工作需求。

来自济南浪潮集团内部的“奋
进者申请书”要求员工，必须每周自
愿工作6天，每天工作12小时，自愿
放弃所有带薪年假，自愿进行非指
令性加班。不仅如此，“奋进者”还
要在春节、国庆等节假日无条件加
班，随叫随到。

引发争议
劳动监察部门介入调查劳动监察部门介入调查

1 月 30 日，杭州市西湖区劳动
监察大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已经注意到上述爆料，并介入调
查。记者致电西湖区劳动监察大队
获知，大队工作人员已前往该公司
进行调查，截至当天下午5点，调查
人员还未归队。后续进展将在调查
结束后公布。

除此之外，全国总工会也在转
载媒体报道，就“996”工作制中可能
存在的法律风险做出解释。文章
称，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工时制度
分为标准工时、综合计算工时和不
定时工作制，其中后两种属于特殊
工时制度，只有经过劳动行政部门
审批后方可实施。而标准工时制
度，根据《劳动法》和《国务院关于职
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相关规定，每日
工作时间应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
周工作时间应不超过四十小时。如
果需要加班，也要经过和工会、劳动
者的协商，才可以延长工作时间。
且每日最多不得超过 3 小时，每月
最多不得超过36小时。

若不加班
担心无法完成绩效考核担心无法完成绩效考核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行
业不断发展，不少公司员工或主动
或被动地延长了工作时间。

今年刚毕业加入某机器人研究
公司的王伟（化名）介绍，自入职以
来，晚上9、10点下班就是自己工作
的常态。“早9点到公司，晚9点能走
就已经是很不错了，周末基本也就
休一天。”他说，尽管签订合同时公
司曾承诺晚 7 点就可以下班，但实
际参加工作后，下班时间很难得到
保障，“大家都不走，你怎么好意思
走呢”。

谈及加班现象如此严重的原
因，王伟表示，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从
众心理，此外也是担心年终KPI（关
键绩效指标考核）无法完成。他透
露，在已经就业的同学中，年薪 20
万至 25 万的工作大多工作时间比
较合理，30万以上的基本都“不得不
接受加班”。

曾在多家互联网巨头公司工作
过的李琛（化名）则介绍，是否加班
主要还是看公司风格，甚至所处部
门的要求。“大部分公司不会强制要
求员工‘996’，但会为晚下班员工提
供一些福利，变相鼓励加班。此外，
喜欢加班的老板也会从精神上给大
家进行洗脑，动不动讲著名企业的
故事，鼓励大家继续工作。至于加
班费，反倒是比较少，只有遇到紧急
项目才会有。”

律师说法
““996996””工作制或涉嫌违法工作制或涉嫌违法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韩骁律师
介绍，从《劳动法》角度看，“996”工
作制可能涉嫌违法。根据《国务院
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关于企
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
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等相关规定，
企业要实行不同于标准工时制度的
特殊工时制度，则需先经过劳动行
政部门的审批，“因此如果有赞未经
审批就推行‘996’工作制，就属于违
法行为。”

根据《劳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
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
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
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
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
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
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
时。”由此可见，除了法律规定的几
种特殊情况外，企业不得强制安排
员工加班，非要加班也需征得员工
的同意，并严格控制在一定时间内。

根据《劳动法》第九十条明确规
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
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
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
罚款。”

韩 骁 律 师 说 ，“ 有 赞 公 司 的
‘996’工作制是否违法目前仍在调
查中，但该制度显然没有起到正面
的社会导向作用，反而造成了不良
的社会影响。建议企业在制定内部
的相关制度时，切勿盲目追求利益
而忽视了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责
任。”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