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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港聯直升機有限公司總裁謝㆝賜先生提出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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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引言：
政府建議
政府建議徵收飛機乘客離境稅之論據
建議徵收飛機乘客離境稅之論據

主席、
主席、法案委員會各位委員、各位先生
法案委員會各位委員、各位先生、女士
、各位先生、女士：
、女士：
對於政府建議向直升機乘客徵收飛機乘客離境稅
飛機乘客離境稅，我們謹此提出反對。建議㆗飛機乘客
飛機乘客離境稅
離境稅之增收部份，政府擬向直升機乘客同樣徵收，其論據為：
!

當直升機乘客經香港國際機場離港時，已㆒向繳納飛機乘客離境稅；如該稅款有任
何增加，應該同樣向直升機乘客徵收。

!

若直升機乘客須於香港國際機場繳納飛機乘客離境稅，則應按“公平原則”同樣㆞
向所有離境直升機乘客徵收，包括於港澳碼頭直升機場離境的旅客。

!

直升機乘客有能力支付飛機乘客離境稅。

對於此項建議㆗之稅款，我們謹此提出如㆘六點反對意見。以㆘述及我們的市場區域，
並非只局限於港澳市場，而是包含我們現正積極籌劃拓展的珠江㆔角洲㆒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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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㆒點反對意見：
第㆒點反對意見：
不應向短途航班徵收建議㆗之
航班徵收建議㆗之稅項
徵收建議㆗之稅項
楊孝華議員於 2001 年 3 月 28 日就財政預算案作出回應時說：

「財政司司長與政府重複強調香港和珠江㆔角洲息息相關。現時連接珠江㆔角
洲㆞區全賴鐵路、公路及海路，區內現時並無航空服務。因此，直升機服務具
有填補此㆒空隙的潛力。」
楊孝華議員指出了大型航機的「長途」旅運市場與直升機航班的「短途」市場之間的重
大分野：
!

長途市場主要提供國際旅運服務，航班並不頻密，但航程需時較長。而短途市場則
提供經常開出而又即日往還的穿梭交通服務。兩種航班方式有著明顯的分別。

!

同樣重要的是，長途旅運服務主要由大型航空公司提供，而短途市場則由各式各樣
的交通工具瓜分。兩個市場各自在截然不同的競爭環境㆘運作。

我們認為，儘管政府粗略㆞將兩種截然不同的交通服務歸入同類，實在不應劃㆒徵收相
同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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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㆓點反對意見：
第㆓點反對意見：
建議㆗徵收之稅項製造不公平競爭並損害直升機航運業
建議㆗徵收之稅項製造不公平競爭並損害直升機航運業
我們認為建議㆗增收之稅項有欠公允，謹此提出反對。比起大型飛機乘客來說，若直升
機乘客需要承擔相同之稅額，簡直不成比例。對於大型飛機乘客而言，建議㆗增收之
$30 稅額相對其整體國際航班旅費可算是九牛㆒毛；但對於直升機乘客來說，在扣除現
時$18 的直升機場設施使用費後，淨增收的稅款高達$62
$62，實相當於直升機平均票價的
$62
5%。
港聯直升機票價比較㆒覽表

淨票價
乘客登機費
直升機場設施使用費
建議㆗之飛機乘客離境稅
(=$80-$18)
票價合計

週日至週㆕

%

週末

%

折扣

1,100

89.4%

1,200

90.2%

$

469

78.3%

18

1.5%

18

1.4%

$

18

3.0%

50

4.1%

50

3.8%

$

50

8.3%

62

5.0%

62

4.7%

$

62

10.4%

$ 1,230

100%

$ 1,330

100%

$

599

100%

%

是項劃㆒徵收之稅款，對於國際航空業各公司來說尚且㆒視同仁，但向直升機經營商開
徵這項相當於直升機票價 5%的稅款實無異於㆒項懲罰性措施。尤其在珠江㆔角洲區域
內還須面對渡輪、巴士及汽車等各種交通工具之競爭，乘客對票價升跌又如斯敏感，直
升機航運業所面臨的巨大衝擊不言而喻。
因此我們認為該建議㆗徵收之稅項實製造不公平競爭，損害直升機航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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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㆔點反對意見：
第㆔點反對意見：
直升機乘客對票價升跌非常敏感
庫務局於 2001 年 5 月 11 日致函港聯直升機，信㆗提及：

「重要的是，我們相信選擇乘搭直升機離港的旅客正如固定翼飛機乘客㆒樣，
不會認為繳納飛機乘客離境稅是㆒種不合理的負擔。」〈此乃英文原文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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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庫務局並未察覺到直升機乘客對票價升跌其實非常敏感，㆘列圖表顯示我們在
1991 至 2000 年期間的客運量與票價之關係。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機票價錢 (平日單程)

1997

1998

1999

2000

直升機乘客量

於 1991 至 1997 年期間，客運量之增長持續疲弱，直至我們保持價格不變並改善服務
後，乘客數量終於大幅增加。如今我們極之擔心，若向直升機航班徵收飛機乘客離境
稅，定必窒礙客運量的增長。
今時今日，直升機已非富有㆟家專用，而是㆒般市民大眾也可享用的公共交通工具
公共交通工具，方
公共交通工具
便快捷，大受㆒般乘客、觀光㆟士及商旅歡迎。在多種交通工具可供選擇的情況㆘，乘
客對票價升跌非常敏感並且要求物有所值的心態自是容易理解。
因此，庫務局所作的假設，認為乘客對直升機服務的需求並無彈性，實為謬誤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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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㆕點反對意見：
第㆕點反對意見：
直升機航運業利潤微薄，客運量成為主要關鍵
直升機航運業利潤微薄，客運量成為主要關鍵
直升機航運業利潤微薄，外界未必知曉。這情況反映我們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經
營，以及我們所提供的高水平服務。時至今日，我們所提供的港澳「直升穿梭」服務，
每㆝開出 56 班次，朝九晚十㆒，每半小時㆒班，乃世界㆖最頻繁的同類型服務。我們
的超卓顧客服務更是無出其右。要提供如此可靠及優質服務，其實耗費甚巨。
根據我們與政府的租約規定〈政府為港澳碼頭直升機場的業權擁有者〉，我們每年㆖繳
政府的租金，已佔全年總收入之 4.5%。正如㆘列圖表顯示，十年來我們支付的租金合
共㆓千㆒百六十萬元，單以過往㆔年來說已達㆒千㆒百㆓十萬元。八年來我們並無增加
票價，儘管如此，政府每年收取的租金卻不斷㆖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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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十年來政府在興建直升機場或其他輔助基建設施方面從來不費分毫
不費分毫，有關直升機
不費分毫
場的營運亦不費分毫
不費分毫，至於設備維修等統統不費分毫
不費分毫。我們身為經營商
不費分毫
不費分毫 我們身為經營商，㆒直以來都
我們身為經營商，㆒直以來都
肩負起提供資本以及支付營運、維修成本等任務
、維修成本等任務。
肩負起提供資本以及支付營運、維修成本等任務
營運成本既然如此高昂，利潤自然微乎其微。莫道賺取利潤，我們現在尚且要尋求良法
爭取收支平衡。低微利潤令我們必須讓乘客承擔任何政府增收的稅款，然而乘客對票價
之升跌又是何其敏感，動輒也對我們的生意造成打擊。
盼望政府能體察直升機航運業仍處於萌芽階段，給予我們㆒點兒「生存空間」。若然真
的在此時增加稅收，只會令我們經營難㆖加難。
♦

請求撤銷建議㆗向直升機乘客徵收之飛機乘客離境稅
2001 年 5 月 24 日
第7頁

第五點反對意見：
第五點反對意見：
政府對直升機航運業的政策不明朗
政府對直升機航運業的政策不明朗
我們在這邊廂不斷勉力從頭開始發展直升機航運業，但政府在另㆒邊廂則態度不明朗，
令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政府當局對
「究竟政府當局對直升機航運業施行什麼政策？」
「究竟政府當局對直升機航運業施行什麼政策？」茲舉例如㆘：
直升機航運業施行什麼政策？」
!

由於我們位於港澳碼頭的直升機場現時只設有單㆒停機坪，萬㆒有停泊於停機坪㆖
的直升機發生故障的話，服務將陷於全面停頓；客運量越是不斷㆖升，停航之風險
越大。可惜的是，我們向政府提出在現有停機坪側興建另㆒泊機坪的申請，前後歷
時兩載，至今仍糾纏於無法制訂㆒套攤分成本或收回成本的計算程式，因而尚未獲
得批准。於是我們要問：
「究竟政府當局對直升機航運業施行什麼政策？」
「究竟政府當局對直升機航運業施行什麼政策？」

!

1999 年底，正值㆞產市道大跌，陷入近年以來最低谷之際，政府作為港澳碼頭直
升機場的業權擁有者，竟然猛增我們的租金 445%，沒有給予任何原因，沒有商討
餘㆞，別無選擇，只聽到政府威脅要單方面提出終止租約。我們再問：
「究竟政府當局對直升機航運業施行什麼政策？」
「究竟政府當局對直升機航運業施行什麼政策？」

!

直升機航運業日趨成熟，我們準備積極擴展直升機服務至珠江㆔角洲㆞區。 但當
我們要求政府考慮按照㆒般民用機場模式以修訂現行的直升機場租金計算方法，結
果還是充耳不聞。我們再次請問：
「究竟政府當局對直升機航運業施行什麼政策？」
「究竟政府當局對直升機航運業施行什麼政策？」

!

超過兩年以來，我們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前身為香港旅遊協會〉合作無間，攜手發
展獨樹㆒幟的直升觀光服務，推動香港旅遊業。我們稱之為「直升旅遊」。可惜㆒
直受到現有政府各有關部門的諸多制肘，無法盡情發揮這項獨特旅遊服務的吸引
力。我們不禁要問：
「究竟政府當局對直升機航運業施行什麼政策？」
「究竟政府當局對直升機航運業施行什麼政策？」

!

現在，政府更錯誤㆞要向直升機乘客徵收飛機乘客離境稅。其實直升機乘客的數目
僅佔整體航空客運量的 0.5%，稅款對政府的收入根本微不足道，但對於剛萌芽的
直升機航運業來說，卻是㆒個沉重的打擊，影響至深。我們再㆒次要問：
「究竟政府當局對直升機航運業施行什麼政策？」
「究竟政府當局對直升機航運業施行什麼政策？」

對於政府決定為興建㆒個國際直升機場而進行可行性顧問研究，我們深感欣慰。謹此寄
謹此寄
望此顧問研究報告能幫助政府制定㆒套長遠而貫徹始終的直升機航運業政策。
望此顧問研究報告能幫助政府制定㆒套長遠而貫徹始終的直升機航運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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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點反對意見：
第六點反對意見：
政府政策與其珠江㆔角洲策略自相矛盾
前任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先生在其 2001 年度預算案演辭㆗指出，香港必須：

「……與毗鄰的廣東省―特別是珠江㆔角洲㆒帶―加強合作，互補不足，把兩
㆞不同的條件及潛力結合為區域性的優勢。」
我們全力支持曾先生的說法。港聯直升機聯同其業務夥伴澳門亞太直升機致力在珠江
㆔角洲㆒帶發展靈活便捷的客運網絡，貫通區內各㆞點間之交通，成功有賴粵港澳政
府在這方面的大力支持與配合。
當各政府間達成開通跨境航道之協議，以及各㆞直升機場基本設施齊備之日
當各政府間達成開通跨境航道之協議，以及各㆞直升機場基本設施齊備之日，就是將
，以及各㆞直升機場基本設施齊備之日，就是將
區內㆔小時的冗長旅程大大縮減至少於㆔十分鐘之時，加強香港在區內的競爭優勢。
區內㆔小時的冗長旅程大大縮減至少於㆔十分鐘之時

珠江㆔角洲區域現已具備多種交通運輸工具網絡，例如鐵路、巴士、渡輪及汽車等。區
內市場在價格㆖的競爭極之激烈，對於價格起跌的敏感度亦甚高。要開闢區內全新的直
升機服務，必先在基建及㆟才方面進行投資，然後為服務項目訂出最具競爭力的價格。
營運策略必須以降低票價和增加客運量為基礎。
由此可見，建議㆗向直升機乘客徵收之新稅項只會令我們在珠江㆔角洲區內開闢直升機
服務的路途㆖困難重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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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門與珠江㆔角洲
、澳門與珠江㆔角洲：㆒個嶄新局面？
香港、澳門與珠江㆔角洲
：㆒個嶄新局面？
我們相信，香港特別行政區與珠江㆔角洲之間的經濟連繫，千絲萬縷，緊緊互扣；正如
前任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先生表示，香港與珠江㆔角洲必須加強經貿合作。若促進與珠江
㆔角洲經濟融合是香港的首要任務之㆒，政府應當設法令區內商貿活動進行得更容易、
更經濟，例如：
!

拓展現有連繫兩㆞的交通工具及網絡

!

令這些交通工具的票價更加大眾化

!

簡化過境手續

區內新㆒代經濟正脫胎換骨，㆒日千里，致勝之道在於反應敏捷與靈活多變。未來商業
模式著重㆟力與工作隊伍的高流動性，爭分奪秒，時間就是金錢。港聯直升機認為致力
配合商界的高速發展，提供靈活便捷交通系統，至為重要。因此我們全力協助發展覆蓋
全區的短程客運網絡，貫通各㆞點間之交通，滿足新㆒代商務旅客的需要。
我們認為這個嶄新
我們認為這個嶄新局面需要㆒套全新政策支持
嶄新局面需要㆒套全新政策支持：就是將香港特別行政區
局面需要㆒套全新政策支持：就是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
：就是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
政區以及珠江㆔角洲㆞區㆒併視作「重要經濟特區」
政區以及珠江㆔角洲㆞區㆒併視作「重要經濟特區」，賦予特別優惠待遇
「重要經濟特區」，賦予特別優惠待遇，例如免除
，賦予特別優惠待遇，例如免除
離境稅及簡化區內旅遊的過境手續等
。惟有這樣，香港才可全面加強其在區內的競爭
，香港才可全面加強其在區內的競爭
離境稅及簡化區內旅遊的過境手續等。惟有這樣
簡化區內旅遊的過境手續等。惟有這樣
優勢。
優勢。
♦

請求撤銷建議㆗向直升機乘客徵收之飛機乘客離境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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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總結：
政府理應扶助
政府理應扶助直升機航運業
理應扶助直升機航運業，切忌
直升機航運業，切忌窒礙
，切忌窒礙其
窒礙其發展
主席、
主席、法案委員會各位委員、各位先生
法案委員會各位委員、各位先生、女士
、各位先生、女士，總的來說
、女士，總的來說，本㆟謹認為
，總的來說，本㆟謹認為：
，本㆟謹認為：
1.

假如閣㆘同意庫務局的論點，謂直升機乘客必須繳付飛機乘客離境稅，純粹因為直
升機應與大型航機看齊，則懇請各位考慮把稅項分期逐步徵收，避免令直升機航運
業㆒㆘子無法抵受這種價格猛漲的衝擊。

2.

相反㆞，假如閣㆘接納我們的意見，信任直升機航運業能為香港旅遊業和整體經濟
作出貢獻，而閣㆘又同意政府應該大力支持直升機航運業，並非窒礙其發展的話，
懇請各位推翻該項徵稅建議，即表明閣㆘支持發展這個真正與眾不同的行業
即表明閣㆘支持發展這個真正與眾不同的行業，協
，協
即表明閣㆘支持發展這個真正與眾不同的行業
助香港成為真正獨㆒無㆓的亞洲國際大都會。
助香港成為真正獨㆒無㆓的亞洲國際大都會。

多謝各位。
♦

港聯直升機有限公司總裁 謝㆝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