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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多招紓困 料退稅不派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將於周三(2月1日)公布新一年度財
政預算案，據悉，由於財政盈餘遠超預
期，除了行政長官曾蔭權已在施政報告提
出的利民紓困措施外，曾俊華還將會推出
多項措施紓解民困，包括一次過退稅及調
高免稅額，額外發放一個月綜援及生果
金，為公屋租戶代繳租金等，但就不再派
發現金。
就預算案即將公布，民間提出撐企業及

回應重建廣華醫院等建議，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局長陳家強表示，政府財政有優先次
序，會本 以民為本精神，回應市民期
望，並協助商界解決困難。至於會否再派
錢，陳家強並無正面回應，只表示政府諮
詢過市民及政黨，會研究措施，幫助香港
面對挑戰。

時則估計，政府今年約有500億至600億元
盈餘，較原先估計多，主要由於賣地收入
理想；又認為退稅比派錢更可取，因為行
政成本較低，派錢亦非長遠福利政策，建
議薪俸稅寬減75%，上限為6,000元。政府
亦可透過寬減水費、電費等措施，幫助毋
須交稅的低收入人士。
他又建議，當局為購買醫保人士及自願
供退休金人士，提供扣稅優惠，每年上限3
萬及5萬元，認為措施既可以令納稅人受

稅務學會：退稅比派錢更可取
稅務學會副會長伍國賢出席一電台節目

惠，保險公司亦多了生意，增加利得稅收
入，長遠市民多些去私家醫院看病，亦可
減輕公營醫療負擔。他並建議增撥資源，
資助中小企營運和幫助年輕人就業。

中小企聯會冀減稅務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主席劉達邦出席
一電台節目時表示，政府派錢令中小企營
業額去年增長3%至5%，但並無直接幫
助，未來一年中小企經營情況將更困難，

期望政府於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寬減中小
企各項稅務，例如若果企業的營業額在某
一個水平以下，可豁免利得稅；又建議重
推特別信貸保證計劃，並且取消現時的按
揭證券公司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手續
費。
社聯業務總監蔡海偉則指，政府去年派
錢並無實質效益，指當局的醫療、房屋及
福利政策不足，應預留金錢，用作改善長
者院舍及社區服務。

雙英究扶貧 隔空再交鋒
唐批未在行會提意見 梁指不符事實反促問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名指，有特首參選人拒絕出席辯論，又指在
即將報名參選之際，仍不願意給人見「真
章」，希望對方能出席辯論，給大家信心。
唐英年就此回應稱，不明白陳婉嫻的言論，
但認為選舉辯論如外國的總統或總理辯論
般，應先設定嚴格規則，而非城市論壇式的
辯論。他在制定政綱後會同對手同場辯論，
因為市民了解政綱，辯論才更有意義。

特首參選人唐英年與另一參選人
梁振英再就扶貧問題及同場辯論
問題針鋒相對。唐英年昨日質疑
梁振英在行政會議時沒有提出扶
貧意見，如今為了選舉才提扶
貧，又指要制定嚴謹規則及提出
政綱後才與其他參選人同場辯
論。梁振英則反駁唐英年的批評
與事實不符，強調自己曾發表數
以十計的扶貧政策文章，批評貧
窮問題惡化，扶貧委員會主席唐
英年難辭其責；又稱願意與唐英
年即時商議細節，盡早一齊辯論
政綱。

■唐英年質疑梁振英在行會期間沒有提出扶
貧意見。
資料圖片

■梁振英認為貧窮問題惡化，唐英年難辭其
責。
資料圖片

梁

振 英 上 周 四 首 度 向 唐 英 年 「 開 火 」 生做了行政會議召集人那麼多年，一直不提
後，二人連日來隔空交鋒。唐英年昨 出扶貧意見，現在才把儲了十幾年的意見一
日出席競選活動後，高調借用報章引述學者 次過講，是什麼原因？我覺得他要回應。」
周永新的意見，反擊梁振英倘為了選舉而批
不認同城市論壇式辯論 唐倡設嚴格規則
評政府的扶貧工作，是對扶貧委員會及執行
工聯會副會長陳婉嫻昨日在另一場合不點
政策的公務員不公道，也會分化社會，「梁

自由黨收集簽名 促釋法阻「雙非」湧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內 自由黨反對「雙非」孕婦來港產子，
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問題迅速 向她表明不認同同胞的行為，並認為
增加，近期引發社會關注。昨日有 內地人和香港人應該互相尊重，內地
多個政黨團體發起遊行、簽名等活 人不應該無視香港社會福利的負擔能
動，其中自由黨在銅鑼灣鬧巿收集 力到香港分娩。
「雙非」兒童問題源於公民黨創
巿民簽名，反對「雙非」孕婦來港
分娩。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認為通過 黨成員李志喜代表莊豐源在與政府
修改基本法解決問題需時較長，政 的官司中勝訴，終審法院對「莊豐
府應該果斷向人大提請釋法解決問 源案」的判詞打開了法律缺口，使
中國內地居民在香港所生的子女可
題。
自由黨昨在銅鑼灣收集市民簽名， 以享有居港權及香港永久性居民身
促請政府加強阻截「雙非」孕婦來港 份，可以無條件享用香港12年免費
產子。黨主席劉健儀質疑行政長官曾 教育、公共醫療等各種社會福利。
蔭權早前提出的四項政策的成效，重 2 0 0 3 年 中 央 落 實 個 人 遊 來 港 的 措
申自由黨一貫立場是若果一切行政措 施，為內地人提供了更方便來港的
施都未能阻止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特 誘因，助長了內地人來香港分娩的
區政府應該向人大常委會提請釋法， 風氣。
據統計處資料，2001年只有620個
令本港出生的「雙非」嬰兒不能享有
「雙非」嬰兒在港出生，到了2010年
居港權。
則有32,653個「雙非」嬰兒在港出
劉健儀：修改基本法需時較長 生，佔全年初生嬰兒總數的36.9%，
對於反對派政黨提出要修改基本法 10年間在港出生的「雙非」嬰兒數字
解決問題，劉健儀認為，修改基本法 錄得51.6倍增幅，令巿民擔心本地人
既需要立法會三分二議員通過議案， 原本可享有的社會資源會被「雙非」
又需要特首同意向中央提出，等到中 嬰兒及其父母、親人攤薄，本地政黨
央首肯才可以啟動修法程序，所需的 亦陸續在內地孕婦來港分娩一事上表
時間較長，相比之下提請釋法較為果 明立場為巿民發聲，例如民建聯已表
斷。
明會在今年兩會期間向中央提案堵截
劉健儀又說，有內地遊客簽名支持 「雙非」孕婦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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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內
地孕婦來港產下「雙非」嬰兒的議題
近期越鬧越熱，更因此觸發部分內地
人和香港人的矛盾。港大社會工作及
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周永新在電台
節目中表示，認同內地孕婦來港產子
可以為香港增添「生力軍」，但政府
應該做好人口規劃，改變過往制訂移
民政策過分 重利益的態度，協助新
來港人士在香港落地生根，並取消一
切歧視新來港人士的條例，令他們與
香港永久居民有同等權利，培養他們
成為有承擔、有貢獻的香港人。
周永新在港台節目《香港家書》中
表示，人口規劃不能單從一堆數字來
分析；人口是由「人」組成的，而人
不單是一個數字，還有人的本質。他
認為，政府必須在人口政策上改變過
往的做法，將吸納新來港人士的目的
改為培育他們成為對香港有承擔的新
一代，為此政府必須撇除一切歧視性
的條例。
周永新又促請政府檢討現有醫療、
教育、房屋等設備，計算實際可以承
擔的數目，並與私營醫療系統磋商，
嚴格執行配額制度，有計劃及妥善地
協助在港出生的孩子快樂地生活和成
長。

花車巡遊新界東 工聯籲派「大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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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龍獻瑞，工聯會繼
九龍東、新界西等地區
後，趁昨日大年初六於
新界東舉行首次新春花
車大巡遊，工聯會副會
長陳婉嫻、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葉偉明，連同一
眾地區及工會代表，與新界
東街坊同賀新春，並在政府
本周三公布新一份預算案前
夕，呼籲當局向市民派發
「大利是」，推出寬免差餉、
公屋免租、提高免稅額及增
加電費補貼等利民措施，以
紓解民困。
工聯會花車巡遊隊伍先在
將軍澳尚德 舉行起步儀
式，在「爆竹一聲除舊歲」
後，花車途經大圍、沙田、
大埔及粉嶺，最後到達上水
■工聯會代表到將軍澳區向街坊拜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石湖墟街市終點站，完成整

個歷時逾7小時的花車遊行，
期間又在不同街站向市民派
發幸運風車及賀年紀念品，
市民反應熱烈，喜氣洋洋。
嫻姐在起步儀式上表示，
希望透過今次活動與新東居
民同慶新歲，又承諾工聯會
會在今年加強在新東地區的
工作，服務大家。
葉偉明亦稱，政府在新一
年要真正令市民安居樂業，
又指近年發生的東鐵線意
外、邊境問題、醫療服務不
足等，皆是新東區內甚至全
港市民關心的社會議題，工
聯會會進一步強化在新界東
的地區服務，包括在下月起
開展勞工服務車及流動辦事
處服務，靈活地協助不同居
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貧窮家庭的住屋問題等。
梁振英同時引用社聯數據指，2010年香港
有逾120.5萬貧窮人口，貧窮率為17.9%，兩
者均較05年上升，工聯會亦曾引用統計處數
字指出，09年首季最低一組就業人士收入中
位數已下降至3,100元，較97年下跌逾31%，
促請唐英年面對群眾，詳細交代以往的工
作，並為扶貧工作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
就唐英年稱選舉辯論要訂定嚴謹規則，梁
CY：曾發表扶貧文章數以十計 振英表示同意，並且願意與唐英年即時商議
面對唐英年的批評，梁振英旋即在下午透 細節，盡早舉辦同場同時的論政會，不希望
過競選辦公室發表聲明，逐一反駁。梁振英 無限期拖延，剝奪市民了解各參選人的理
指，貧窮問題惡化是事實，責任在有權有責 念、政綱和能力的權利。
決定政策者身上，扶貧委員會主席唐英年難
他又指，自己已將大部分政綱完整地公
辭其責，不應諉過於委員、公務員，甚至社 開向市民匯報，下星期亦會將其餘部分公
會大眾。
布。
他又反駁唐英年指他「無提出扶貧意見」
梁振英今日亦會舉行「齊心一圓．撐香港」
與事實不符，強調自己在過去多年，公開發 巴士籌款活動，將走訪港九新界多個地區，
表對扶貧意見的文章，數以十計，並參與傳 向市民籌募選舉經費，期望藉此讓市民一起
媒舉辦的討論，主張制訂最低工資，並解決 參與是次選舉。

港 聞 拼 盤

特首指歐須果斷行動 陳家強籲小心投資
電台節目上表示，在全球經濟環
境轉差的大環境下，香港無法獨
善其身，而目前的低息環境，跟
兩年前有所不同，呼籲市民應小
心處理個人的投資及冷靜地細看
數據分析，但無需過分悲觀。
陳家強說，日前美國聯儲局宣
布將低息環境延續到2014年，這
並未改變將來經濟不容樂觀的局
面，市民仍需謹慎投資，但也不
■曾蔭權與拉加德會面。
法新社
用抱有過分悲觀的態度，並相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永青、鄭治祖） 美國會有增長，但不會很強勢；內地仍有
環球經濟危機未解決，正在瑞士達沃斯出 不俗的增長，但增長會稍為放緩。
席世界經濟論壇的行政長官曾蔭權表示，
至於在節目中提及希望市民不要認為
他從事財金政策工作40多年來，從未像今 「炒得起」樓市之言論，陳家強表示不想對
日這樣擔心歐債危機問題，直指歐洲各國 樓市走向作評論，並指政府一向是維持市
試圖建立防火牆，減少債務危機蔓延是不 場各方面的平穩發展，即使現在是低息環
可行，相反要果斷行動及協助基層，才能 境也好，其實香港面對的經濟環境是富有
維持市場信心。
挑戰性。但以香港本身實力來說，相信有
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昨日在 足夠的能力面對未來挑戰。

女兒將誕龍B 橄欖「兩年抱兩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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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橄欖)昨日
邀請傳媒到他位於沙田十二笏村的大
宅拜年，一班行家入屋見到陳鑑林的
掌上明珠陳永恩腹部隆起，方知她已
懷孕5個月。去年橄欖的長子一索得
男，為陳家添丁，女兒今年又即將誕
下龍仔，陳鑑林「兩年抱兩孫」
，做完
爺爺再做外公，認真可喜可賀。
近年「雙非」孕婦湧港產子，不僅一床
難求，還推高了私家醫院婦產科床位價
格，令不少港媽苦不堪言，將為人母的永
恩也不例外，她嘆說驗出懷孕兩個月時便
立即向浸會醫院預訂床位，幸好能夠訂
到，不過婦產科分娩床位訂金由去年7月的

6千元加到1萬元。不知身為父親兼外公的
橄欖，會否替女兒在議會上向政府反映一
下呢？
陳太就準備了自製的芝麻糕和綠豆沙招
呼記者，橄欖和記者們一邊喝熱茶，一邊
吃糕點，聊起今年立法會選舉形勢。橄欖
笑說，有傳鄉事派的張學明今屆無意再競
逐議席，民建聯在新界西會相應變陣，由
上屆的1張名單改為派出3隊出戰，當中2張
名單已確定由黨主席譚耀宗和少壯派的荃
灣區議員陳恆鑌擔大旗，第3張名單的人選
就仍然在考慮當中，以近年積極參與元
朗、天水圍地區工作的副主席蔣麗芸呼聲
最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浸大4人小組查民調風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浸會大學
副校長黃偉國向全體師生及校友發出電
郵，宣布成立4人小組，調查傳理學院院長
趙心樹提早公布未完成的特首參選人民調
風波，預計下月內完成報告，呈交校長陳
新滋。調查小組由黃偉國擔任召集人，成

員有管理學系教授趙其琨、地理系講座教
授李思名及傳理學院校友關偉。校方亦邀
請數學系主任朱力行覆核民調的研究方
法。黃偉國表示，調查目的是尋求事實真
相，會以公平公正的原則，深入了解事
件。

吸煙與健康委會籲再加煙稅
香港本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政府自
2009年起兩度調高煙稅，累計令煙價增加逾
60%，然而，煙民比率僅減少不足1%。吸
煙與健康委員會要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再
加煙稅，令煙稅佔售價的比率，由目前的

68%，增加至世衛建議的75%。不過，代表
本港90%煙草商的煙草業聯會發言人章健華
表示，加煙稅導致煙民減少不足1%，但完
稅煙的市場份額由2008年逾60%，下跌至去
年的52%，估計大部分煙民轉吸私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