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日前
公布的修訂預算，與去年初發表的預算案出現了極大的差
距。在昨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上，多名反對派議員質疑預
算案「六年如一日、連年估錯數」，並要求他為錯估預算盡
快問責辭職。曾俊華在電台節目中強調，有很多客觀條件
令預測困難，而自己過往盡心盡力工作，日後也會繼續。

工黨張超雄昨日在財會上稱，曾俊華制訂的預算案，
「六年如一日」，即使政府今年坐擁600億盈餘及7000多億
財政儲備，卻無視社會貧富懸殊，導致社會仍然有百多萬
貧窮人口，質疑曾俊華不知民間疾苦，要求他引咎辭職，

「簡直是『官富民窮』，你與市民則『天各一方』，你自稱
中產卻活在天堂」。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聲言，曾俊華低估收入，明明是「有
心之失」，卻歸咎經濟狀況，而且「水浸庫房」的前提
下，今個年度仍然「用剩」130億元，「造成財政廚餘是
無從抵賴的」，並要求政府考慮檢討或取消「封套制度」，
避免各部門支出緊縮。

漠視議事規則 長毛「爆粗」辱罵

工黨主席李卓人則稱，政府不斷以「政策主導、財政配
合」誤導市民，質疑「封套制度」儼同「緊箍咒」，「原
來你有自知之明，知道與市民天各一方，你簡直是脫離民
情、脫離時代，更是錯足六年」。社民連主席梁國雄更

「爆粗」，稱「你推出咁少 益基層，仲叫我望星星，簡直

係滿天星斗，有街坊叫我『掉那星還畀佢（曾俊華）』」。
曾俊華在會上回應說，政府的「封套制度」有效，而今

年各個政策局封套最少增加了3%，並強調每年的預算案
中，都會為政策局預留相當多款項，包括經常性及非經常
性開支，但像工務工程等只是「有快有慢」，而各政策局
每年「用剩」的金錢並不多。

拒與名嘴輸賭：我不是馬會會員

另外，在昨晨預算案電台聯播節目中，有市民批評出席
節目的曾俊華多年來錯誤評估本港財政狀況，應該立刻鞠
躬辭職。曾俊華回應說，有很多客觀條件令預測困難，而
自己過往數年都盡心盡力工作，日後會繼續。當節目主持
人提議與曾俊華「輸賭」，一旦來年赤字預算最終變為盈
餘時，政府要把差額用作扶貧。曾俊華笑說：「我連馬會
會員都不是，好難公開跟你賭一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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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指配合財案扶貧 短期支援可變長策

關愛擬助貧童讀大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曹晨）新年度財政預算

案透過向關愛基金注資百億，支援「N無人士」的生活所

需，但有不少人質疑當局僅透過關愛基金提出一次性措

施扶貧，紓困力度不足。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強

調，新年度預算案絕無忽略「N無人士」，關愛基金可為

有需要人士提供即時和短期支援，而目前考慮的建議包

括協助考入專上院校的綜援家庭子女，以免他們因學費

和生活費昂貴而失去向上流動的機會，及向殘疾學童提

供額外的津貼等，又強調當局會視這些個別紓困措施為

先導計劃，並會在措施證明有成效納入常規的政策內。

在昨日立法會特別財會上，工聯會議員黃國健歡迎預算案提出
退稅、生果金出雙糧等短期紓困措施，但認為措施力度不

足，「到喉唔到肺」，「好多人話司長六年同一日，最重要是『橋
不怕舊最緊要受』，紓困措施更是不可少，同時亦要求政府找出仍
然未能受惠的『五無人士』，向他們每人派發1萬元，紓緩他們的生
活壓力」。

黃國健陳婉嫻盼增扶貧加力度

在其後舉行的立法會扶貧小組會議上，工聯會議員陳婉嫻指出，
香港的住屋問題，令基層市民的生活百上加斤，很多市民住在
房、板間房，居住環境相比上世紀60年代更為艱難，尤其有不少「N
無人士」輪候公屋多年，但當局提供的租金津貼十分有限，政府有
需要探討並正視這問題。出席會議的房屋署助理署長（屋 管理）
廖敬良則承諾，未來的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會整體討論有關問
題。

擔任扶貧委員會主席的林鄭月娥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說，政府並
無忽略「N無人士」，是次預算案向關愛基金注資百億，並非因為基
金「今日無錢使」，而是希望透過注資，令基金能夠即時配合預算
案，關顧未能受惠的「N無人士」，而關愛基金已配合預算案注入的
額外資源，向有需要人士提供即時和短期支援。

給殘疾生額外交津

她介紹了在政府注資後基金構思中的新措施，例如殘疾學生目前
只能領取一般的車船津貼，但並不足以應付他們的交通費用，關愛
基金可以提供額外幫助，又如綜援家庭的「小朋友」一旦考入專上
院校，每因學費和生活費昂貴，家長寧願叫子女不要再升學，直接
影響基層家庭向上流動的機會，關愛基金可考慮協助這類的學生繼
續學業，協助基層家庭脫貧。

從無放棄籲商界扶貧

她強調說，政府同時會將基金推行個別紓困措施，當作是納入常
規社福開支前的先導計劃，希望立法會支持關愛基金的工作。被問
及關愛基金不會向商界募集捐款，會失去商界的參與元素時，林鄭
月娥則表示，當局從無放棄呼籲商界參與扶貧工作，但扶貧是政府
的功能，加上當局目前有財力去推動各項紓困政策，倘繼續等商界
出力，就會拖慢工作。

被問及制訂貧窮線的問題時，林鄭月娥重申，貧窮線不是扶貧
線，並希望大家可在互諒互讓下達到共識。

另外，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羅致光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
關愛基金在2012年推出的18個項目中，許多均屬於先導計劃項目，如
低收入人士的小學子女的免費午餐項目，基金雖未能夠於新財政年度
展開，但希望經過細節研究、討論後可於2014年實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人口急速老
化，令改善退休保障的需要越顯重要。在昨日立
法會財委會會議上，勞工界多名議員均質疑政府
有豐厚財政儲備，但未有預留撥款推行綜合退休
保障計劃，更無長遠規劃，是跟施政報告「天各
一方」。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強調，目前社會對全民養老
基金仍然有相當大的爭議，應該先由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領導的扶貧委員會，於相關課題展開深
入研究，如有任何政策建議及清晰政策，他定會
作全面的財政配合。

工聯怨未預留撥款

工聯會議員鄧家彪昨日在財會上指出，預算案花
相當多的篇幅，「圖文並茂」點出老齡化問題迫在
眉睫，但現屆政府坐擁豐厚財政儲備，卻不預留撥

款推行綜合退休保障或養老種子基金，讓基層及中
產增添生活安全感：「當年醫療改革未有方案、未
有共識、未到最後階段，政府亦有預留500億元推
行計劃，相反，今日政府已經承認老齡化、退休、
強積金等問題，何解不能夠預留撥款推行綜合退休
保障？」

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則指：「政府以好保守
的西方態度，及『龜步』解決問題，尤其是青少
年失業率長期高企，市民及打工仔無前景，又何
來遙望繁星，令他們無法腳踏實地！」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則以曾俊華在預算案中引用
歌曲《天各一方》歌詞中「你有你生活，我有我
忙碌」，質疑預算案跟施政報告「天各一方」，未
有作出全面配合：「其實會不會是『你有你施
政，我有我財政』，特首已經答應為單肢傷殘人士
提供傷殘津貼，但他們仍然是望穿秋水，勞工及

福利局亦無交代落實時間表，究竟幾時有？」

爭議仍大 應先由扶委會研究

曾俊華在回應時幽王國興一默，「我昨晚在社
交網站看到網民『歌詞』，相較你（王國興）更有
創意，你有機會亦可以留意，實在寫得不錯」，隨
後回正題稱自上屆政府開始，當局已經聚焦人口
老化的問題，當前多個政策局及委員會正研究對
策。他指已在預算案提出由庫務局成立工作小
組，並參考其他地區經驗及專業角度，在現時的
稅制及政策下，為人口老化及財政負擔作出研
究，及提供工具及參考數據。

他又強調，香港社會目前對全民養老基金仍然
有相當大的爭議，認為應先由扶貧委員會於有關
課題深入研究，倘有任何政策建議及清晰政策並
獲社會接受的，他定會作全面的財政配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

注資4.8億元設立獎學金，資

助20名傑出學生出外留學，

並在學成後回港任教。有立

法會議員昨日引述消息指，

該計劃只有修讀英語及幼兒

教育的學生受惠，質疑局限

太多，會影響計劃的成效。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回應時

強調，以他所知，當局並無

為計劃設立任何限制，包括

修讀學科的限制，教育局稍後會解釋項目細節，又透露

該計劃是為清貧學生鋪路到外國就學的先導計劃。

助清貧生負笈海外

在昨日立法會財委會會議上，新民黨常務副主席田北辰
(圖，梁祖彝 攝)在發言時說，歡迎曾俊華接納該黨早前建
議資助傑出學生海外升學，並在他們學成後貢獻香港的建
議，但就批評當局「抄一步、漏一半」，資助總額僅得4.8億
元，遠低於該黨提出的17億元，又引述坊間消息質疑該計
劃局限過多，將會影響成效：「花大筆公帑培訓大可發揮

『點火』作用，但硬要限制學生修讀英語及幼兒教育，背後
理據何在？為何不給予精英學生機會按自己興趣選科？」

曾俊華回應說，當局暫時並無設立任何限制，教育局
稍後會解釋項目細節，又強調該計劃屬於「先導計劃」，
旨為清貧學生鋪路到外國就學。

教育界議員葉建源則稱，資助更多學生讀大學、推行
免費幼稚園教育及小班教學，是教育界的長期共識，但

預算案卻只「疏爽」地用4.8億元資助20名學生升學，確
實是「你有你的規劃、我有我的痛苦」的「天各一方」，
批評曾俊華完全不重視教育界訴求，令廣大教師及家長
的訴求全部落空。

曾俊華表示，預算案已投入了大量資源發展教育，而

早在準備財政預算案時，自己不時與有關政策局密切聯

繫，了解教育界的訴求，而教育界提出的措施雖於概念

上可行，但在實際執行可能有問題，重點是社會要有足

夠配套措施及人才資源配合。

認同育人才更重要

另外，在昨晨預算案電台聯播節目中，有家長向曾俊

華反映家庭負擔重，不滿預算案並無任何措施協助在學

子女。曾俊華回應說，特區政府很重視教育，認同培訓

人才較其他工作更重要，故今年政府的總開支較去年增

加了15.6%，經常性開支也增加了一成，其中福利、醫

療及教育就佔了政府開支六成，教育局亦正研究落實15

年免費教育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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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教師獎學金無限科

扶貧會先研養老基金 財爺全面配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財政預
算案提出成立獎學金資助尖子學生到外
地留學，傳媒日前引述政府消息人士
指，受助者必須讀英文或幼兒教育相關
的課程。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在一公開場合
表示，當局的計劃是，修讀英文及幼兒
教育的學生可以獲優先考慮，但並無排
除修讀其他科目者也可以受惠。

吳克儉澄清，有關資助計劃的受助人
必須是香港居民、品學兼優，及真心希
望將教育作為終身事業，當局會優先考
慮資助到海外攻讀英國語文及幼稚園教
育學位的學生，但並不排除其他科目。

吳克儉並強調該計劃屬於先導性質，
會由委員會特別管理，並不斷改良和調
整，倘反應良好，當局一定會繼續投
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新一屆政府
首份財政預算案，坊間評論不一。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昨日公布前
晚進行的即時民調發現，在撇除了
完全未聽過預算案任何內容或相關
報道的被訪者後，本年度即時調查
的數字為30%滿意、31%不滿、
37%「一半半」，平均給予財政預
算案53.6分。

調查機構指，結果顯示巿民對梁
振英政府首份財政預算案的即時反
應毀譽參半。

港大民研計劃昨日公布，他們在
預算案發表當晚進行民調，並成功
以電話訪問1,024名香港巿民，結果
發現，滿意與不滿意財政預算案的
市民相若，均為約30%，而對比同
樣由曾俊華在上屆政府任期內公布
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巿民的滿
意程度明顯下跌8個百分比，評分顯
著下跌3.4分，滿意淨值由正12個百
分比下跌至負1個百分比。

50歲或以上相對滿意

在民望效應方面，曾俊華在發表
預算案後，支持度和支持率都雙雙
下跌，顯示預算案沒有提升曾俊華
的民望。深入分析顯示，50歲或以
上市民，是相對滿意預算案及曾俊
華的組群，而巿民在進一步了解預
算案後的進一步反應會如何改變，
則有待下次調查揭曉。

退休中產：捱通脹慘過綜援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動用

330億元，推出11項稅務優惠及一次性紓困措施，但大部

分中產聽眾都批評預算案支援不足。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

日在回應時說，「緊守審慎理財是我的責任，並會採取應

使得使原則」，但強調預算案為施政報告涉及600億元的新

政策提供了資源，而在面對外圍環境依然不明朗，預算案

大力投放資源，支持教育、職業培訓、醫療衛生、社會福

利等市民關注的政策範疇，說明政府對服務市民的承擔。

曾俊華昨晨出席電台聯播節目《財政司司長熱線》，下

午則到立法會接受議員提問。在電台烽煙節目中，大部分

聽眾批評預算案支援不足：與太太月入各約1萬多元的黎

先生，批評預算案未有增加個人免稅額。退休中產人士吳

先生慨嘆通脹厲害，看私家醫生負擔大，退休生活比綜援

人士慘，「我們對香港貢獻多年，但什麼好處也沒有」。

陳女士稱，為了替女兒交學費，自己「飲茶都唔敢」，

「你經常說綜援，我們這些收入萬多元的人，豪又豪不

起，窮又不是很窮，這才慘，沒有理會我們」，要求政府

派錢。

不過，自稱為財爺「頭號粉絲」的陳先生認為，政府不

應長期派糖，盈餘要用得其所，並非「財散人安樂」，又

建議政府針對人口老化問題，為中產提供更大的子女免稅

額，鼓勵生育。

「新意」非先決 質素更重要

曾俊華在回應時指出，政府新年度的總開支高達4,400億

元，高於本地生產總值增長，預算案推出的經常性及一次

性的措施，已經相當平衡，故他決定今年毋須派現金，而

「新意」並非他的首要考慮，「我的首要考慮是質素，我

們可不可以有效地善用我們有限的資源，可以幫助有需要

的人」。

反對派批估錯數 財爺：客觀條件影響

無意改聯繫匯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

日表示，特區政府現時無意圖亦無需要更改聯繫匯率。
他說，聯繫匯率適合香港目前的需要，又指目前多個鄰
近香港的先進經濟體，雖非採用聯繫匯率，而是與一籃
子貨幣掛 ，但他們的通脹並不低於香港，貨幣亦未必
較本港穩定。

■廖敬良承

諾，未來的

長遠房屋策

略督導委員

會會整體討

論基層住屋

問題。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攝

■黃國健歡

迎預算案提

出短期紓困

措施，認為

「 橋 不 怕

舊，最緊要

受」。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 陳 婉 嫻

（右）指政

府以保守西

方 態 度 及

「龜步」解

決問題，令

市民及打工

仔無法腳踏

實地。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曾俊華於預算案向關愛基金注資百億支援「N無人士」，但有指紓困力度不足。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強調，預算案絕無忽略「N無人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曾俊華（右）表示，政府現時無意亦無需要更改聯繫

匯率。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