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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金句：我希望這些措施能夠提高香港的競爭力，幫助經濟持續增

長，令營商環境更有效率，增加就業，保持健康財政，使每一個市民都

有機會發揮所長，改善自己的生活，追求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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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讚深思熟慮有承擔
緊守量入為出 回應社會訴求 穩定財源挺施政

回應各階層訴求 政黨普遍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財政
預算案提出一系列措施提高香港競爭
力，推動經濟發展，本港四大商會及其
他工商團體普遍支持預算案的理財理
念，認為預算案理性務實，長短兼顧，
有效回應各階層訴求。

中總：促經濟提競爭力 方向正確
香港中華總商會認為，預算案促進經

濟持續發展和提升競爭力方向正確。會
長楊釗認為，預算案一系列擴大和深化
金融、旅遊、貿易和物流、以至工商專
業服務等支柱產業的政策措施，並配合
各項基建設施的投入、積極增加土地房
屋等，將為各行各業和市民大眾提供更
大的發展空間和機遇，預算案中7項支
援本地中小企的措施亦有助紓緩中小企
面對成本上漲和市場激烈競爭等挑戰，
提升競爭力。
不過，中總關注香港面對土地缺乏、

人才短缺和人口老化等挑戰，政府應全
面檢視本港的土地供應與房屋發展規
劃，明確制訂短、中、長期策略與措
施，考慮讓個別有需要產業適當輸入外
勞，增加青少年培育資源，配合人力需
求。當局更應研究為中小企提供促進產
業創新與科研發展的資助計劃，為中小
企業創新與轉型發展提供支援。

總商會：審慎持平 保持續發展
香港總商會發歡預算案迎理性務實，

認為預算案周詳務實回應當下的經濟困
境和未來社會的挑戰，認同預算案為未
來的土地需求作出規劃，做法審慎。總
商會主席周松崗說：「香港必須對公共

財政採取審慎、持平的態度，以確保我們長期的可
持續發展。財政司司長的預算案正是朝這個方向邁
出了正確的一步。」
不過，總商會對預算案未有調低利得稅稅率協助

中小企感失望，並質疑預算案中有關提升本地人口
勞動力的措施未必能滿足本港未來人力需求，希望
政府認真處理勞工短缺問題。

廠商會：長短兼顧 涵蓋面廣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認為，預算案長短兼顧，除
了制定一系列改善民生、助民紓困、提振經濟的短
期措施之外，亦圍繞提升競爭力的主題，就鞏固香
港國際樞紐的地位、推動產業發展、培養人力資
源，及強化財政的可持續性等多個方面提出了前瞻
性建議；既能有效回應不同階層的訴求，也為經濟
和社會長遠發展釐訂策略方向。該會並歡迎預算案
為中小企業發展提出多項支援措施，涵蓋面廣，惟
力度不足。

中出：因應時勢調整開支結構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同意預算案因應時勢調整開
支結構，能針對有需要人士提供協助，亦能善用公
帑投資未來，發展經濟，確保政府有充裕收入應付
開支，又能讓市民分享發展成果，基本回應各階層
訴求。中出並認同預算案中包括在創新科技方面的
支援中小企措施，希望部分措施能恆常化，又希望
政府未來增加更多辦公室供應，減輕中小企租金負
擔。
香港經貿商會則認為，預算案令中產失望，扶持

中小企亦不足。該會會長李秀恆表示，預算案中增
加Wi-Fi熱點數目及提供市民數碼身份證書，有助提
升香港先進城市型像，預算案中列出了七項支持本
地中小企的措施也有實際幫助，中小企也期待有關
科技措施的支援效果，但對專業批發市場，預算案
無實質支持，工商界會感到失望，又對中產可享受
的優惠減少感到失望。

梁振英昨日在聲明中指出，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在財
政資源上全面配合他在1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的

各項措施，並提供穩定、長期的財政資源，落實本屆
政府扶貧、安老、助弱、培育青少年和提升公營醫療
服務等多方面的承擔。「我們會繼續投放資源於社會
福利及醫療服務。」
他認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提出，香港必須提升人流、
物流、資金和資訊流通的效率，提升港人的居住質素，
提升香港國際樞紐的地位。「我們會繼續加大基建投資，
加強香港的競爭力，改善市民的生活環境。」

經濟持續增長 才有能力解困

特區政府明白增加開支的需要，也知道發展經濟的重
要。經濟必須持續增長，香港才有能力解決貧窮、房屋、
老年社會、環保和青年人向上流動等問題，故他在今年
的政報告中花了不少篇幅在發展經濟上。財政預算案在
這個基礎上，分析香港經濟發展的優勢和限制，進一步
介紹政府在推動不同產業發展的工作，及應對人力、土
地供應緊張的措施。
他續說，土地供應不單是「安居」的問題，也是
「樂業」的問題，是今屆政府決心要解決的重大問題
之一。土地供應不足，會限制經濟發展，也會導致樓
價租金上升，削弱香港的競爭力。財政預算案簡介了
政府在短中長期商用土地供應措施的進度和未來計

劃。這是政府和社會一項艱巨的挑戰，當局必須作出
抉擇和取捨。
今屆政府就任以來，經濟平穩發展，政府有比較充裕

的財政能力。然而，政府應該審慎理財，誠如他在今年
的施政報告中指出，「錢應該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用
於改善全港市民生活質素，用於提高全港的競爭力，用
於培育下一代，和用於長遠投資」。

不應輕視問題 毋須過度憂慮
他說，「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提醒政府要避免

開支增長持續超越經濟和收入的增長。簡單地說，即
是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這是特區政府的基本
責任。「正如財政司司長所說，我們不應輕視問題，
也毋須過度憂慮，只要我們及早籌謀，推行相應的措
施，我們既可以有資源推動新的惠民措施，回應社會
的需要，又可以避免小組推算的結果出現。」
梁振英強調，這份預算案既緊守量入為出的原則，

亦同時為香港長遠和持續的經濟發展作出長遠投資；
既控制支出，也透過發展經濟增加收入，使政府繼續
有能力處理社會長期積存的問題。「我希望這份預算
案能夠得到廣大市民和立法會的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就本年度財政預算案發表聲明，形

容這是一份深思熟慮和有承擔的預算案，既有針對性措施回應社會訴求，也為施政報告的扶貧、

安老、助弱、培育青少年和提升公營醫療服務等提供穩定、長期的財政資源，同時緊守量入為

出的原則，為香港長遠和持續的經濟發展作出長遠投資；既控制支出，也透過發

展經濟增加收入，使政府繼續有能力處理社會長期積存的問題，迎接未來各種挑

戰，希望該份預算案能夠得到廣大市民和立法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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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各大黨派普遍
支持新年度財政預算案，認為回應了各階層市民，包
括中產階層的訴求，並推動經濟可持續增長，提升香
港的競爭力，有助改善市民生活，又認同報告就香港
未來可能會面對的結構性財赤問題，提出未雨綢繆的
建議。不過，有反對派就聲言因為預算案未回應設立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而拉布。

譚耀宗：為施政報告提相應財政準備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表示，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

告中提出了100多項建議，是次的財政預算案提出了相
對應的財政準備，同時提出了支援中產和中小企等方
面的措施，包括繼續寬減薪俸稅、寬免兩季差餉、提
高供養父母免稅額，寬減利得稅，提出增加商貿用
地、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等，都回應了大家
的訴求。
在可能面對結構性財赤的問題上，譚耀宗認為，當

局應積極從經濟發展入手，持續為香港經濟擴容增
量，發展產業多元化，進一步提升香港競爭力。

王國興：支持增公務員人手安排
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表示，雖然預算案「了無新
意」，但或多或少回應了基層及中產的聲音，他們會
支持預算案。議員王國興支持預算案中增加公務員人
手的安排，並希望目前的合約公務員能獲長期聘用，

又認為政府應帶領香港聚焦討論綜合退休保障，確切
應對香港面對的問題。

梁君彥：務實有前瞻性 促各階層向上流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表示，預算案務實，有前瞻性，

包括投資基建，鼓勵有工作能力人士自食其力等，提
高香港的競爭力，而推動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促進社
會各階層向上流動，正是解決香港結構性財赤的長遠
之道，可減低未來加稅的壓力。

葉劉：方向清晰 分析正確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財政預算案的方向清晰，
分析正確。她明白「減甜」對低收入和基層家庭和人士
的影響，但支持政府須未雨綢繆，避免下一代面對結構
性財赤的困境，惟報告未有對長遠財政危機提供解決辦
法，令人擔心倘容許經常性開支繼續飆升，將會增添加
稅壓力，等同向中產開刀，令中產百上加斤。
西九新動力主席梁美芬指出，預算案回應了他們多

年來提倡的訴求，但在數方面仍欠長遠目光，希望當
局考慮向符合公屋資格但輪候超過 3 年仍未上樓者發
放租金津貼，及向代父母購買醫療保險的市民提供稅
務優惠，及建議當局可考慮投資銀髮族市場，釋放市
場力量應付人口老化問題等。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謝偉銓形容，預算案

「平穩無驚喜」，但總算回應社會對人口老化、支援

中產及增加公務員人手方面的訴求，他亦認同預算案
量入為出及審慎理財的理念。
工業界（第二）議員林大輝認同預算案開宗明義希
望提高香港競爭力，並幫助經濟持續增長，促進營商
環境更有效率等，反映財政司司長居安思危，但他憂
慮預算案沒有全面的策略及具體措施去提升香港持續
競爭力，是「有理念、無招數」。
自由黨黨魁田北俊稱，整體上支持預算案，但就不

滿對中產需要、對中小企的支援不足，包括中產住屋
租金、子女教育及供養父母等需要都重視不足，也沒
有針對中小企人手短缺、租金高企等情況而提出援
助。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稱，新年度預算案「沒有驚

喜」，也看不見對香港有長遠的承擔，而預算案稅務
寬免上不足，依舊是「守財奴」的心態。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聲言，預算案「自相矛盾、自打

嘴巴」的預算案，「這顯示特區政府無魄力、無視
野，亦沒有承擔」，「面對人口結構變化，曾俊華不
能適時在教育、醫療投放資源，等到香港『五癆七
傷』，到時就真的無藥可救」。
社民連主席梁國雄則聲稱，由於財政預算案並無回

應他們「回水1萬元」，及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等訴求，故他會在立法會審議有關的條例草案時拉
布。「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也聲言對預算案不滿，
但就拒絕回應「人力」會否加入拉布行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
告大手筆扶貧，有人聲稱這與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審慎
理財的理念不一。曾俊華昨日在預算案記者會上強
調，自己與梁振英的財政理念一致，他身為財政司司
長的7年來，一直有提供足夠資源配合特首施政，這也
是他的基本責任。他又指，理解有市民擔心政府支出
增長過快，憂心香港會走向福利主義，但政府社會福
利只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暫時支援，並會借鑒歐美等國
家「先使未來錢」的負面影響，堅守「審慎理財」原
則。
曾俊華昨日在宣讀預算案時表示，理解有市民憂心

香港走向福利主義，強調政府的社會福利是為有需要
人士提供暫時支援，相信只要社會維持向上流動的力
量、公平競爭的環境，市民可透過努力工作改善生
活，回饋社會。

他又提到近年歐美及日本等地出現經濟結構失衡、債
台高築、失業率高企的情況，即使當地政府希望採取擴
張性政策，但為了修補公共財政、減少財赤，又不得不
面對緊縮壓力，最終政策矛盾令社會磨擦，動盪頻生。
因此，香港要引以為鑑，政府亦明白隨着社會訴求增多，
對公共財政的壓力也會愈來愈重，「先使未來錢」不單
影響社會穩定，嚴重者更會禍及未來。

引哲學家言：社會是合作關係
曾俊華並引述哲學家指：「社會是一種合作關係，

不單是這一代人之間的合作，也是我們跟前人，以及
未來一代的合作。」重申香港上一代奠下穩固經濟和
財政基礎，這一代香港人都會明白「審慎理財」的重
要性，避免這一代的支出成為下一代的負擔。
在預算案記者會及論壇上，傳媒連番追問曾俊華與

梁振英的合作關係，包括坊間指他不屬於梁振英班底
的傳聞。曾俊華回應時帶笑指，相關問題令他摸不着
頭腦，強調自己在現屆政府工作，「點會唔係班底
呢？」至於會否做滿5年任期，他亦幽默笑說：「你覺
得我健康有問題？我現在健康OK的。」
曾俊華在預算案中提出福利開支增加的比率，不可超
過經濟增長的說法，有記者即關注他是否要「警告」梁
振英，不可將福利開支加幅超過有關水平。曾俊華強調，
自己並非「警告」任何人，而是基本法第107條要求政府
採用量入為出的原則，整個政府都必須遵從。
他續說，政府目前以致中期的財政健康，所有措施

都可以「找到數」，梁振英亦清楚長遠財政計劃工作
小組推算未來7年可能出現結構性赤字的結果。被問及
會否建議梁振英減少開支，曾俊華重申，未來本地生
產總值會繼續增長，政府的收入亦會增加，相信支出
的增幅可觀，因此政府要做的是控制開支，使其不高
於收入及經濟增長，而並非「使少一點」。

財爺：與CY理念一致 不「先使未來錢」

■民建聯認為預算案回應了大家的訴求。 黃偉邦 攝 ■新民黨對財政預算案發表意見。黃偉邦 攝

■經民聯認為預算案務實，有前瞻性。 黃偉邦 攝 ■工聯會認為回應了基層及中產的聲音。 黃偉邦 攝

■張小姐(左)和林小姐（右）均表
示，生活負擔增加，認為政府直接
派錢最實際。 莫雪芝 攝

■梁先生認為現時子女學習開支非
常龐大，希望政府能夠設立課外活
動津貼，減輕基層父母的經濟負
擔。 梁祖彝 攝

■退休公務
員梁先生期
望政府將資
源投放在有
利整體發展
的長遠計劃
上。

莫雪芝 攝

■居於北角
私樓的李先
生認為醫療
是最值得投
資的一環。
莫雪芝 攝

眼光要遠眼光要遠

重視醫療重視醫療

最好派錢最好派錢

盼增津貼盼增津貼

■周先生認
為一次性津
貼對他們幫
助不大，增
加傷殘津貼
及減公屋租
金才有用。
梁祖彝 攝 冀減租金冀減租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