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4 財政預算
之：基建旅遊

財爺金句：為吸引高消費旅客訪港，增加旅遊業的經濟

效益，我們要持續提升旅遊設施，推動具吸引力的大型盛

事，維持充足的高級酒店房間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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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明年底推6地建五星酒店
吸高消費客業界表歡迎 料需時完善周邊配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
繼盛）政府近年大力發展運
輸基建，其中4條本港的鐵
路新線造價已逾 1,100 億
元，並預計在今年底至2020
年間相繼落成。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表示，政府短期內會
公布2020年後的鐵路發展
藍圖。而機管局正就第三跑
道系統規劃進行環境影響評
估，以及詳細評估工程費用
和融資方案，政府亦會在財
政上配合，並爭取於2023
年落成啓用。

公帑配合機場發展
為推動香港長遠經濟發展

和增強競爭力，政府和機管
局早前開展造價逾千億元的
第三跑道系統規劃。曾俊華
昨在預算案中表示，機管局
正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期望
在本年內獲得通過，並盡快
籌備工程上馬，爭取2023
年落成啓用。他又指，機管
局正評估工程費用，制訂預
算，並研究可行的融資方
案，包括增加經常收入、發
債，以及將營運盈餘撥作儲
備等，政府會在財政上配
合。
在跨境網絡方面，曾俊華

指大嶼山在2016年港珠澳
大橋通車後，將由香港西部
盡頭變成珠三角中心，大幅
提升發展潛力，香港通往其

他珠三角城市的時間將大
減，擴大香港的市場腹地，
加強香港跟鄰近地區的聯
繫；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將於明年完工，乘客可利用
內地1萬6千公里的高鐵網
前往各主要城市。
曾俊華亦稱，當局在內
部交通方面亦不斷投資大
型道路和鐵路項目，過去5
年共投資超過900億元發展
和完善策略道路網絡，包
括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中環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
連接路，以及吐露港公路
和粉嶺公路擴闊工程，預
計陸續於 2018 年底前完
成；而造價共逾1,100億元
的西港島線、南港島線東
段、觀塘線延線和沙田至
中環線，將於今年底至
2020年間相繼落成。

中九龍幹線料明年中上馬
他表示，當局會於短期內

公布2020年後的鐵路發展
藍圖，並正在規劃中九龍幹
線、將軍澳至藍田隧道和將
軍澳跨灣連接路等項目。政
府消息人士補充，立法會交
通事務委員會將討論跨灣連
接路設計研究撥款申請，而
當局亦將於下個立法年度就
中九龍幹線工程申請撥款，
預計明年中動工，並於2020
年落成。

鐵路藍圖快出爐
新跑道爭2023年啓用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表示，截止去年12月底，全
港有225間酒店，提供約7萬個酒店房間。政

府早前公布的《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
告》中，料2017年有約8.4萬個酒店房間。曾俊華
在財政預算案提出，會加緊在啟德的工程，研究可
行方案，於明年底起陸續將6幅毗鄰郵輪碼頭、面
向維港的「酒店帶」土地推出市場，計劃3年至4年
後落成首間酒店，有望達到2017年的預期酒店房間
數量。他說，這些地段位置優越，不難發展為集五
星級酒店、美食及娛樂設施於一身的特色酒店群。

李漢城：分擔尖沙咀壓力

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城對政府新計
劃表示歡迎，認為可為當區帶來協同效應，有助當
區的發展。他又指，尖沙咀一帶的酒店飽和，發展
九龍東可以分流旅客，避免某些地區過分擠迫。
但李漢城說，由於附近一帶的配套設施並未完
善，相信最少要8年至10年時間準備。他謂，知道
政府準備招標，相信有關酒店設計、細節需一步一
步落實，但對前景感到相當樂觀。

測量師：九展可吸商務客
資深產業測量師彭兆基則表示，該區有條件發展

酒店區，加上鄰近啟德郵輪碼頭，乘客到酒店亦方

便。他指，酒店內會有附屬商場、食肆，有助推動
旅客消費。啟德附近有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相信
不只是郵輪旅客，亦會吸引一些商務客入住啟德一
帶酒店，但認為政府要先處理好附近的交通配套問
題，才會增加旅客入住的吸引力。

姚思榮：盼具體分流措施
旅遊業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說，歡迎財政預算案
提出多項有關旅遊業發展的建議，認為今年對於
旅遊業的發展較以往實在，未來酒店房間供應數
量亦有實際的數字，例如美利大廈改建酒店、海
洋公園海洋酒店及迪士尼第三間酒店分別落成
後，可提供共超過1,500個房間。
但他認為，政府在旅客分流措施方面則沒有具

體的方案，以往業界曾提出在邊境建購物城等，
期望政府可以在這方面着墨多些。

旅發局：料添旅遊吸引力
另外，旅發局對政府計劃在啟德預留6幅酒店用
地表示歡迎，並指可進一步增加酒店供應。當局
稱，酒店選址毗鄰啟德郵輪碼頭及其他商業、美
食、娛樂設施，相信可產生協同效應，提升本港，
特別是九龍東一帶的旅遊吸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港府致力發展本港旅遊業，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
公布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內容提及計劃明年底將6幅毗鄰啟德郵輪碼頭、面向維港
的「酒店帶」土地推出市場。據了解，該6幅土地約有6萬平方米，地積比為4，屬
中低密度。消息人士透露，該地帶酒店將會為五星級酒店，主要吸引高消費的客群，
預計2017年至2018年間落成第一間酒店。曾俊華亦表示，下年度的賣
地計劃將包括一幅酒店用地，預計額外增加約1,100個酒店房間。業界
人士對於新計劃表示歡迎，但認為附近一帶配套未完善，仍需一段時間
規劃。

5,000萬吸會展客 3D光雕添維港魅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
繼盛）政府近年致力推廣
電動車，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昨日宣布，再豁免3年電
動車的首次登記稅，就淘
汰老舊柴油商業車輛而推
出的特惠資助計劃亦由本
周六起接受申請。曾俊華
又指，政府將投放約300億
元於廢物回收和處理的基
建設施，包括推動「三堆
一爐」。

資助換柴油車 周六起可申請
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案中表

示，當局多年來積極推廣使
用電動車並提供稅務優惠，
建議將電動車的首次登記稅
豁免期延長3年，至2017年
3月31日。政府亦提供114
億元特惠資助，在2020年前
分階段淘汰全港8萬2千輛歐
盟四期前的柴油商業車輛，
特惠資助計劃將由3月1日起

接受申請。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當局

自1994年已開始豁免電動
車的首次登記稅，預計今次
延長豁免時間對政府收入影
響輕微。現時全港約有600
輛電動車，當中政府擁有
160多輛，今年亦會增購約
70輛電動車，車種包括售價
10多萬元的電單車至約100
萬元的電貨車。
曾俊華又指，將會投放約

300億元於廢物回收和處理
的基建設施，亦會推動綜合
廢物管理第一期設施(182億
元)和擴建3個堆填區（94億
元）。消息人士表示，相關
基建設施亦包括小蠔灣的第
一期有機資源回收中心（15
億元）和廢電器電子產品回
收和處理設施（5億元），
並會爭取在今年暑假前，可
向立法會工務小組和財務會
申請撥款。

電動車續免稅3年 300億建回收設施

助房委會落實新建屋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廣盛）長策會的公眾諮詢
報告確立了政府未來10年要建28萬伙公營房屋，居
屋和公屋建屋量暴增，將大大加重房委會的財政壓
力。運房局局長張炳良日前指，政府向房委會注資
是無可避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亦強調，政府
會全力向房委會供應足夠土地、人手和財政資源，
以達到新增的公屋和居屋建屋目標。據消息人士
稱，房委會期望在兩年內獲得注資，否則在幾年後
有可能會出現赤字。

兩年內不注資 數年後「見紅」
曾俊華表示，雖然房委會在本財政年度預計有
680億元結餘，可以應付未來4年的計劃，但面對
新的建屋目標，房委會必須繼續提高成本效益並加
強營運模式的可持續性。他承諾政府會全力向房委
會供應足夠土地、人手和財政資源，以達到新增的
建屋目標。他又要求房委會在下年度完成評估所需
資源，整理開源節流的檢討結果，計算未來10年
所需的額外財政資源，跟政府就長遠財政安排展開

商討。
消息人士稱，政府的公屋建屋目標由每年15,000

伙增加至28,000伙，增幅達87%；細塊的土地亦令
公屋、居屋單位的建築成本大幅上升，在建屋量暴
增和建造成本飆升的雙重因素夾擊下，房委會的財
政變得不夠穩健，認為政府有責任補充房委會的財
政資源。消息人士續稱，房委會已開始計算未來10
年所需的額外財政資源，強調有很多因素要考慮，
「政府是否能夠提供足夠的土地，因為無地就不用
起那麼多樓，亦不用那麼多錢」。消息人士又說，
應該不會要求政府一筆過撥款，但期望在兩年內獲
得注資，否則在幾年後有可能會出現赤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劉
雅艷）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昨日新鮮出
爐，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政府計
劃向旅發局增撥分別 4,500 萬元和
5,000萬元作會展活動和舉辦香港盛
事活動之用，吸引更多商務和海外旅
客，當中更引進3D立體光雕技術。
據了解，這種3D立體光雕技術利用
光影效果製造虛擬視覺，澳洲悉尼歌
劇院亦有運用該技術，香港可能在年
底就可以看到這種技術。
政府今年重點目標吸引過夜旅客
群，根據旅發局的數字顯示，去年來
港參加會展旅遊的旅客消費達1.63億
元，人均消費近10,000元，較其他
過夜旅客高出21%。曾俊華表示，近
年鄰近城市亦積極爭取會展客，決定
向旅發局增撥4,500萬元，在未來3
年舉辦不同規模和類型的會展活動，
政府同時研究香港未來15年對會議
和展覽設施的需求，以增加商務旅客
群。

爭辦中小型會展市場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本港擅長舉辦

大型的會議展覽活動，然而在舉辦
中、小型的會議展覽活動則遠遜於鄰
近本港的國家及地區，包括馬來西
亞、新加坡、韓國、台灣及澳門，
「這源於港府提供予中小型會議的誘
因及支援不及別人」。
消息人士憶述，本港原本有意接洽

一個小型的會議展覽活動，並提出一
個25萬港元的支援計劃方案，而一個
鄰近本港的地區則提出25萬美元支援
計劃方案，最終主辦單位決定於該地
區舉行會議，「本港應提供予主辦機
構更多服務和優惠，以增加本港的勝
算」。

3D光雕盼年底伴佳節
為了吸引不同的海外旅客，政府在

未來兩年向旅發局增撥5,000萬元，
為美酒佳餚節、除夕倒數、新春花車
巡遊等盛事注入新元素，包括在盛事
舉辦期間引進3D立體光雕技術，增
添維港夜景魅力，期望於今年年底慶
祝佳節時，將光雕表演呈現給市民和
遊客觀賞。政府亦會繼續爭取籌辦大
型盛事，包括透過盛事基金，資助在

維港海濱多舉辦一些市民和旅客樂於
參與的節目。
旅發局對財政預算案提出多項有關

旅遊業發展的建議均表示歡迎。當局
指，相信有助提升本港會展業的競爭
力及旅遊的吸引力。旅發局認為，近
年亞洲地區競爭會展活動愈趨激烈，
此舉可助提升本港爭取會展活動的競
爭力，相信有助維持本港優勢，繼續
吸引高消費客群。

增Wi-Fi利旅客分享體驗
政府在未來2年共撥款5,000萬元

予旅發局舉辦大型活動，有助提升活
動的吸引力，豐富旅客體驗之餘，亦

強化「盛事之都」的形象。當局又建
議增設免費Wi-Fi熱點，由於愈來愈
多訪港旅客會使用智能手機及平板電
腦，措施不僅可方便他們上網搜尋旅
遊資訊，亦可讓旅客將在港的體驗，
即時上載社交平台分享，有助本港提
高曝光率。

林建岳：與台同拓郵輪業
另外，旅發局與台灣觀光局昨日簽

署「亞洲郵輪專案」，主席林建岳表
示，合作協議首階段由今年4月開
始，運行3年。兩地將共同協助國際
郵輪公司開發更多區內的郵輪旅遊產
品。

過去3年會展展覽數目
財政年度 經常性展覽 新展覽 一次性展覽 展覽總數目

(7月1日至6月30日)

2010-2011 102個 10個 4個 116個
2011-2012 103個 9個 4個 116個
2012-2013 104個 7個 4個 115個

資料來源：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文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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