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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就政改諮詢作中期總
結，明確指出「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不符合
基本法。她認為，政改討論須回歸到基本法法律基
礎的正軌，否則，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這個目標，
會變成「鏡中花、水中月」。我們認為，政改討論
要回歸正軌，就不應該在不可能達到共識的「公民
提名」、「政黨提名」之類的方案上虛耗時間和精
力，而應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基礎上集中討論提名
委員會的組成、提名程序等問題，避免特首普選變
成「鏡中花、水中月」。

據林鄭月娥介紹，政改討論的意見雖然是有點南
轅北轍，分歧嚴重，但從社會至今的整體反應來
看，有幾點看法還是相當普遍和突出的，包括：希
望2017年大家可以「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政
制發展須按基本法和人大相關解釋和決定進行；認
同行政長官應由愛國愛港人士出任；應認真討論提
名委員會的相關問題。這四點看法，實際上是主流
民意的體現。

如期落實 2017 年普選特首，既是中央的莊嚴承
諾，亦是700萬港人的共同期盼，任何人或政黨都
沒有權力讓這承諾和期盼變成「鏡中花、水中
月」。要成功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就

必須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軌道上往前走，而不要
走彎路。有團體堅持不符合基本法的「公民提名」
或「政黨提名」，以架空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這
就是要使政改走彎路。

正如林鄭月娥所指出的那樣，社會上討論得最為
熱烈、意見最為分歧、各自立場最為鮮明的，正正
是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不少市民認為提名權只屬
於提名委員會，但有團體要求「公民提名」、「政
黨提名」、「三軌提名」。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早前
已在報章撰文，就「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難
以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提供了法律觀點。
實際上，就特首普選候選人提名辦法而言，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已明確規定「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
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並無其他選項。「公
民提名」及「政黨提名」是違反基本法規定的政治
僭建物。糾纏於「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不
僅虛耗公眾的時間和精力，而且使政改討論脫離正
軌。

林鄭月娥明確指出不應在「公民提名」和「政黨
提名」虛耗時間和精力，這給往後的政改討論指出
了方向，有助於政改討論走上實現「人人有份選特
首」目標的正路、直路。 （相關新聞刊A1版）

政改討論須回歸正軌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公布下年度政府賣

地計劃，政府將推出 34 幅住宅用地，供興
建約15,500個單位。必須肯定，供不應求仍
然是本港樓市主要矛盾。儘管港鐵旗下的天
榮站、大圍站項目出現流標，但政府仍然需
要進一步增加土地供應，以向市場傳遞明確
信號，增加土地供應的政策不會動搖。隨
樓市見頂回落，未來政府以及港鐵在招標時
應隨行就市，適當調低地價，避免頻頻流
標，以求達到建屋目標，滿足市民安居的殷
切需求。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去年中公佈的未
來十年供應建屋計劃，建議要興建 47 萬個
單位，顯示本港房屋供應依然緊張。政府不
論在施政報告或財政預算案，都不斷強調增
加土地供應，反映政府對增加土地供應的決
心。目前，本港樓價已經出現見頂回落現
象，說明以增加土地供應調控樓市方向正
確。

政府積極推地，但是並不意味土地供應能
悉數獲承接，成功轉化為可供出售的住宅單
位。每年最終成功售出的土地數量往往較實

際可供應的數量少。以近兩年為例，12/13
年度最終供應約19,300伙，佔該年度潛在供
應 29,800 伙的 65%，而本年度最終供應約
18,000伙，則佔本年度潛在供應25,800伙的
7 成左右。政府下年度計劃出售 34 幅住宅
地，陳茂波預計連同一鐵一局，本來可以興
建 30,000 個單位，但目前供應目標只訂在
18,000個。其中原因是土地供應增加，以及
受雙辣招所影響，一手項目銷售成績已大不
如前，樓價呈現下調趨勢。近日公布的發展
商業績，已見大倒退，發展商投地的出價不
再如以往般進取。港鐵旗下的天榮站、大圍
站項目流標，與此有密切關係。

政府一再強調高樓價不符合市民利益，亦
不再走高地價的舊路。要壓制樓價，地價也
要隨行就市往下調。政府增加土地供應，最
重要的目的是幫助市民安居，並不是為了增
加收入。既然如今樓價已經出現回落，地價
亦應跟隨市場相應作出下調。港鐵作為本港
最大的發展商，在土地招標時應適當調低項
目標價，才能加快房屋供應，配合政府穩定
樓市的政策。 （相關新聞刊A2版）

增加土地供應 適當調低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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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基金 救港未來
財爺：保基建迎老齡社會 經常開支首破3,000億顯持續承擔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晨分別出席了電
台聯合烽煙節目《財政司司長熱

線》，及到立法會回應議員的提問。在
烽煙節目上，有聽眾認同財爺要審慎理
財，提出7年後出現赤字的預警值得讚
賞。但有市民質疑曾俊華「年年估錯
數」，有關結構性財赤的說法更是在
「恐嚇市民」，是為繼續當「守財奴」
而開脫。

「7年見赤字」預警 維持紀律不見紅
曾俊華在回應時強調，特區政府目前
的財政狀況健康，在短、中期都不會出
現問題，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有
需要「看遠點」：最近不同報告均顯
示，香港勞動人口自2018年起開始減
少，人口老化成重要問題，特區政府預
見了問題，就有責任研究在財政上如何
處理，阻止事件發生。
他直言，「7年後出現赤字」是一個
「好好的預警」，只要特區政府繼續維
持財政紀律，相信結構性赤字的問題
「絕對不會發生」。

經常開支增倍 證非「守財奴」
曾俊華並強調，自己目前所看管的，

是「大家很辛苦，很多年來儲下來的
錢」，要持保守態度才「對得住所有
人」，但自己一直奉行「應使則使」的
原則，他由剛上任至今，經常性開支已
增長近一倍，反映他並不是「守財
奴」。
在立法會會議上，多名議員均關注長
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的建議。工聯會議
員黃國健質疑，政府若不夠資金投資基
建可以發行債券，如今最重要是以人為
本，設立基金用作全民退休保障。工黨
主席李卓人則聲稱，曾俊華是「篤數
王」，形容香港出現「結構性盈餘」，
當局卻只眼投放基建，是「只見磚頭
不見人」。

放棄部分基建 影響經濟發展
曾俊華否認政府有「結構性盈餘」，
並強調基建對本港發展重要，目前基建

與政府經常性開支的比例是1:4，只佔一
小部分。此外，政府在2002年曾因預見
未來經濟困難而放棄部分基建項目，影
響了經濟發展，因此認為未來基金可於
關鍵時刻發揮作用。
曾俊華又解釋，發展基建不單是指興

建道路及橋樑，也包括醫院及老人院等
迎接老齡化社會的措施，而設立未來基
金屬非經常性的資金，如果用於解決人
口老化等經常性措施未必適合。至於發
債興建基建亦是將現在的事情，交由下
一代承擔，相信社會有不同意見。

遵從量入為出 不容結構性赤字
民建聯議員蔣麗芸及民主黨主席劉慧

卿等則關注政府開支維持在生產總值
20%的理據。
曾俊華回應說，市場的自由度很重

要，作為一個負責任政府，亦必須遵從
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量入為出原則，需
要有措施回應將來的財政狀況，不會容
許短期內出現結構性赤字。
他強調，預算案已為施政報告提出160

項涉及250億元的措施提供資源，在財政
上全面配合，新年度的經常開支達3,074
億元，按年上升7.8%，反映政府照顧民
生的持續承擔。

優勢非必然 推發展投資未來
商界議員則眼在香港長遠競爭力問

題上。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認為，面對
結構性財赤威脅，政府應發展漁農業及
環保產業，以帶動利得稅增長，但當局
卻欠缺專責部門處理。曾俊華回應說，
政府有不同部門負責處理不同產業發
展，今年財政預算案亦以競爭力為主
題，雖然香港在多個國際競爭力報告都
身處前列，但要明白優越的競爭力不是
必然，故希望提出措施進一步推動香港
經濟發展及投資未來。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在會上
補充指，目前特區政府財政狀況依然穩
健，相信只要及早籌謀，確保開支增幅
和經濟及收入相適應，便可以避免結構
性赤字出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羅繼盛）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日前公

布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後，有部分人質疑他在預算案中強調「結構性」

赤字，是為了「恐嚇市民」，又指與其成立「未來基金」支持日後的

基建項目，不如將有關款項用於長遠的紓困措施。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昨日強調，「7年後出現赤字」是一個「好好的預警」，但只要特區

政府繼續維持財政紀律，財赤問題絕對不會發生，又強調「未來基

金」所發展的基建項目，就包括醫院及老人院等迎接老齡化社會的措

施，而新年度經常開支首次突破3,000億元，也反映特區政府照顧民

生的持續承擔。

待政策局提意見分流旅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立法

會昨日討論財政預算案時，多名議員都
不滿預算案未有調撥資源，解決內地來
港旅客過於集中在一兩個地區的問題。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回應說，他會在相關
政策局提出具體意見，考慮有關的資源
分配。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昨日在立會
會議上指，來港旅客去年已超過5,400萬

人次，並預期2017年更高達7,000萬人
次，惟香港多個旺區已因為旅客數量而
影響居民生活，但預算案卻未有調撥資
源，解決旅客過度集中問題。
曾俊華回應說，特區政府理解大量旅

客到港對市民造成不便，有關政策局會
向業界聽取更多意見，處理如何分流旅
客，而他要在局方及業界有具體意見
後，才能決定資源上如何分配。

「不同意見讓施政更完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年度財政
預算案「減糖」，有反對派中人聲言這是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對特首梁振英「大手筆扶
貧」的「反擊」。曾俊華昨日強調，特首以
及整個特區政府團隊都明白堅守審慎理財原
則的重要，而政府內部的不同意見，有助當
局施政更完美。
曾俊華昨日在出席電台預算案論壇時，被

問及他是否不滿梁振英「先使未來錢」，才
在預算案中提出7年後可能出現結構性財赤
的預警。
曾俊華強調說，他只是希望提醒政府及社

會，要合力緊守財政紀律，「因為大家都知
道，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這個要求，要經濟
發展和開支相適應，這一方面是重要，我相
信特首也很明白這件事」。

太太亦不會100%認同睇法
節目上，有主持問及曾俊華與梁振英的關

係，並提供「非常好」、「一般」和「非常
差」3個選擇。曾俊華笑言，「可否不在這些
選擇中挑選」，並以結婚幾十年的妻子作比
喻，稱他的太太也沒有可能100%完全認同他
的看法，而政府內部有機會表達不同意見，
可令政府施政更完美。
被問及有否想過成為特首，曾俊華笑了一

笑便說：「無。」

公營收費堅守用者自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羅繼盛）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預算
案中提到，當局正在檢討包括水費
在內的132項公營收費，未來或會
加費，以維持政府收入的穩定。曾
俊華昨日表示，有關加費的問題仍
在研究階段，原則是只求收回成
本，並堅守用者自付原則。
在昨日立法會會議上，飲食界議

員張宇人關注到特區政府將檢討包
括水費在內的132項公營收費，擔
心一旦加水費會加重飲食界及中小
企的負擔。曾俊華在回應時表示，
檢討水費問題尚在研究階段，政府
收費亦只要求收回成本，會堅守用
者自付原則。
在昨日電台節目上，有市民向曾

俊華提出，香港可參考加拿大等國

家及地區開徵銷售稅，曾俊華回應
說，香港不久前曾就開徵銷售稅進
行討論和研究，香港社會大多數人
均認為香港應擴闊稅基，但不太適
合開徵銷售稅。他補充，銷售稅可
提供不少靈活性，自己身為財政司
司長，不能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輸入勞工迫在眼前
另外，在輸入外勞的問題上，曾

俊華強調，當局的基本原則是以保
障本地勞工利益為先，但香港現時
已達「全民就業」，不少行業缺
人，可見輸入勞工問題迫在眼前，
需要針對性處理勞工短缺問題，當
局有責任帶頭討論。他希望勞工和
僱主可討論尋求共識，得到大家接
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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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
繼盛）人民幣近年持續升
值，有部分人就聲稱這是
令香港出現通脹的主因，
更建議取消聯繫匯率。曾
俊華昨日強調，聯繫匯率
是香港經濟關鍵環節，當
局不時注意貨幣情況，讓
貨幣更為穩定，而過往數
據未有顯示內地輸入通
脹，香港的經濟周期與美
國較為相似，加上人民幣
現時亦未可自由兌換，技
術上仍存困難。他又指，
新加坡元匯率即使聯繫一
籃子貨幣，但通脹情況亦
不比香港低。

■曾俊華強調，只要特區政
府繼續維持財政紀律，財赤
問題絕對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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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強指，只要確保開支
增幅和經濟及收入相適應，
便可以避免結構性赤字出
現。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