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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倡建18萬青年中產單位
晤特首就施政報告預算案提250建議 促政策創向上游機會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及3名副主席林健鋒、盧
偉國及張華峰等共 7 名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出席了與特首的會面，而據了解，該黨的監
事會主席林建岳亦在場。會面原本安排了一個小
時，但其後「超時」。

特首官員感興趣 會面加時15分鐘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在會後解釋，特首及

相關官員都對他們很多建議的細節感興趣，因此
多要求延時15分鐘。「今次氣氛很好，互動性
很強，他亦有不少回應。在大家都有很多問題
下，特首要求我們多留15分鐘。」

梁君彥在會後對記者指出，經民聯提出250項
建議的重點，包括了如何創造青年向上游的機
會、支援中產置業安居，提升本港競爭力支援中
小企、金融、產業、旅遊、基建發展、環保等。

倡注資50億設「青年創業」基金
與青年人相關的建議包括：注資50億元成立

「青年創業」基金，為青年人提供低息貸款協
助他們創業，並組織工商界及專業人士推行
「學長計劃」，為青年提供協助；撥出 20 億
元成立「青年創業園」為創業者提供「一站
式」服務；成立電商平台協助青年創業及「走
出去」，及舉行大型就業演講和資助學生到內
地及海外實習；優化青年宿舍計劃，加快興建
以增加供應。

中產人口比例10年倍增至佔半
在中產及置業方面，經民聯建議特區政府長遠

考慮如何將香港中產人口，由目前約25%的比例
在10年內「翻一番」，增至佔香港一半人口。
在增加房屋供應方面，他們建議特區政府探討與
發展商合作，興建小型及廉價的住宅單位，並且
可租可買；容許符合政府規定的鄉郊樓宇，在不
影響綠化環境下，以補地價方式增加地積比；並
改劃2%綠化地帶，用作興建青年和中產住屋項
目，預料可提供約18萬個單位。

盼推跨黨派溝通平台
經民聯其他建議還包括：推動跨黨派溝通平

台、對市民購買醫保免稅、增加舉辦夜市、美酒
佳餚節等受市民歡迎的大型活動，增加就業兼為
青年人提供適合的消遣。

梁君彥強調，暫時不適合向特區政府爭取調低
商界利得稅，目前應該先處理青年、社會流動性
及廣大中產群的問題，因為解決這些問題對整個
社會都有利。

他又表示，其他未有公開或詳細解釋的建議，
涵蓋包括不同產業的發展，但在目前環境及社會
發展下，最重要是處理後「佔中」問題，讓社會
在經歷撕裂後回歸一致。

梁美芬則透露，與會者都認為要關注後「佔
中」問題，多次提到要想一想「what's next step?
（下一步是什麼?）」她表示，特區政府官員對
很多建議都感興趣，在會見中追問更多資料，包
括一些較「細」的建議，如林建岳在會面中提及
到舉辦類似美酒佳餚節的大型戶外活動，能吸引
很多青年參與，及如何利用維港美景，開辦「船
的士」服務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

鈞）經民聯昨日與特首梁振英會

面，就新年度《施政報告》及

《財政預算案》提出250項大小

建議，當中主要聚焦在青年發

展、建屋政策等方面，包括建議

特區政府訂立政策，10年內將中

產人口比例提升至全港人口五成

以上；探討和發展商合作，興建

小型和廉價的住宅單位，並改劃

2%綠化地帶，用作興建青年和

中產住屋項目，預料可提供約18

萬個單位等。

■創造青年向上游機會
1. 注資50億元成立「青年創業」基金，提供低息貸款予青年
人創業；

2. 撥款20億元成立「青年創業園」；
3. 舉辦青年就業博覽及論壇，並提供逾500個職位予年輕人
應徵；

4. 以配對基金形式，資助學生暑假期間到內地及海外短期實
習。

■支援中產 置業安居
5. 訂立政策，使香港中產人口比例於10年內達到超過

50%；
6. 探討與發展商合作，興建小型和廉宜的住宅單位，單位可
租可買；

7. 容許符合政府規定的鄉郊樓宇以補地價方式增加地積比；
8. 改劃2%「綠化地帶」土地，興建年輕、中產人士住屋項

目；
9. 優化青年宿舍計劃；
10. 向購買醫療保險家庭提供扣稅優惠；
11. 寬免2015-16年度差餉，長遠降低差餉徵收率。
■提升本港競爭力 支援中小企
12. 為受「佔中」影響的中小企設立貸款擔保計劃；
13. 敦促貸款機構降低中小企借貸門檻；
14. 為中小企貸款申請人還款能力進行壓力測試時，下調假

設按揭利率上升幅度至1.5個至2個百分點。
■金融發展
15. 爭取中央政府支持，在本港及海外舉行國際級財經會

議；
16. 採取積極措施，容許以往持有資產管理牌照或擁有相關

經驗至少10年的在職業界人士，可免除部分執業試或透
過持續進修方式；

17. 爭取在「滬港通」開通半年內，就運作情況作出檢討，
並盡快啟動「深港通」。

■產業發展
18. 加入條款，規定發展商如需額外提高地積比率，須購買

一定比例的本地設計師/藝術家作品，或聘請本地設計師
為其物業設計等；

19. 出資10億元成立「跨境電子商貿平台」。
■旅遊發展
20. 政府出資及牽頭舉辦有本土特色的項目，例如夜市、大

笪地等；
21. 簡化及放寬「露天食肆」申請手續；
22. 將港鐵沙中線會展站綜合發展用地，用作會議中心用

途。
■基建發展
23. 盡快檢視和整理現有的基建工程項目清單；
24. 優化「補充勞工計劃」和放寬限制。
■推動綠色生活、優質生活
25. 在公共設施地點設膠樽/玻璃樽/鋁罐自助回收機，回贈現

金或消費券；
26. 推行「惜食綠色認證計劃」，設立配對基金資助食肆及

大型屋苑設置廚餘機。
■關懷社群
27. 放寬「攜手扶弱基金」的申請條件。
■政制發展
28. 盡快啟動第二輪政改諮詢，凝聚共識。
資料來源：經民聯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經民聯建議重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6名無黨派立法會議員昨日與特首梁振英會
面，表達他們對新年度《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意見。針對「佔
領」行動，他們認為「佔領」突顯了青年難向上流的問題，建議將藍領工種
轉化為專業技術工作；檢討歷史教育、通識教育、公民教育及國民教育等並
推出新措施，及針對認為目前公屋至居屋和居屋至私人樓宇之間的差距太
大，採取措施完善置業階梯。

6名無黨派立法會議員，包括商界（第二）廖長江，金融界吳亮星，體育、
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馬逢國，旅遊界姚思榮，保險界陳健波和建築、測量及
都市規劃界謝偉銓，昨日與梁振英會面一小時，表達對新年度《施政報告》
及《財政預算案》的意見。

廖長江：中產往下流 良好感覺不存
廖長江在會後表示，他們關注到公共財政的問題。雖然他們認同特區政府

撥出不少資源削減貧富懸殊，但認為政府應同時處理中產階層長期被忽視的
問題，因中產一直往下流，過往的 feel-good factor（良好感覺因素）已不存
在。

他續說，特區政府的經常性開支近年持續增
加，雖然梁振英也認為改善民生與發展經濟應相
輔相成，而政府於鞏固和發展傳統產業表現不
俗，但只限於金融業和旅遊業，建議政府善用更
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的先行先試政策，
發展服務業。

馬逢國：學生須學會對社會有承擔
馬逢國則建議，特區政府應該從「佔領」及之

前許多事件當中作檢討，如研究於歷史教育、通
識教育、公民教育及國民教育等推出新措施。他
認為，學生若修讀歷史科，一定要有歷史觀及掌
握國家過去發生的事，而他們更需要學會對社會
有承擔及理性分析問題。

被問到建議詳情時，他說，大家在會上並無提
出具體意見，只是指出這些是需要檢討的一些領
域，倘特區政府接納他們的建議展開檢討，大家

屆時就可提出意見。
陳健波提出，當局即將提出的醫療保險方案，由500億元承擔額變成只剩下

50億元資助高風險人士，會因保費高企而令健康及年輕人士卻步，最後醫保
計劃不能繼續運作，建議維持500億元承擔額，以保留初次投保七折等誘因。

陳健波：「佔領」突顯青年難向上流
他又認為，「佔領」突顯了青年難向上流的問題，建議將藍領工種轉化為

專業技術工作，令對讀書沒有興趣的年輕人都可一展所長，更可協助年輕人
在網上創業。

謝偉銓：樓價差距大需完善「階梯」
謝偉銓認為，現時公屋至居屋，和居屋至私人樓宇之間的差距太大，建議

完善置業階梯，在公屋至居屋之間增加如房協屋邨或「置安心」的單位，讓
公屋富戶向上流以騰出單位；居屋至私樓之間則可重推夾屋和私人參建居
屋，紓緩夾心階層住屋壓力。他並建議居屋樓花期增至最長36個月，短期內
增加供應單位。

立法會商界（第二）廖長江，金
融界吳亮星，體育、演藝、文化
及 出 版 界 馬 逢 國 ， 旅 遊 界 姚 思
榮，保險界陳健波和建築、測量

及都市規劃界謝偉銓在內的 6 名無黨派議員，
一直被戲稱為「六散人」。召集人廖長江昨日
表示，他們 6 人走到一起，源於去年激進反對
派為反對財政預算案而拉布，又笑言內部有人
對「六散人」這名字「有少少意見」，他們正

研究改名。
廖長江昨日表示，他們6人走到一起，源於去年

激進反對派為反對財政預算案而拉布，當時他們6
人一組作編更安排，確保任何時間都有足夠法定人
數在會議廳，甚至不時於「響鐘」後6人同時「歸
位」，加上理念相近，故開始定期見面交流意見及
商量投票意向。不過，6人組合並非政黨，不會綑
綁投票。

他續說，在立法會18個委員會中，他們在其中

16個都有人成為委員，6人會分工負責不同議題。
負責民政、經濟發展等並編排更表的姚思榮說，過
往政府官員要逐個聯絡他們會「好煩」，現在官員
會按議題而聯絡其中一人，安排較方便。

廖長江又笑言，內部有人對「六散人」這名字
「有少少意見」，也有記者提點他們若沒有正式名
稱，傳媒表達會變得困難，故他們正為改好名字而
努力，希望盡快向大家公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
會昨日與多個團體舉行例行交流會，有團體關注最近房委
會討論收緊富戶政策的事宜，批評當局只在房委會層面討
論，缺乏公眾參與是「黑箱作業」。有團體則要求房委會
優化復建居屋政策、完善租金機制及租金援助計劃，及檢
討新入伙屋邨商場的租金政策。有資助房屋小組委員強
調，大部分房委會委員都有落區與公屋住戶接觸，不認為
在房委會層面討論的做法屬「黑箱作業」，但認同房署按
「派鎖匙率」來計算入伙率及屋邨商場人流並不完善，有
必要作詳細討論。

「青年拒當樓奴運動」昨在會上表示， 若房委會收緊富
戶政策，強制家庭頻繁申報所有成員的財政狀況，過程中
會加劇家庭成員之間的矛盾，增加出現磨擦的機會，而公
屋富戶只佔約3%，政府卻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認為是浪
費公帑。他們又質疑當局只在房委會層面討論收緊富戶政
策，缺乏公眾參與是「黑箱作業」。

黃遠輝：落區接觸住戶維公義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黃遠輝回應否認有關指

控時強調，大部分房委會委員都有落區與公屋住戶接觸，
公屋住戶的意見其實已被帶入小組討論中。對於若收緊富
戶政策會否浪費公帑，黃遠輝認為富戶政策的主要目的是
要維持公平、公義，避免超出指定的入息及資產淨值限額
過多的住戶霸佔公屋。

公屋聯會則在會上要求優化復建居屋政策、完善租金機
制及租援計劃。聯會建議進一步延長遠期樓花及制定直接
以市民負擔能力的售價機制。聯會又批評目前公屋租金機
制並無考慮通脹因素對租戶收入的蠶食。黃遠輝回應時強
調，現行租金調整機制是經過長時間考慮及廣泛諮詢後才
制訂的，各方因素與利弊已作詳細考慮，有非常客觀的基
礎，且機制亦納入了租金上調最多10%的「封頂」措施。

公屋聯會促檢討新屋邨商場租金政策
另外，公屋聯會又要求檢討新入伙屋邨商場的租金政

策。聯會以去年先後落成的九龍城區啟晴邨及德朗邨為
例，指房署資料顯示屋邨入伙率已達90%或以上，邨內的
晴朗商場人流理應不成問題。然而，不少小商戶都反映商
場的實際人流明顯與高入伙率有落差，坦言「頂唔住」，
可能會在新年後結業。

「派鎖匙率」計入伙率 被批不完善
聯會認為，箇中原因在於房署是以「派鎖匙率」來計算

入伙率，批評做法並不完善，因為新屋邨交通、學業及社
區配套設施尚未完善，及鄰近仍有不少基建工程進行中，延遲了不
少居民「真正」遷入新居的時間。

房署回應表示，因應新屋邨分期落成及住戶分批入伙，該署會對
商戶實施了一項租金酌減的措施，入伙的單位累積總數達到90%或
以上，商戶才需要繳付全額租金。房署強調，有意租賃商舖的人士
可從有關的招租文件中得悉此項租金酌減措施。不過，黃遠輝認同
房署按「派鎖匙率」來計算入伙率及屋邨商場人流並不完善，認為
房委會有必要作詳細討論。

對抗拉布促團結「六散人」研改名

六散人建議藍領工種轉專技

■6名無黨派立法會議員昨日與特首會面，表達他們對新年度《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意見。
劉國權 攝

■梁振英(左三)昨在行政長官辦公室會見經民聯的代表，聽取他們對2015
年《施政報告》及2015/2016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意見。

■■經民聯就新年度經民聯就新年度《《施政報告施政報告》》及及《《財政預算案財政預算案》》提出提出250250項大項大
小建議小建議，，當中主要聚焦在青年發展當中主要聚焦在青年發展、、建屋政策等方面建屋政策等方面。。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