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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累中小企 財案出招相助
財爺：上月旅客酒店入住率跌 盼重建外商旅客對港信心

民建聯經民聯等促推紓困措施
香港反對派策動的「佔領」行動令香港元氣大傷。2014年

12月17日晚，曾俊華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宴請
20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聽取他們對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的
建議。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在晚宴後透露，他們向曾俊華提
出希望特區政府能善用特別印花稅的額外收入，投放在一些

「佔領」的紓困措施上，包括商業登記、租金、稅項的減免，
特別是對受早前出現「佔領區」所影響的中小企商戶。
2014年12月18日，香港經濟民生聯盟與旅遊、零售、

汽車、金融界等多個行業代表與曾俊華會面，反映了「佔
領」行動的影響。他們指，「佔領」嚴重影響經濟和打擊
港人士氣，故提出多項建議協助中小企走出「佔領」陰
霾，包括成立低息借貸基金、設立「消費券」等。

冀和平理性對待政治問題
曾俊華昨日在中總論壇上致辭時表示，香港持續的政治爭

拗已令市民感煩厭，打擊投資者信心。他希望市民及各界以
和平理性態度，去對待政治問題，若政治爭拗持續，將會阻
礙特區政府施政及社會發展，影響本港競爭力。
他期望，各界於第二輪政改諮詢，可向政府提供意見，
議員按意見諮詢，以達致於2017年實現普選。
曾俊華又指，受外圍經濟波動影響，政府對本港去年經
濟增長預測，只有約2.2%，但失業率仍維持於3.4%，算
是全民就業水平，反映本港經濟有一定能力。但他預期，
美國將於今年稍後時間開始加息，環球資金流向會有波
動，或令本港樓市出現起伏，政府會留意未來的經濟變
化，特別是外圍經濟對本港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鄭治祖）違法「佔領」對大企業影響輕微，惟對中小企而言可

算是噩夢一場。特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透露，2014年的違法「佔領」行動，對本港的經濟

活動有一定影響，上個月的非內地旅客來港人數有所下跌，部分酒店入住率下滑。若營商氣氛持

續不明朗，將會打擊本港經濟，因此將會在預算案提出建議，協助受「佔中」影響的企業，並重

建海外企業及旅客對本港的信心。

■曾俊華昨日出席中總論壇表示，將於預算案提出
建議，協助受「佔」影響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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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長
官梁振英將於下周三發表新一份施政
報告。有傳媒引述消息指出，當局有
意將新落成的公屋售予現有公屋租戶
的綠表人士，並已選定沙田水泉澳邨
兩幢新公屋作為先導計劃，合共提供
約1,500個單位。消息又指，當局將落
實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多項建議，
包括吸引非本地學生畢業後留港工作
及招攬已移居境外的港人及其下一代
回流等。
運輸及房屋局上月中發表「長遠房

屋策略」，當時社會已有意見提出將
新公屋售予綠表人士。有傳媒引述消
息指，當局已選定即將落成的沙田水
泉澳邨兩幢新公屋作為先導計劃，合
共可提供約1,500個單位，讓現有公屋
租戶的「綠表」人士申請購買。不
過，單位訂價仍有待討論，初步傾向
提供比居屋更大折扣率。

研改良版公私混合發展
據悉，政府高層早前仍表示會將水

泉澳邨公屋單位出租。而消息指，出
售新公屋將可加快公屋流轉，亦不會
影響公屋供應，並可減輕房委會長遠
財政負擔。當局亦會研究提出改良版
公私混合發展計劃，借助私人發展商
力量，加快興建速度，以增加居屋單
位供應。

特別行業擬供誘因吸非本地生留港
另有消息指，當局會落實人口政策

督導委員會早前提出的多項建議，包括針對有特
別需要的行業或界別，主動提供誘因吸引非本地
學生在畢業後留港工作，亦會招攬已移居境外的
港人及其下一代回流。當局亦會增加資源改善託
兒服務及課餘託管，並改善再培訓服務，以增加
婦女勞動參與率。梁振英亦會在施政報告上，交
代政府對「全民退休保障研究報告」的立場。

團體倡「施政」助復興港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近年本港冒起
「墟市文化」，不少本地生產者及工藝師透過擺
攤檔出售自製產品。有團體訪問258名本地生產
者及本地消費者，結果發現88.5%受訪者認為本
地生產困難之處在於缺乏銷售場或租金昂貴，另
有81.3%受訪者認為政府不鼓勵本地生產。團體
建議當局在即將發表的施政報告內加入有關恢復
本地生產發展的政策，並為基層家庭及青年創新
「向上流」的機會。
多個關注低收入及本地生產團體，於去年12月
21日在「自家祭墟市」訪問258人，發現香港從
事本地生產的主要屬年齡介乎18歲至37歲的年輕
人群。天水圍社區發展陣線代表江健成表示，本
地生產現時較個人化、零散化，較少集體而密集
的生產。

96.4%消費者挺本地薑
調查發現，96.4%受訪本地消費者支持或非常

支持本地生產者及其產品，他們主要考慮產品的
質素、生產者背後的理念及價格高低等。不過，
81.3%本地消費者及本地生產者認為當局並無鼓
勵本地生產；84%受訪者則希望當局提供相關的
租金津貼、豁免、提供銷售地及生產場地等。
江健成建議當局積極推動本地生產發展，並參

考早前農業政策的諮詢文件，發表「新工藝政
策︰本港生產的可持續發展」公眾諮詢文件，確
立政策發展。他又希望當局可開放各種已有閒置
土地資源，例如閒置街市及被殺校的校舍，以及
在規劃的過程中預留土地或建築空間作本地生產
用途。

■團體建議政府應預留土地或建築空間作本地生
產用途。 葉佩妍 攝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昨日前往韶
關市的沙溪中心小學、烏石學校和犁市鎮中心
小學，探望在這三間學校服務的「香港青年服
務團」計劃團員，參觀課堂教學及到訪團員宿
舍，後又在烏石學校與團員午膳，了解各人的
服務及生活情況。馮太表示，團員須在當地貧
困地區服務一個學期或整個學年，生活相對刻
苦，她希望各人可藉此增進教學及籌辦活動的
經驗，領略當地生活的寶貴經驗，了解當地獨
特的風土人情和祖國的發展，及擴闊視野和閱
歷。 文：高鈺

建造業欠薪5,000萬 工聯倡「標準聘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踏入基建高峰期，建

築工人薪金連年提升，但原來風光背後，不少工人卻遭
無良僱主拖糧。工聯會建造業總工會昨日表示，去年接
獲202宗欠薪求助個案，涉及逾5,000萬元薪金，反映
建築業工人遭拖糧的問題嚴重。工會理事長周聯僑促請
政府立法規定僱主採用「標準僱傭合約」，列明工人每
天基本工資與「件工」計算方式，保障工人權益。

建造業總工會去年接202宗求助
早前有32名搭棚工人被拖欠共約70萬元薪金兩個
月，屢次追討不果後發起工業行動抗議，始獲發放部分
欠薪，惟至今仍有約22萬元薪金未追回。周聯僑昨日
表示，去年接獲202宗欠薪求助個案，當中57%在工會
與勞工處協助下，合共1,453名工人成功討回逾2,800萬
元薪金，但至今仍有約2,100萬元欠薪未能追回。

周聯僑：「大細糧」口頭約難追薪
周聯僑表示，行內工人遭拖糧的問題常見，該5,000

萬元欠薪未能反映問題的全部，因不少工人會透過工會
以外渠道追討欠薪，或因怕麻煩而放棄追討。礙於行內

多以「大細糧」及口頭合
約等形式計算工資，工人
本身或亦會因「貪方便」
而不記錄出入閘時間，加
上分判太多的問題，令工
人不幸遭遇欠薪時難以追
討，「追到70%已經叫好
好！」他透露，個人亦曾
遭拖糧長達兩年。
現時政府規定服務合約

承辦商必須與僱員訂定
「標準僱傭合約」，但有
關條例則不適用於私人工
程。周聯僑促請政府立法
規定僱主亦必須採用「標
準僱傭合約」，列明工人每天基本工資與「件工」計算
方式，杜絕「大細糧」及口頭合約等情況，保障工人權
益。他又希望所有工務工程嚴格落實執行「保障工人獲
發資措施指引」，同時推廣至私營地盤工程。
周聯僑提醒前線工人必須「用多點辦法保障自己」，

包括緊記出入工地前「打指紋」留下記錄、擁有僱主的
基本資料如電話及住址、在工地「自拍」證明曾經在場
內工作。如僱主以現金出糧，周聯僑叮囑工人必須先把
現金存入銀行戶口，以記錄收款的時間及金額，並要求
僱主簽發糧單作實。

■工聯會建造業總工會促請政府立法規定僱主採用「標準僱傭合約」。 陳敏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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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工
務小組委員會昨日討論蓮塘與香園圍口
岸基建工程，項目原先已獲財委會批出
逾162億元工程費用，但發展局指基於工
程費用急升等原因，要向立法會申請追
加87億元撥款，令整項工程費用增至近
250億元。不過，撥款申請卻遭否決，惟
政府仍可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韓志強：關口10年人流已達最高容量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韓志強表示，
新口岸工程有實際需要，因為在過去
10年過關人流增加80%，個別關口在
部分日子人流已達到設計時的最高容
量。當局預計，若相關工地平整及基礎
建設的撥款申請獲批，2030年每日會有
1.7萬架次車輛使用新口岸，當局已在
附近一帶作詳細交通評估，並作適當配
合。然而，議案最終在15票贊成、20
票反對下遭否決。雖然撥款在工務小組
被否決，但當局仍可向財委會申請撥
款。

欣澳填海勘測申款否決
另外，小組昨日亦在16票贊成、19票
反對下，否決涉及約1億元的欣澳填海規
劃研究及相關工地勘測工程的撥款申
請。當局表示，填海是增加土地重要的
方法，希望議員盡快通過撥款。不過，
涉及約8.4億元的西九龍填海發展的道路
改善工程撥款則在21票贊成、3票反對下
獲通過。工聯會王國興認為，該項目可
以改善區內道路擠塞問題，並應付西九
龍填海發展需要。

古諮會倡保育基金不買歷史建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古諮會去年12月完成

歷史建築保育政策的檢討，並於昨日公布報告，建議成
立歷史建築保育基金，資助推動宣傳教育及學術研究
等，但認為不應花公帑購入歷史建築。至於保育基金的
金額及注資形式等細節，則由政府研究。古諮會主席林
筱魯昨日表示，曾探討應否以公帑購入或強制徵收私人
擁有的歷史建築，但社會對此未有共識，因此不宜實
行。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對報告表示歡迎，稱會積極考慮
並跟進古諮會的建議。
古諮會提交的檢討報告，建議當局應成立一個專為保

育歷史建築而設的基金，用以資助公眾教育、宣傳活動
與學術研究，以及公眾參與和諮詢項目，並把當局現時
有關保育歷史建築的部分措施與工作，納入資助範疇。
就個別保育項目及社區層面的議題，當局應與區議會及
其他非政府組織等夥伴合作，方便公眾參與並提出意
見。

倡增誘因供私戶放寬地積比
報告亦建議當局應整合並提升誘因及便利措施，包括

透過更有系統的機制，向私人業主提供放寬地積比率、
換地等經濟誘因，並按照歷史建築的規模、樓宇狀況及
文物價值而訂定，以及廣作宣傳；透過作業備考和指
引，推動擁有歷史建築的業主採用「效能為本」的替代
方案進行活化工程等鼓勵私人業主保留、活化再用和適
時保養其歷史建築。
至於向公眾開放歷史建築的要求，古諮會認為如私人

業主提出私隱或結構穩定等充分理據，當局應彈性處
理，或以其他形式向公眾展示建築物。當局亦可在未來

的日子研究應否設立法定評級制度，保護已評級歷史建
築，並兼顧私有產權。
長遠而言，古諮會建議當局應先選定具有獨特文物價

值的建築群，探討按「點」、「線」、「面」的理念保
育及保護的可行性。中期措施方面，當局應為具文物價
值的建築群進行專題調查或測繪，如有需要可擬定適當
的保育策略和保護措施，並作日後規劃之用。
對於報告指，不應強制規定歷史建築必須向公眾開

放，作為用公帑資助維修保養的先決條件。林筱魯表
示，如果業主不同意開放建築物，大眾需思考若政府不
提供資助，業主會否因此不作維修保養、甚至自行重
建，最終只會得不償失。
陳茂波表示，當局十分感謝古諮會過去兩年來的努

力，稍後會仔細研究並落實古諮會提出的建議。他指
出，由於部分建議涉及不同部門，發展局會統籌有關部
門的意見，並會在適當時候作出回應。

焚化爐撥款通過 反對派拉布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反對派議員拉布下，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終在昨日以40票贊成，17票反對下
通過興建石鼓洲焚化爐的192億元撥款申請，「三堆一
爐」撥款申請歷時多次會議後終全數獲得通過。環境局
局長黃錦星會後感謝議員的支持，但批評拉布影響眾多
民生議題，連環保團體及回收業界引頸以待的回收基金
撥款，都因此而遙遙無期，呼籲議員停止拉布，讓項目
盡早獲得通過。

長毛提63項垃圾動議遭否決
議案表決前，累積約63項由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
雄提出的動議需要處理，議員要逐項表決，動議包括要
求政府提交報告及解釋，油漆、發泡膠、尼龍、雪櫃等
能否放入焚化爐，及會釋放甚麼物質等，建制派議員批
評梁國雄提出序列式的動議，浪費時間。最終就興建焚
化爐撥款申請提出的238項動議，全數被否決，原議案
在40票贊成、17票反對下獲得通過。
財委會主席張宇人宣布點票結果後，工黨何秀蘭指投
票機出現故障，令她投的反對票誤計為贊成票，要求更
改表決結果。張宇人詢問秘書後表示，點票結果經宣布
後就不能改動，只能在會議紀錄作出更改。不過，即使
她的一票獲更正，亦無損結果。

黃錦星感謝議員支持 促通過民生項目

黃錦星會後感謝一眾議員理解及支持廢物相關的基建
設施，當局會加緊相關的招標及推展程序，望能緩解香
港末端廢物處理設施短缺的狀態。他又批評，「拉布」
不單影響各政策局的眾多民生議題，亦影響環保政策，
包括連環保團體及回收業界引頸以待的回收基金撥款，
呼籲社會關注，亦希望議員們停止「拉布」行為，令所
有環境相關以至其他民生項目可盡早通過。
環境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會就焚化爐項目招標，計劃
2017年年中展開工程，期望可在2022年至2023年度投
入服務，預計每日可處理3,000公噸垃圾。立法會已先
後在上個月通過「三堆一爐」撥款其他項目，包括擴建
將軍澳及打鼓嶺堆填區，以及擴建屯門堆填區的前期研
究撥款申請。

常秘探韶關港青團

■古諮會昨日公布成立歷史建築保育基金，但認為不
應花公帑購入歷史建築。 曾慶威 攝

■財委會主
席張宇人經
點票後，昨
日通過興建
石鼓洲焚化
爐的192億
元 撥 款 申
請。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