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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促莫一刀切加民生收費
對重提擴闊稅基有保留 倡「能者多付」徵累進稅

「派糖」與民共富貴 政界大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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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民生收費民生收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特區政府部門按「收回

成本」和「用者自付」的原則，檢討民生收費，及

適時審視擴闊稅基的可行性，保障特區收入。在昨

日立法會財委會上，多名議員對措施有保留，認為

在「收回成本」和「用者自付」原則外，也有不同

考慮，包括鼓勵性項目及長者優惠等，並建議當局

開徵累進性質稅項，達致「能者多付」。

提升警力 添置水炮車裝甲車 亂批教育投放少 教協不熟書挨轟

居屋補地價貸款無助長炒樓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新年度財政預算案
前日公布，2015/16年度的教育經常開支將首次突破700
億至714億元，較2014/2015年度修訂預算增加7%。不
過，教協卻依然批評教育投放只佔本地生產總值
（GDP）的3.4%，甚至比不上發展中的地區。教育局昨
日回應有關說法時表示，教育的投入繼續是各政策範疇
之冠，並不點名批評教協「不熟書」，並呼籲教協「不
要糾纏於數字遊戲」，「一起為香港教育做實事、作貢
獻。」
教協日前引用不少數據去批評政府不重視教育，教

育局昨日回應時強調，特區政府十分重視教育，在
2015/16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教育總開支高達793億
元，當中教育經常開支更達714億元，繼續是各政策
範疇之冠。

教局：港與外地開支難直接比較
就教協將香港與外地的教育開支佔GDP的比率作直接

比較，以「證明」香港的教育投放連發展中地區也不

如，教育局強調，「要留意的是，經合組織國家在計算
教育總投放額時，不單只針對政府開支，也包括非政府
資源，例如大專院校所收的捐款及學生學費等。而我們
只計算政府的開支，兩者不可作直接比較。」教育局並
踢爆教協「不熟書」。
教育局又引用最新公布的數字，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OECD）國家及地區投放在教育的公共開支，平均
只佔整體國家公共開支的13%，遠低於香港的比率，且
在過去數年亦出現下降的趨勢。相比之下，教育局指，
香港在中學生人數下降的情況之下，教育開支不但沒有
「萎縮」，且仍有穩步的實質增長，「足見特區政府對
教育堅定不移的承擔」。
就教協質疑「預算案竟然沒有任何一項新增的（教

育）措施」，教育局強調，教育發展的重點不在於單一
年度新措施數目的多寡，而是能否承先啟後，按部就
班推進各教育項目的長遠發展，「希望（教協）不要
糾纏於數字遊戲，可以一起為香港教育做實事、作貢
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警方為提升應對大
型公眾活動能力，計劃斥資逾1.36億元添置機器及
車輛。據悉，警方將添置3架合共2,700萬元的水炮
車，以及3架合共近1,400萬元的特警隊裝甲車，以
控制群眾活動新選擇。同時，警隊將增加603個非
首長級職位，當中340名機動部隊專門負責防罪及
處理公眾活動。

增加340名機動部隊成員
「佔中」破壞社會安寧與秩序，警方為進一步打
擊非法活動及維持治安，在新財政年度獲撥逾168
億元預算，其中逾1.36億元用作添置機器、車輛及
設備，按年大增逾5倍，亦預算了逾1.2億元添置特
別用途車輛，按年增加86%。據悉，當中包括3架
合共2,700萬元的水炮車，作為控制群眾活動的一
項新選擇，以及3架合共近1,400萬元的特警隊特別
用途無標誌裝甲車，用以應付反恐及嚴重暴力罪案
工作。

另外，據悉警方考慮到大型公眾活動有上升趨
勢，為增加人手，編制上限會由2015年3月31日預
算的33,325個非首長級職位，增至2016年3月31日
的33,928個，首長級職位亦同時設73個。在整體
603個增加編制中，包括增加兩隊合共340人的機動
部隊，專門負責防止罪案及處理大型公眾活動。因
此，連同新增的機動部隊人員，將有402個職位列
入行動單位工作方面，以加強行動能力及填補職位
空缺。
此外，警方因應「佔中」期間警員超時工作，
2014/15財政年度警務處的津貼開支，由原來預算
2.1億增至5.2億元，增幅近1.5倍，當中約兩億元用
作警隊超時補水。
另於2015/16年度內，警方有關「維持社會治
安」、「防止及偵破罪案」、「行動單位的工作」
及「道路安全」4項工作綱領中，首3項預算分別按
年增加0.4%、1.5%及9.1%以回應社會需求，另一
項則維持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區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慷慨「派糖」340億元
利民紓困，惠澤香港社會各階層。多個黨派昨日均
讚措施利民紓困，既「派糖」又能關心中產，與民

分享財富。曾俊華強調，預算案總開支高達4,400多
億元，相對97年翻多一番，盼能提高各階層市民的
生活水平，又重申推出一次性紓困措施，未必能滿
足所有人訴求，但顯示了特區政府對民生的承擔。
曾俊華日前發表了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後，於昨晨

出席了電台聯播「財政司司長熱線」節目，其後到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回應議員提問。在財委會
上，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讚揚，新年度
預算案在關心中產的同時又「派糖」，與民分享財
富的理念備受認同。

林健鋒：「邊賣熱狗邊聽民意」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讚揚，新年度預算案是曾俊
華任內最出色的一份。他歡迎特區政府協助中小企
營商，特別受「佔中」影響的企業，又資助創業
者，為市民帶來好多歡樂，「我已經與張華峰議員

商討認購美食車牌照，邊賣熱狗邊聽民意。我畀預
算案86分。」
經民聯副主席張華峰則大讚，今份預算案兼顧

長、中、短期發展，照顧各階層利益，「這是一份
皆大歡喜的預算案。」
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歡迎特區政府支持街頭經
濟，「香港需要多元經濟，特別是良好的就業環
境，工聯會對美食車措施表示歡迎，但司長應親自
統領計劃，以免一事無成。」
金融界議員吳亮星形容，這是一份穩健並具前瞻

性的財政預算案，「穩健之處是就算收益較多，也
不是馬上花去所有，特別是收益結構集中於地產方
面。」就土地基金轉為未來基金，他表示，自己原
則上支持，「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2003年已修訂了
土地基金的相關條款，而若未來基金可以為將來作
為準備，那就是具備前瞻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新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研究引
入外地流行的美食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預算案電台聯
播節目中坦言，要引入美食快餐車需要面對不少限制，他已要
求各部門盡快研究衛生及交通等問題，並希望將來的美食車可
以帶出本港特色。
曾自爆喜歡看電影的曾俊華，昨日在電台節目上提到自己最
近看過一齣美國電影《Chef》，內容相當有趣，令他想起讀大
學時門口也有一輛麵包車，自己光顧多年，食物「便宜、好
食、飽肚」，故提出美食車的建議，圖希望本港的快餐車能具
創意及香港特色。

笑言平時多食素
有市民要求美食車可以在新發展的商業區或部分住宅區營
業，服務當局居民。曾俊華表示，會研究各種建議，但承認要
引入美食快餐車需要面對不少限制，他已要求各部門盡快研究
衛生及交通等問題。被問到有否吃街頭小食如雞蛋仔及牛雜，
他笑言平時較多食素，但希望將來的美食車可以帶出本港特
色。
有意經營美食車的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指，相信開設一
輛美食車的投資額在50萬元以上，但仍然比經營一間店舖為
低，加上所需人手較少，有利投資者營運。他估計營運的技術
問題不難解決，希望特區政府多與業界溝通，研究適合經營的
地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不少經濟學家關
注，香港實施聯繫匯率制度逾30年，在面對全球經
濟變化下會令本港失去貨幣政策自主性。曾以「定
海神針」形容該制度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重
申，特區政府現階段無需要也無意圖改變聯繫匯
率。
曾俊華昨日出席預算案電台熱線節目時表示，香

港是細小經濟體，不可能有自己的匯率政策，一定
要跟大型貨幣掛鈎，而聯匯制度自1983年實施以來
相當成功，經過很多不同經濟波動時期，故現階段
無需要亦無意圖改變聯繫匯率。被問及人民幣自由
兌換後，特區政府會否將港元與人民幣掛鈎時，曾
俊華說，他不會排除任何可能性。

在昨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上，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指出，預算
案提到檢討民生收費，當中涉及具體操作問題，包括長者

收入的考慮、鼓勵家庭參與項目等，期望特區政府不要「一刀
切」。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也坦言對開徵銷售稅有
保留，認為穩定收入亦無需收回服務成本，期望政府三思。

王國興：可考慮富豪稅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形容，自特區政府重提擴闊稅基後，不少
基層市民擔心政府會開徵有累退性質的銷售稅，建議當局考慮
開徵累進性質稅項，包括富豪稅等，符合「能者多付」原則。
曾俊華在回應時表示，現時香港整個稅制的累進性非常高，
比如利得稅中最高稅項的5%，已經繳交了80%的稅款。他又
指，薪俸稅中最高稅項的5%，已繳交六成稅款，政府會繼續研
究如何擴闊稅基，「現時稅基是窄的，保障長期收入是政府最
大的關注點。」
在此前接受電台訪問時，曾俊華也解釋，根據長遠財政計劃
小組的報告，政府未來數年會有盈餘，但十年後會出現結構性
赤字，故現在必須保障收入，控制開支，並要適時作出儲蓄，
讓困難時有資源協助解困。
多名基層聽眾稱，預算案沒有關顧「N無人士」，又希望特

區政府能繼續提供電費補貼、增加父母免稅額及寬免差餉一年
等。曾俊華解釋，特區政府過往已提供過電費補貼及父母免稅
額，今次只是將資源分配到其他項目。而今年財政預算案將子
女免稅額調高至10萬元，是因為社會上有訴求指養育子女的負
擔沉重，雖然會令政府收入減少，但仍然可以承受。

財爺：關心政策延續性
有聽眾則關注特區政府何以不將多年用作紓困措施的開支組
成「種子基金」，來推動「全民退保」。曾俊華表示，特區政
府在今年下半年會全面諮詢退休保障問題，他個人較關心是政
策延續性及長遠財政影響。
他強調，自己未有特別計算有多少「讚許」，會留意不同意

見以求進步，但是次預算案總開支已高達4,400多億元，相對
1997年已翻多一番，而下年度特區政府的恒常開支增長一成
一，希望能提高各階層市民的生活水平，顯示了特區政府對民
生的承擔。今次的措施雖未必能滿足所有人的訴求，但仍是一
個平衡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新年度財政預算
案提出研究推出新的補價貸款擔保計劃，讓居屋業
主補價後可自由出租，有市民擔心租金上升及引致
炒風。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強調，新計劃並非優
惠，做法與銀行貸款相若，希望給予業主多一個選
擇，又強調政府會密切留意樓市平穩發展，努力建
樓，紓緩需要。
曾俊華昨日出席電台熱線節目時，多名聽眾關注

預算案提出的居屋補地價貸款擔保計劃，認為對居
屋業主是三重福利，將資源撥予既得利益者。曾俊
華解釋，計劃是希望給予居屋業主多一個選擇，不
是優惠或慈善項目。他亦不認同由按揭證券公司向
居屋綠表業主提供補地價貸款，會助長樓市炒風，

強調貸款是以市場息率計算，沒有補貼。
有聽眾關注預算案中未有再推出遏抑樓市措施，

或推出措施協助年青人置業。曾俊華表示，要推辣
招是好難，特區政府會留意市況，如有需要也要
做，但調節樓價始終要依靠增加供應，而年輕人若
要置業，亦必須考慮負擔能力。至於可否考慮租樓
有稅項寬減，他說，這個問題並不簡單，擔心相關
措施反而會令租金加快上升。
另外，有聽眾質疑寬免差餉會有利擁有多項物業

的人，曾俊華認為，不少香港市民的物業都用作自
住，差餉寬免是希望減輕市民負擔。他又指，選
擇不同措施是希望有針對性及對經濟有提振作
用。

財爺冀美食車「有港味」

聯繫匯率現階段無需改變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了新年度財政
預算案，社會各階層市民普遍反應正
面，但激進反對派就聲言在有關的撥款
條例提交立法會審議時拉布。有反對派

中人昨日向本報記者透露，激進反對派圖以拉布來「政
治綁架」，或會累反對派在連續兩年的選舉年中失票。
為「左右逢源」，非激進的反對派議員初步傾向「置身
事外」，但也不會反對拉布，以便一旦有強烈民意支持
拉布時可以「急轉軚」。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等激進反對派在曾俊華宣
讀財政預算案後，已高調宣布將在立法會拉布。民建聯
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昨日指出，拉布造成的惡果，
全港市民都已經看得一清二楚，「大家應該想一想，是
否繼續容許這類議員留在議會內。」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也指，議員的職責是要為市民謀
求福祉，而非與民為敵。新年度預算案惠及各階層，
「但現在只是聽得到的快樂」，希望立法會盡快通過有
關的撥款條例，將之變為「實質的快樂」，「做實事，
不是做騷。」

長毛建議未獲同道共識
事實上，其他反對派中人雖不斷稱預算案「糖不夠

大、不夠甜」，但就未有積極回應拉布的建議。有反對
派中人昨日踢爆，「長毛」的拉布建議，就連激進反對
派陣營也未有共識。他說，「『人民力量』的大嚿（陳
偉業）不在香港，高叫拉布的慢咇（陳志全）其實話唔
到事，但他初步也認為長毛的拉布理據又弱、又舊，難
以激起市民的共鳴。」就連激進反對派對此也無共識，
其他反對派中人的態度就更有保留。

該反對派中人解釋，「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派糖措
施，很多都惠及中產階層，而中產階層是非激進反對派
力爭的票倉，一旦拉布得罪了中產，就會直接影響選舉
結果。」同時，一旦拉布到6月底，就會直接影響特區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政改方案的時間，造成連鎖反應，後
果實難以估計，「反對派本身其實也不願拖下去，都希
望能夠盡快解決政改的問題。」 ■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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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星形容財政預算
案穩健並具前瞻性。

資料圖片

■張華峰大讚預算案兼顧
長中短期發展，照顧各階
層利益。 資料圖片

■王國興建議當局考慮開徵累
進性質稅項，包括富豪稅等，
符合「能者多付」原則。

劉國權 攝

■譚耀宗（右）期望政府對於檢討民生收費不要「一刀
切」。葉國謙（左）坦言對開徵銷售稅有保留，認為穩定收
入亦無需收回服務成本。 劉國權 攝

■曾俊華（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根據長遠財政計劃小組的報告，政府未來數年會有盈
餘，但十年後會出現結構性赤字。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