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鄺 民 ■版面設計：耐 克 2015年6月24日（星期三）

批反對派預算案連拉3年 阻施政害港

特首籲立會配合 谷經濟民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屆特區政府努力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具體成果可從最新公布的《施政匯報》中看到。立法會各主
要黨派議員均認為，特區政府過去一年在房屋、扶貧工作等方面都
取得成果，可惜政治爭拗以至反對派議員拉布等拖慢了各項惠民措
施的落實。他們希望特區政府能加強和香港社會的溝通和合作，團
結一致，集中精力推動香港向前發展。

陳克勤：合力把握「一帶一路」機遇
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昨日表示，特首梁振英公布的第三份《施政匯

報》，反映了特首正逐步落實其競選政綱的承諾，並取得不錯的成績。
可惜的是，受到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拉布的影響，令到很多措施，包括
基建工程、改善民生的措施，甚至一次性的紓緩性惠民都受到阻延而無
法如期落實。
他特別關注到在房屋供應的問題，尤其是在覓地時，經常得不到地

區人士的支持，希望特區政府加強和地區人士的溝通，消除他們的疑
慮。在長遠發展方面，他希望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合力把握國家「一
帶一路」戰略所帶來的機遇，發揮香港金融、財務等優勢，推進香港
向前發展。

王國興：需做更多 減貧富懸殊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表示，自制定貧窮線後，特區政府在扶貧方面有所

作為，香港近年的失業率也出現下跌的趨勢，社會環境在整體上有改
善，但要徹底扭轉貧富懸殊的問題，特區政府需要做更多工作。
他在談到房屋問題時說，私樓落成量有所增加，可略為紓緩市場的需

求，要看能否有「大起色」，就要看5年之後，又希望反對派不要再搞破
壞，盲目拉布。
立法會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謝偉銓表示，特區政府很努力不

斷尋找適當的建屋土地，成功紓緩了房屋問題，但仍須繼續努力。同
時，受到反對派拉布的拖累，很多基建工程都無法如期上馬，浪費很多
時間，工程費用也因而大幅度提高。
他指出，特首普選決議案已被否決，政爭爭拗應暫告一段落，希望大

家團結一致，對抗拉布，將有關的影響減至最低，並積極應對經濟及民
生上的問題，追回已落後了的步伐。

姚思榮盼溫和派重歸正軌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指出，《施政匯報》反映了特區政府為解決

房屋及貧窮等問題所作出的努力，包括在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及香港
的整體競爭力等方面皆漸見成績。
他續說，他明白身為立法會議員，監督行政機關是理所當然的，但就

不應採取不合作態度，凡事「拖政府後腿」，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拉布
的代價，就是令基建工程的費用急升，浪費納稅人的金錢。他希望溫和
反對派議員不要再與這些拉布的議員為伍，讓議會重歸正軌。
立法會工程界議員盧偉國認為，《施政匯報》反映特首很多施政綱領

已逐步得到落實，但仍需要繼續努力。不過，他希望香港市民明白，特
區政府發展基建，可以改善市民的生活環境，及提供很多就業的機會，
倘工務工程受拖累，將會帶來很深遠的影響，希望大家理性、務實及持
平地去思考問題，為香港未來作出正確的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發展經濟
是特區政府三大重要工作之一。特首梁振英
在《施政匯報》中指出，過去一年，為了擴
大經濟基礎，深化金融經貿合作，特區政府
已推出多項重大經濟措施，包括啟動「滬港
通」、推動「深港通」、落實兩地進行基金
互認、決定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等。他昨日
進一步指出，香港過去一年達致全民就業、
經濟溫和增長、通脹受控、政府財政略有盈
餘四個主要目標，有利特區政府和整體社會
持續改善民生的問題。
梁振英昨表示，特區政府過去一年做了很
多發展經濟方面的工作，無論是金融或其他
方面，香港都有比較好的進展，包括去年
11月成功爭取「滬港通」開通、兩地基金
互認等，並期望可在今年內落實「深港
通」。

全民就業 經濟穩增 通脹低
他指出，「經濟發展是十分重要的。過去

一年，香港全民就業，經濟有溫和增長，通
脹受到限制，政府財政略有盈餘。任何一個
地方，其經濟發展這四個主要目標，特區政
府在過去一年都做到，使特區政府及整個社
會有比較好的能力，持續改善民生問題。」
在《施政匯報》內經濟章中，總結了香港

整體經濟過去一年取得的成果：2015年第
一季，本地生產總值（GDP）按年實質增
長2.1%；全民就業，失業率處於3.2%的低
水平；2015年首五個月，基本消費物價通
脹緩和至2.6%。
在金融發展方面，《施政匯報》強調，金

融業發展潛力深厚，只要香港繼續善用背靠
祖國的「一國」，和擁有不同於內地法律和
經濟制度的「兩制」的雙重優勢，並充分發
揮內地與國外之間「超級連繫人」的獨特角
色，定可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國家的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

提升閩港合作 把握大基建機遇
《施政匯報》續指出，去年11月，「滬
港通」正式啟動，為兩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
開展歷史性里程碑。目前更已與中央有關部
委商討啟動「深港通」和優化「滬港通」的
安排，向兩地資本市場全面互聯互通邁進。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與中國證券
監督管理委員會，亦於上月就內地與香港基
金互認安排，簽署了監管合作備忘錄，並於
下月1日實施，這是內地與內地以外市場之
間的首項基金互認安排，也是繼「滬港通」
後金融市場發展的另一突破，拓闊了跨境投
資渠道。

在兩地經貿融合方面，特區政府加強
CEPA框架作用，廣東省落實基本實現服務
貿易自由化；又成立「閩港合作會議」，提
升閩港交流和合作層次，並在遼寧、山東和
內地中部加設籌備聯絡處，促進兩地發展，
並協助港企把握內地發展機遇。
此外，香港繼續與包括東盟、智利、沙特

阿拉伯和加拿大等地，落實和推進多項投資
貿易協定，加強與新興市場的經貿合作，促
進投資流動，以帶動本地經濟。
在本地經濟措施方面，《施政匯報》重

申，期望創新及科技局能夠盡快成立，
以促進相關界別及整體經濟的發展。特
區政府並會把握港珠澳大橋、機場三跑
等香港大型基建落成的機遇，乘勢推動
周邊經濟的發展。

青年資助加碼 北上交流實習

議員
梁振英在《施政匯報》引言中提到：

「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工作告一
段落後，特區政府會集中處理經濟及民生事
項，繼續增加房屋供應、加強扶貧助弱，為香
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建立更穩固的基礎。」

力拓經濟民生 冀社會續督促
梁振英昨在出席行政會議前也向傳媒強
調，特區政府會專注做好發展經濟和改善民
生的工作，「特區政府有兩個希望：一、希
望社會繼續督促和提點我們的工作；二、希
望立法會能夠積極配合特區政府在這兩方面
的工作。」
特區政府過去花了約兩年時間，籌備
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施政匯報》有
關《政制發展及地區行政》部分，總結特區
政府過去1年有關推動政制發展的工作，提
到去年7月梁振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
告，就是否修改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
立法會產生辦法，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
決定，啟動「政改五步曲」，並就行政長官
普選辦法展開第二輪公眾諮詢，及向立法會

提出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議
案。但議案被否決，2017年的第五
任行政長官將沿用2012年第四任行
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市民厭議員不合作運動
在行政和立法關係方面，《施政匯報》亦
特別指出，香港基本法賦予行政機關和立法
機關不同權力和責任，然而，「有部分議員
連續3年就《撥款條例草案》拉布，浪費議
會時間和影響政府運作，令香港蒙受損失。
市民亦普遍對部分議員在財務委員會的不合
作運動感到討厭。」

27工程遭延誤 造價漲25億
《施政匯報》續指出，「《2015年撥款

條例草案》延至5月底獲立法會通過。為了
盡量維持核心公共服務，政府在5月中採取
應變措施，調撥僅餘的臨時撥款，並押後向
醫院管理局、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及大
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高等教育院校發放
6月份的撥款。工務工程方面，由於財務委

員會審議進度緩慢，上一立法年度積
壓的27個項目，平均被延誤超過6個
月，工程造價亦因建造價格上升而上
升了25億元。」
《施政匯報》強調，特區政府期望與

立法會為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共同打
拚，並已主動作出努力，率先在本月19日宣
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11個經濟民生項
目，其後再申請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擬區議員加薪15% 擴藝術文化
在地區行政方面，《施政匯報》提到，已
建議由下屆區議會任期起，實質增加區議員
的酬金15%，並為每名區議員增設每屆任期
1萬元的外訪開支撥款，有待立法會財委會
審議。另外，亦安排 2015/2016 年度至
2019/2020年度，以專款專項形式，每年額
外向區議會的社區參與計劃撥款2,080萬
元，進一步加強在地區推廣藝術文化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區政
府重視青少年教育和發展，《施政匯
報》總結了當局關於學制檢討的工作，
及各項支援青年發展計劃的成效，包括
增撥資源予「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
劃」，鼓勵學校籌辦校本的內地交流活
動，讓學生在中、小學階段最少各一次
到內地交流，和增加「青年內地實習資
助計劃」的實習機會。
為了加強青少年發展，《施政匯報》
中指出，特區政府已決定增撥資源，鼓勵
學校籌辦校本的內地交流活動，讓學生在
中、小學階段最少各一次到內地交流。包
括在2015至2016年度，提供3,090萬元
予「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資助約

15,700青年人，較去年增加43%。

資助逾8萬師生 了解多元出路
同時，當局將會提供5,400萬元經費予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讓約3,000
名青年到內地工作實習，較去年增加約1
倍。在今年《施政報告》中，亦已宣布成
立3億元的「青年發展基金」，當局正諮
詢青年事務委員會，制訂基金的運作細
節，預計於2015/2016立法年度向財務委
員會申請撥款。
《施政匯報》並提到，「青年生涯規

劃活動資助計劃」已於去年9月推出，當
局撥款超過2,560萬元，資助18個非政府
機構與中學合作舉辦活動，提升學生、家

長和老師對生涯規劃及多元出路的了解和
認知。大部分活動已展開，預計有超過
230間中學的8萬多名學生、老師和家長
受惠。

1000公校分階段建無線網絡
《施政匯報》又指，免費幼稚園教育

委員會已如期在今年5月向特區政府提交
報告，特區政府會詳細審視委員會的建
議，制定具體措施，以提升幼稚園教育的
質素。同時，當局將於今年7月公布新學
制中期檢討的整體建議，持續提升教師和
學校領導人員的專業能力。由2015/2016
學年起，當局將分階段為全港1,000所公
營學校校園建立無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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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曾梁
振英在昨日最新公布的《施政匯報》中提
出，有需要「優化人口 創建未來」，羅
列出香港應對人口老化挑戰的措施，包括
透過吸引海外人才、提高新入職公務員退
休年齡及支援本地培訓工人等，補助香港
勞動力。
《施政匯報》指出，香港到2041年，
每3個香港人便有1個是65歲或以上，勞
動人口預期會由2018年開始下降。撫養
比率會急速惡化，每1,000名適齡工作人
士供養的幼童和長者，將由2014年的371
名，增至2041年的712名。

新入職公僕延遲退休
特區政府去年接受人口政策督導委員

會建議，推行增強香港競爭力的措施。
包括推出試驗計劃，便利已移居海外的

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第二代回港，
及實施其他優化措施，吸引人才來港；
提高新入職公務員退休年齡，文職職系
為65歲，紀律部隊職系（不論職級）則
為60歲，並就延長現職公務員服務年期
的有關措施制定執行細節。同時參照外
國經驗，開展研究制訂人才清單的可行
性。
另外，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通過向建

造業議會提供1億元，支援議會在先導計
劃下推出新措施，培訓半熟練技術工人成
為熟練技術工人，配合業界需求。勞工處
亦正籌備設立「建造業招聘中心」，加強
協助本地建造業工人就業及業內僱主招聘
本地工人，預計明年初啟用。此外，標準
工時委員會正凝聚社會共識，釐定合適可
行的工時政策方案，委員會計劃於明年第
一季向特區政府提交報告。

吸外才支援培訓 迎老化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反對派立

法會議員過去多次拉布，窒礙特區政府施政。特

首梁振英在《施政匯報》中特別指出，部分議員

連續3年就財政預算案拉布，浪費議會時間和影響

政府運作，令香港蒙受損失，市民也普遍討厭這些議員

的不合作運動。特區政府已就此作出主動努力，包括率先向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提交11個經濟民生項目，其後再申請成立創新及科技

局，以貫徹民生優先的原則。梁振英昨日再次呼籲立法會積極配

合，讓特區政府專注做好經濟民生工作。

《施政匯報》

推動「深港通」三跑 續改善民生

■政府已推出多項重大經濟措施，其中包
括決定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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