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期望政府為香港駐內
地辦事處增撥資源、
鼓勵創新科技發展、
加強轉化科研成果

■ 期望就強積金「對
沖」機制展開公眾諮
詢時，仔細聆聽商界
特別是中小企的關注

■ 期望下月發表的財政
預算案提出更多支援
進出口業界及中小企
的措施

製表：子京

五大商會指發展藍圖周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行

政長官梁振英昨日發表任內最後一
份施政報告，香港五大商會昨日認
為，施政報告內容充實全面，為香
港制定縝密周全的發展藍圖，在房

屋及土地、醫療、教育與青年發
展、扶貧安老、環保等市民普遍關
注範疇制定一系列翔實措施，以及
對香港參與「一帶一路」發展、參
與國家「十三五」規劃、推動創新

科技發展、推動「再工業化」、檢
討土地用途等社會關注議題，作出
短、中、長期規劃，體現現屆政府
「為民所想、積極有為」、「穩中
求變，適度有為」的施政理念。

五大商會意見摘要與期望

■ 期待香港盡快成為「亞投行」一分
子，幫助香港金融和相關專業服務進
一步參與「一帶一路」發展

■ 期望香港早日與東盟自由貿易達成協
定，為港企迎來更廣泛商機，更有效
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作用

香港總商會
■ 樂見政府計劃着力發展金融科技及智

慧城市科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讓科技發展向前邁進一大步

■香港需要提供設施及支援，以抓緊「一
帶一路」機遇，以及擴展本港有限的會
議展覽設施

■ 香港要發展創新及科技，必須
進一步強化「官產學研」合作

■ 支持政府全力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以「民心互通」為
切入點，利用香港高度國際化
優勢，搭建教育、文化及青年
交流平台

香港工業總會
■ 再工業化」有潛力成為香港新

的經濟增長點

■ 期望政府繼續推出務實政策和
措施，增加香港工業資源，重
建香港製造能力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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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明確提短中長期措施

建制派讚有承擔有作為
扶老助弱回應訴求 取消積金對沖「有讚有彈」

長毛亂提「中止待續」受挫

■民建聯
施政報告有承擔、有作為，在扶老助弱、社區發

展等提出許多有建設性和針對性措施，在推動創新
科技方面也提出了建議，土地開發和長者金融產品
方面也有優化思路和方向，體現「穩中求變、適度
有為」的施政理念，也符合民建聯「做好現在、迎
接未來」要求。

■工聯會
特首決定降低長者醫療券受惠年齡，取消長者取

綜援要找子女簽「衰仔紙」的安排，但「有辣有唔
辣」，長者綜援申請門檻提高了，在標準工時問題
上也做得不足。他們認為，報告內容未必能在本屆
政府落實，令人關注政策延續問題。

■新民黨
歡迎加強對本港創新科技的支持。不過，整體營

商環境轉差，零售業及旅遊業進入寒冬，報告內關
於振興經濟的力度明顯不足，對商界特別是中小企
的支援亦乏善可陳，政府應正視土地不足及勞工短
缺這兩個經濟瓶頸，還須專注紓緩積壓已久的民生
問題。

■經民聯
對報告「有讚有彈」，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

將加重工商界財政壓力，他們會盡快聯同工商界選
委約見所有特首參選人，反映業界意見。他們又希
望現屆及來屆政府平衡社會各階層發展和支援，投
放資源扶持企業及關顧民生，使好的政策延續。

■自由黨
政策只是重複講、蜻蜓點水式交代，「提咗等於

做咗」。他們擔心若分階段落實強積金對沖，僱主
會在最高補貼日子先做對沖，擔心出現「解僱
潮」，建議特區政府設立如類似破欠基金處理。

■旅遊業姚思榮
施政報告對旅遊業界施政毫無新意，很多項目散

落到地區發展、交通等，希望政府統籌發展，盡快
落實施政報告中活化舊鄉村建築的建議，完成這些
「短、平、快」項目協助業界發展。

■保險界陳健波
施政報告中提出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已平衡各方

利益，特別是建議沒有追溯力，有效避免中小企倒
閉。

■民主黨
只總結民生工作，對香港「深層次矛盾」隻字不

提，對社會撕裂沒有絲毫反省，也沒有提供基礎予
下任特首檢討如何修補大眾與政府的裂痕。

■公民黨
完全無提修補香港撕裂情況，在全民退保議題上

更沒有回應民意，只在現行支柱中加大援助，是
「交功課」，不責負任。雖然當局取消長者申領綜
援金時子女須填的「衰仔紙」，但又把合資格申請
年齡提高至65歲，抵銷效用。

■「自決派」
特首只着重生產土地，未有面對分配土地和房屋

問題，很多建屋單位數目「都係篤出嚟」，報告亦
無提及如何吸納青年意見，也沒有處理康體設施不
足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各建制派政黨、政團及議員

均讚揚新年度施政報告有承擔、有

作為，特別是在扶老助弱回應了社會訴求，但他

們對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有不同意見。

行政長官梁振英宣佈任
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時，
一直借機搗亂以提早收工

的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在梁
振英準時在11時步入會議廳時，「行禮如
儀」般在坐位上大叫大嚷，更提出所謂「規
程問題」，要求施政報告「中止待續」，令
會議暫停約6分鐘。
「長毛」提出所謂「規程問題」時，立法
會主席梁君彥即時糾正「長毛」所提並非規
程問題，但「長毛」繼續叫嚷，梁君彥遂宣
佈暫停會議，研究議事規則內容。
會議暫停6分鐘後復會，梁君彥根據議事

規則宣佈，特首發表施政報告並不是議員辯
論，因此議事規則40（1）條的中止辯論條
款並不適用於是次會議。
昨日宣讀的施政報告內容較長，共272

段，梁君彥在特首宣讀約一小時後決定小休
數分鐘，讓特首及議員「鬆一鬆」。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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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任政
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新年度施政報告羅列
182項新措施，為現屆政府上任以來最多，
更有勇氣真正、積極處理退休保障、強積金
對沖等有爭議議題。他會在未來3個月就這
些議題與商界、勞工界和其他持份者保持緊
密溝通，希望今年6月定出一個方向，真正
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

張建宗：無「看守政府」心態
張建宗會見記者時指，新年度報告與過往

一樣，充實、務實、進取、果敢和有承擔，
無論在扶貧、安老、助弱、醫療衛生、環
保、教育、青年、體育、文化、市政各方面
都有前瞻性措施，還針對多項市民關注的議
題，包括退休保障、應對氣候變化、土地及
房屋、創新及科技、青年發展工作等，提出
務實的政策方向，為香港中長遠規劃建立重
要基礎。
他續說，新年度施政報告羅列182項新措
施，較去年161項多，也是現屆政府上任以
來，以單年計算最多的一份報告，其中十分主
動、積極地處理有爭議性議題，包括退保、強
積金對沖等，反映現屆特區政府繼續迎難而上
做實事，絕沒有半點「看守政府」心態。

林煥光：CY大部分競選政綱落實
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表示，新年度施政

報告鉅細無遺，很有心思及分量。大家只要
細心對比梁振英當年競選政綱內主要部分，
他基本上已正在做或至少提出了一個很確切
的建議，例如最困難的強積金對沖。
雖然梁振英任內無法完成全部工作，但他

已提出了很確切、很仔細的建議，他希望大
家聚焦討論並盡快達成共識，解決糾纏香港
已久的強積金對沖問題。

182項新措施
現屆政府之最

■張建宗指新年度施政報告與過往一樣，充實、
務實、進取、果敢和有承擔。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
振英昨日公佈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多
個民間團體均認為，新年度施政報告務實
回應了社會訴求，並讚揚現屆特區政府在
最後任期內仍然盡最大努力兌現其競選承
諾，明確提出短中長期措施，為香港未來
發展勾劃全面的發展藍圖，他們對此充分
肯定。

新社聯：方便下任特首利民
新界社團聯會昨日發表聲明指，施政報
告務實回應了社會訴求，本屆特首任期雖
只餘數個月，但施政報告仍能在土地和房
屋發展、經濟發展、安老、扶貧等方面，
勾劃出能支持香港長遠發展的藍圖和解決

民生的核心問題，相信有利於下任特首可
承傳的利民政策。
新社聯強調，面對現時分裂勢力的氣

焰，未來經濟環境仍存不明朗因素，民生
問題急需解決，因此希望特區政府不單負
起維護國家統一和「一國兩制」憲制責
任，更能持續尋找發展機遇，致力解決民
生和發展經濟。

「新論壇」：盡力兌現競選承諾
「新論壇」指，施政報告在退休保障、

推動創新科技、環境保護、改善水質、建
設「行人及單車友善」環境、增建體育設
施、落實將軍澳中醫院、改善三無大廈的
管理等多方面均提出多項新措施和承擔，

反映特區政府在最後任期內仍然盡最大努
力兌現其競選承諾，他們對此表示肯定。
「新論壇」期望新一屆特區政府在現屆

特區政府工作基礎上，進一步凝聚社會共
識，以推動大幅增加香港土地供應，才是
解決香港土地問題之本，並指重新思考郊
野公園邊陲地帶等建議，是很值得向全社
會據理解說和引導。

「智經」挺特首貫徹「以民為本」
智經研究中心歡迎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

提出在民生、經濟、金融、醫療基建、創新
科技等重要範疇上，制定平衡各方利益的政
策，明確提出短中長期措施，為香港未來發
展勾劃全面的發展藍圖。「智經」支持特首

貫徹「以民為本」施政方針，積極處理多項
備受各方關注的重大民生課題，如退休保
障、取消強積金對沖等。

婦聯：解決問題具前瞻性
香港婦聯主席葉順興指，梁振英在施政

報告中，闡述了香港結合國家「十三五」
及「一帶一路」、CEPA等政策的發展措
施，以及未來在科創、房屋土地交通運
輸、環保、扶老安貧、教育、體育文化等
方面的政策安排，顯示特區政府對解決目
前問題的前瞻性。香港婦聯早前提出的建
議，如廚餘回收、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
自願醫保、增加中史課程等在今次報告中
獲採納，她對此深表欣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回應新年度施政報告時指，自己和政府
團隊全力以赴準備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在財政
資源上配合落實施政報告提出的措施。
陳茂波昨日表示，新年度施政報告內提出

各項政策和措施，照顧到社會不同階層的人
需要，同時回應不同界別期望，為香港長遠
發展奠下穩固基礎。雖然本屆特區政府任期
只餘下5個半月，但他強調，現屆政府整個
團隊絕不會視自己為「看守政府」，而是會
繼續全力以赴，善用這段時間落實措施，令
市民早日受惠。

陳茂波：全力以赴準備財案

■民建聯表示，施政報告符合民建聯「做好現在、迎
接未來」要求。 梁祖彝 攝

■工聯會認為，報告內容未必能在本屆政府落實，令
人關注政策延續問題。 梁祖彝 攝

■經民聯表示，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將加重工商
界財政壓力。 梁祖彝 攝

■姚思榮(右二)希望，政府盡快落實施政報告中活化
舊鄉村建築的建議。陳健波(左二)指出，取消強積金
對沖方案已平衡各方利益。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
鄭治祖）新年度施政報告在經濟發
展上着墨不少，但被認為對中小企
支援不足，個別金融政策上也有明
顯改進空間。

陳振英嘆未提短提振措施
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認為，

施政報告審慎有為，觸及議題範疇
廣闊，回應了社會上不同的訴求，
但大部分措施均屬中長期目標，未
有提及短期經濟提振興措施，例如
中小企融資安排等，他對此稍感失
望。

張華峰：配合「帶路」拓高新科技
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認同，香

港要堅持離岸人民幣中心定位，繼
續發展，為國家做好引資匯流作

用，同時積極配合國家「一帶一
路」政策，發展高新科技，善用金
融創新，開發新產品，但監管力度
要適當，讓巿場有更大發展空間。
他續說，報告未有詳談支援中小

企業務發展、協助本地券商開拓客
源，亦未有提及「新股通」，以及
如何引入滬深300指數等期貨產
品。

石禮謙：財富創造「頁數好少」
地產服務界議員石禮謙指，施政

報告就如何創造財富方面「頁數好
少」，又認為上樓難並非因地價
高，而是建築成本太大，而特區政
府只「傾斜勞工」，拒絕輸入外
勞，「令香港發展停留喺度。」

梁嘉輝：飛機融資租賃業務助就業

對於政府計劃今年向立法會提
交修訂《稅務條例》草案，推出
稅務優惠以吸引資金來港，發展
飛機租賃業務。羅兵咸永道香港
資產融資及租賃服務總監梁嘉輝
認為，香港在亞洲區已是一個發
展相當成熟的金融中心，相信飛
機融資和租賃業務可帶來新的就
業機會，也可吸引高端技術人才
來港工作。

曾惠賢：新稅優惠是否符BEPS
羅兵咸永道香港稅務合夥人曾惠

賢認為，不少國家及地區目前正在
把亞太經合組織的稅基侵蝕和利潤
轉移（BEPS）行動計劃納入稅法
改革，施政報告中建議的新稅務優
惠是否符合BEPS，預料將成為關
鍵。

中小企嫌支援少 金融政策待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