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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案勢「放水」派糖惠民生
續推退稅長生津雙糧 免酒店牌照費谷旅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

屆政府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今日

由新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宣讀。受

惠於賣地收入大幅超標，其他多項

稅收也較預期理想，市場普遍預期

今年庫房繼續「水浸」，估計盈餘

超過700億元。有報道引述消息指

儘管今年財政盈餘龐大，但政府一

次性派糖力度只會與去年相若，金

額約為300億元，包括退稅、差餉

寬免、綜援、生果金及長者生活津

貼「出雙糧」等。此外，預算案料

亦會繼續支持旅遊及餐飲等行業，

包括豁免旅行社、酒店、旅館、食

肆及小販牌照費一年。

今日日程
早上11時
陳茂波於立法會發表2017至18年度財政預算案

下午1時15分至晚上7時
財政預算案演辭文本，及簡介財政預算案摘要單
張，在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20個民政諮詢中心，
及政府新聞處設於金鐘添馬政府總部行人天橋入
口的櫃台派發；簡介財政預算案摘要單張於全港
66個公共屋邨商場及20個港鐵車站等地方派發

下午3時半
陳茂波就2017至18年度財政預算案舉行記者
會

晚上7時
陳茂波出席「財政預算案論壇」直播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整理：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
港要維持城市競爭力，良好的僱傭關
係不可或缺，勞工界一直爭取他們的
應有權益。勞工界立法會議員何啟明
昨日在勞工界新春酒會上代表勞工界
指出，最低工資時薪滯後、增加法定
假期日數仍遙遙無期，並對標準工時
委員會建議推行合約工時感失望，期
望港府盡快制訂標準工時政策方向。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指出，現屆
政府會把握餘下任期，繼續推進有利
勞工的政策措施。

梁振英等赴勞工界酒會
3名勞工界立法會議員潘兆平、陸

頌雄與何啟明昨日聯同6名勞顧會僱
員代表，假北角一家酒樓舉辦「勞工
界丁酉年新春酒會」，數百名業界代
表齊集一堂，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
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張雲正、中聯辦社工部
副部長李運福等嘉賓出席。

何啟明代表勞工界致辭時指出，雖
然行政長官於施政報告上建議逐步取
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但勞工界並不認
同新的遣散費與長服金的計算方法，
加上最低工資時薪滯後且仍未實施
「一年一檢」，增加法定假期日數仍
遙遙無期，勞工界於新的一年必須更
加團結爭取應有權益。

何啟明批合約工時無助勞工
他續說，標準工時委員會早前發表

的所謂報告，建議的是合約工時而非
標準工時。何啟明重申，合約工時不
是、亦不能取代標準工時，而該報告
是在缺乏勞工界聲音下產生，缺乏認
受性，「合約工時無助解決香港的長
工時及加班問題，勞工界不會承認
（報告）。」他促請梁振英接納勞工
建議，盡快制訂標準工時政策方向。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致辭時表

示，自本屆特區政府開局以來，失業
綜援個案至今更連續89個月下跌。他

指出，本屆推出了低收入在
職家庭津貼、鼓勵就業交通
津貼雙軌制；實施了法定侍
產假；頒佈了《職業介紹所
實務守則》以提升職業介紹
所業界的專業水平和服務質
素；建立了專題就業資訊網
上平台。他續說，職安健問
題亦大有改善，每千名工人
計的意外率由 2006 年的
31.5 下 降 至 2015 年 的
18.4。
他強調，港府充分理解

勞工界希望持續改善勞工
權益的訴求及關注，故亦

積極處理一些屬於「老大難」的勞工
議題。在取消對沖議題上，港府會與
商界、勞工界、強積金受託人和相關
諮詢委員會討論，希望各方能本着互
諒互讓的精神，尋找一個大家都能夠
接受的解決方案。

蕭偉強：致力訂定合適政策
他續說，工時政策是一個複雜、具

爭議性的課題，港府會充分考慮標準
工時委員會的報告，以及社會各界的
意見，並會致力在本屆政府的任期內
訂定適合香港社會和經濟情況的工時
政策方向。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張雲正向記者表

示，特區政府作為香港最大單一僱
主，聘用全港4%勞工，亦有帶頭改
善勞工福利措施，例如推行男性3天
有薪侍產假。他強調，特區政府的聘
用條例未必最好，但一定相對公平與
合理，未來會繼續與工會緊密聯繫，
進一步完善勞工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高規格的「婦女事
務委員會研討會2017」昨日舉行，行政長官梁振
英、全國婦聯副主席崔郁、中聯辦副主任楊健等
親臨主禮。梁振英強調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消除性
別歧視，及帶頭推動婦女事務發展，他並盛讚本
港婦女在港早已撐起半邊天，不僅是家庭支柱，
還是重要人力資源，政府將為婦女走出社會創造
更多有利條件。

與崔郁楊健等主禮研討會
該研討會每隔兩年舉行，廣邀本港婦女領袖和各

界精英商討如何促進本港婦女權益。今年研討會的
主題為「發揮婦女潛能．促進全面發展」。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工聯會榮
譽會長陳婉嫻等就本港婦女事務作專題演溝。
昨日上午婦女委員會為促進婦女經濟能力的45

間優秀商企頒獎，並舉行專題分組討論，主題包
括「推動性別主流化」「婦女在社會中的角色」
「增強婦女在工作崗位上的發揮」「如何透過社
區資源增強婦女能力」，中午的午餐講座則討論
「商界在推動婦女發展的角色」。下午是主禮儀
式和專題演講，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林潔博士、
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主席Ambassador Patriota
和張建宗、蕭偉強，分別就全國、本港和國際促

進婦女權益方面進行交流。
梁振英致辭時表示，研討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
平台，讓關心婦女事務的各界人士，共同探討婦
女發展的未來路向和策略。今次研討會同時慶祝
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在回顧過去工作的同時，
亦展望未來，實在特別有意義。

納建議擴女性諮詢比例
他強調，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於消除性別歧視，

及帶頭推動婦女事務發展。2015年接納婦委會的
建議，要求所有政策局及部門將委任女性加入政
府諮詢及法定組織成員的百分比，逐步由30%提
高至35%，促進女性參與制訂政府的公共政策。
各政策局及部門在制定重要政策及措施時，必須
參考婦委會制定的「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並
且實施性別主流化。
張建宗笑言，雖然政務司司長由女性變成男

性，但會更兢兢業業促進維護婦女權益，以免被
批評男性司長做不好婦女事務，籲大家可以放
心。蕭偉強則表示，感謝Ambassador Patriota介
紹聯合國婦女署推動「He For She」運動（主題
是「以男性的身份為性別平等發聲，為婦女爭取
權益」）的情況，期望更多人都來關注和參與
「He For She」運動。

特首：創條件助婦女走出社會

工時政策「老大難」勞福局：積極推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運動與
學習對青年人的成長有重要影響，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柯創盛與青年民建
聯成員昨早11時於政府總部請願，要求
政府根據《香港規劃標準及準則》，加快
興建文康設施，令區內市民可享用應有的
休閒場所，並盡快檢討規劃準則，滿足市
民需求。
根據政府規劃準則，各區需按準則
建設文康設施，包括運動場、體育中
心、圖書館、自修室及游泳池等，為
區內市民包括青年人提供更多運動與
學習的場所。青年民建聯進行調查後
發現，部分地區的設施長期不足，並
未合乎標準。
多個地區多年來一直爭取興建文康設

施，但基於各種不同理由，如沒適合空
地、已預留空地但一直停留在研究階段

等，令市民長期不能在區內享用應有的文
康設施。青年民建聯要求政府盡快增加設
施，並檢視規劃標準。西貢區區議員陳博
智希望政府在將軍澳區增設室內及標準泳
池，讓小朋友及青少年在不同季節都能享
受體育設施，平衡學業壓力。

柯創盛：規劃準則脫節
荃灣區區議員古揚邦指出，政府在規

劃時忽略年輕人需求，建議在規劃興建文
康設施時，除照顧幼童及長者，亦預留空
間增設適合年輕人的文康設施，吸納年輕
人留在當區健身、運動。
柯創盛促請政府積極行動，他指多區

的文康設施如公園、球場及游泳池等配套
不足，批評規劃準則與市民需要脫節，呼
籲政府積極正視及處理，在人口密集的地
區增設更多及多元文康設施。

文康設施不足 民記籲檢討規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去年政府
賣地收入理想，年度盈餘超乎預期，庫房
再度「水浸」。新任財爺陳茂波今日公佈
本屆政府任內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當中
會否加大惠民力度，做到還富於民、合理
分配是市民關注焦點。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何啟明、勞工顧問委員會勞方代表鄧家彪
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在新一份預算
案中推出利民紓困措施，包括「公屋免租
一個月」、「減免全年差餉」、「增設子
女教育免稅額」等。
昨日早上，工聯會成員帶同標語及橫額在
政府總部外高喊口號表達訴求，要求在預算
案中實現「公屋免租一個月」、「重新推出
電費補貼」、「減免全年差餉」、「向長生
津、生果金、綜援及傷殘津貼的受助人發放
額外一個月津貼」、「增設子女教育免稅
額」及「提高供養父母／祖父母免稅額」
等。
何啟明表示，早前工聯會在各區諮詢，
收集市民對新一份預算案的意見，結果顯
示基層市民普遍期望政府在公屋、福利、
差餉等方面推出更多措施，還富於民。

鄧家彪倡引累進稅制惠中小企
鄧家彪表示，有特首候選人提出要檢討
稅制，協助中小企發展。他建議政府制定
大方向引入累進式稅制，向營業能力較好

的企業或個人加強徵稅，對營業額較低的
中小企則進行減免。
他認為，政府歷年「派糖」措施中，數額

最大的優惠「免差餉」政策亦有進一步優化
空間，建議政府以分級制豁免差餉，對持有
數棟物業的發展商或個人劃定「免差餉」優
惠上限，對僅有一棟物業自住，且無收入來
源的老業主，則加大「免差餉」優惠力度。
鄧家彪指，近年樓宇差餉估值連年上

升，已升逾5%，對無收入的老業主造成壓
力。他希望政府檢視獲「免差餉」優惠的
業主情況，以更合理的方式重點協助真正
有需要的群體。
此外，鄧家彪批評政府「經常估錯

數」、「低估高收」，影響政府專業形
象，令政府各部門在作開支預算時較為保
守，在制定政策、聘請及改善服務質素方
面「綁手綁腳」，難以達至預期效果。他
特別批評政府「0-1-1」節約方案減慢合約
工轉為正式公務員的步伐，降低外判工種
從業員的薪酬。他強調，財政預算的「緊
箍咒」最終會影響基層市民的生活。
對於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鄧家彪期望在

財政預算案中見到具體的方案細節，希望政
府有較進取的表現。何啟明則呼籲反對派議
員在今後的預算案審議中停止拉布，能真正
作有建設性討論，讓利民惠民的措施盡快通
過。

庫房又「水浸」工聯促紓困惠民

早前政府公佈2016/17年財政年度首
三季、共九個月（去年4月至12

月）已錄得654億元盈餘，累積財政儲
備突破9,000億元，達至9,083億元的新
高。今日公佈最後一季盈餘，連同早前
的654億元，不難超過700億元，估計庫
房累積財政儲備應可超過9,200億元，相
當於約24個月的政府開支。
去年財政預算案，前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推出388億元短期措施，包括綜援、
生果金及長者生活津貼出「雙糧」，退
稅以兩萬元為上限，同時寬免四季差
餉，每季上限1,000元。消息透露，今日
公佈的預算案，派糖措施及規模與去年
大致相若，同時有措施支援中小企，以
及延長融資擔保計劃。
在刺激經濟及支援中小企方面，今年

預算案將繼續重點支持旅遊及餐飲等行
業，以減輕訪港內地旅客下跌帶來的影
響，包括豁免旅行社、酒店、旅館、食

肆及小販牌照費一年，撥款旅發局加強
推廣香港，尤其是吸引更多高消費過夜
旅客及開拓新興市場，當局亦會延長中
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財爺波上任期短 料變動不大
消息指預算案會預留數以百億元撥

款，為服務長者、協助年輕人，以至創
新科技等範疇作長遠投資。有政府官員
指出，雖然陳茂波比起曾俊華的理財觀
念傾向「應使則使」，但上任只得一個
月，要有長遠或大手筆措施，實際操作
有困難，難以於短時間內推出，因而與
以往預算案相比將變動不大。

料撥400億為施政報告「埋單」
另外，特首梁振英在任內最後一份施

政報告中，加推了多項經常性及非經常
性民生措施，今次預算案預計會為今年
推出的施政報告新措施「埋單」，預料

涉及約400億元，如向醫院管理局增撥
每年20億元、幼稚園教育經常性開支
27億元，及放寬長者醫療券等。
陳茂波周日（19日）亦於網誌撰文解

畫稱，今年賣地收入較預期理想，是盈
餘超乎預期的一大原因，他稱即將公佈
的財政預算案，將會是一份深思熟慮、
務實有為、能夠回應社會需要和着力應
對香港長遠挑戰的一份預算案。

■梁振英（左五）等為研討會主持開幕禮。右三為楊健。 主辦方供圖

■青年民建聯請願要求增加文康設施。 梁祖彝 攝

■陳茂波今天宣讀財政預算案，料派糖
300億元。 資料圖片

■工聯會請
願，要求政
府預算案推
出利民紓困
措施，回應
基層巿民訴
求。
梁祖彝 攝

■梁振英（左四）昨出席「勞工界丁酉年新春酒會」，數百名業界代表齊首一堂。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