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是本屆政府
的最後一份預算案，面對的反對
聲音也比較小，原因是本財政年
度的財政盈餘破紀錄，高達928億
元。本財政年度要在3月31日才
結束。日前鴨脷洲官地以168億元
高價賣出，遠高於政府的預期。
這使到實際的財政盈餘更不止928
億元。財政盈餘多，辦事就容
易，可以選擇大派錢，派多一些
贏取多些掌聲，派少一些也不會
有太大的反對聲音。
新任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決定
取財政盈餘中的351億元為稅務及
短期紓緩措施之用，即所謂的派
糖。另外的610億元就保留給未來
的政府，並注入於一些前瞻性的
指定用途基金，這包括處理未來
人口老化、體育發展、創科發
展、青年發展。
當然，351億的派糖措施如果可以
多一些會更理想，理由是過去幾年
香港特區政府連續地取得不錯的財
政盈餘。展望下一個財政年度，也
將是另一個有163億元盈餘的一年，
如果盈餘可以減至雙位數：只預算
99億元的盈餘，就有額外的64億元
可以派糖，對香港經濟的發展、消
費力的維持是有利的。
派糖可以派多可以派少，這不是

本財政預算案的亮點。本財政預算

案最大的亮點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決定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內成立稅
務政策組，從宏觀的角度整合地審
視香港的稅制，積極研究如何通過
包括提升科研開支的扣減稅務措施，
促進支持優勢和新興產業的發展。
務求使香港在國際新形勢下持續維
持競爭力，為香港創富，同時優化
香港的稅制結構，研究擴闊稅基和
增加收入，務求有足夠資源支持社
會的持續發展。
這是一個良好的開始，希望這

個研究早日取得成績。長期以
來，香港政府過度依賴非經常性
的賣地收入與印花稅，這是危險
的、是結構性的風險。賣地與印
花稅的收入波幅很大，可以是千
億元的收入，也可以是不足百億
元的收入。收入差距如此大，政

府的經常性開支不可能改變，更
是年年增加，如何應付赤字？過
去香港也經歷過經濟衰退的時
期，當時特區政府曾經提出徵收
消費稅之事，但是，在經濟環境
差的時候提出消費稅是不智的，
一定會面對巨大的反對力量。最
後，消費稅一事就不了了之，再
也沒有人重新提出。
但是，消費稅正是解決政府財政

收入過度依賴賣地與印花稅的最佳
方法。消費稅的收入比任何稅種都
穩定，比賣地收入、印花稅穩定，
也比利得稅、薪俸稅穩定。不過，
避免納稅人認為開徵消費稅等於加
重負擔的新稅，因此，開徵消費稅
的同時必須減稅率，降利得稅與薪
俸稅的稅率，同時承諾把額外的財
政盈餘用來退稅。

林鄭的「置業新希望」有效紓緩房困

香港寸金寸地，樓價不斷創
新高，住房對普通香港人來說
是一大難題，即使是劏房，也

開出豪宅價。中層香港人士買不起樓，劏房問題長期困
擾基層市民，不僅住宅環境惡劣，租金更年年遞升！正
當香港特首換屆，市民寄希望新特首正視劏房問題，重
視香港市民的居住環境。有團體提出四項訴求，包括希
望未來特首能恢復租務管制、興建過渡性房屋、增設租
金津貼及加快興建公屋。行政長官參選人林鄭月娥公佈
政綱，在房屋政策上，她為紓緩房困提出「置業新希
望」。
香港的住宅問題一直被列為重大民生問題，雖然樓

價飆升，有樓居民總資產增值了，但香港的樓房越蓋越
小，人均居住面積沒有改善。看看港人的實際居住情
況，不由得人不同情。有請願團體發言人李冠南現與兩
名女兒，於元朗洪水橋一間以鐵皮搭建的寮屋居住，面
積僅200平方呎，租金已要5,000元。他形容寮屋「無
遮無掩」、「冬凍夏熱」，屋內無任何間隔，他只好用
木板為女兒間出私人空間。僅200平方呎的空間，還要
間出私人空間，日子過得真艱辛。住戶說已輪候公屋約
3年，目前並未有任何消息，希望未來特首可以增建公
屋，加快基層上樓。
基層民眾的住房問題，反映出香港的房屋供應問

題，揭示房屋短缺問題嚴重。林鄭月娥提出參選行政長
官後曾與130多個界別會面，舉行100場的深談會，她
形容會面為深談會，是因與會人士坦誠交換意見，令她
感動和獲益良多。在會面中，林鄭月娥聽到有專業人士

夫婦置業無望，擔心無法解決住房問題，都讓林鄭記在
心頭。她表示，其政綱就是以行動回應社會的有關訴
求。
林鄭月娥提出「置業新希望」，表示將會開發更多

土地，以置業主導，以全面、宏觀的態度檢視土地來
源，包括維港以外填海、舊區重建、新界棕地、郊野公
園邊陲、私人發展商土地儲備等。
林鄭月娥提出重新建立置業「階梯」，為不同收入

的家庭提供置業機會，包括增加「綠置居」，在居屋之
上推出「港人首置上車盤」。將房屋政策放在重要位
置，抓住民生要點。問題是如何多管齊下，解決困境。
有行政長官參選人提出，6成香港人可以住上公營房
屋，意思亦是指增建公營房屋，解決買不起房的市民的
居住困難。但這是一個長遠的房屋計劃、政策和理念，
政府投入多，但短期內解決不了問題。
林鄭為不同收入的家庭提供置業機會，符合香港解
決住房問題的市場導向。香港一時無法做到將民生事宜
全由政府包攬，多建公營房屋，減少居民負擔，固然不
錯，但香港不少中產還是有置業需求，只是房屋供應不
足，收入跟不上樓價上漲。如果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置
業支持政策，加上市民自身努力，紓緩置業是良策。
特首選戰中，參選人分別就解決置業問題提出政

綱。最受市場關注的，分別是林鄭月娥提出的「港人
首次置業上車盤」和曾俊華提出的6成人可以住上公
營房屋。眼下來說，林鄭的置業構想更容易實現，曾
俊華的房屋政策可能是香港住房理念的大調整，是長
遠目標。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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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特首選舉，必提「民意」。黑格
爾曾說過：「個人的主觀自由，包含
了他們擁有並且表達出來的，個人對
於國家事務的判斷、意見以及建議。
這樣的自由，如果以整體性顯而易見
的方式呈現，即被稱作是民意」。簡
單而言，「民意」指的是公眾的意

見。即使在與政治完全無關的商場上，「民意」也是
致勝的關鍵。關於民意的測量，就是「民意調查」。
「民意調查」是否真實反映「民意」，一直是普通

民眾和政治人物十分關注的議題。以去年6月英國脫歐
公投為例，傳統機構民調、市場預測、賭盤趨勢一面
倒預測「留歐」勝出，結果剛好相反。2016 年的美國
總統大選結果更讓各界跌破眼鏡，也狠狠打了「民意
調查」一巴掌，使世人對「民意調查」的信賴降到谷
底。
「民意調查」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排除刻意造假之

外，可能與調查者具有一定政治傾向性、調查訪問對象
具有一定選擇性、調查問題具有一定引導性、以某個時

刻某一事件的民意來對整個過程的民意下結論等有關。
此外，傳統的「民意調查」還有回覆率過低、設計有缺
陷、受訪者不願吐實等原因。如此看來，「民意調查」
真的能代表真實民意嗎？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出個別意志、團體意志、

眾意和公意的概念。個別意志和團體意志很好理解，需
要加以區別的是眾意和公意。盧梭認為，「公意着眼於
公共的利益，而眾意則着眼於私人的利益，眾意只是個
別意志的總和。」也就是說，公意即是公共意志，是人
民共同意志的集中體現；而眾意只是眾人所有個人意志
及利益的總和。由此看來，「民意調查」大多時候都會
在技術上因個人意志的本性而傾向於偏私（排他），而
「所有人或大多數人同意」這個標準並不是公意的本質
所在，公意的本質屬性是公共利益。
回到香港特首選舉的「民意」，由反對派掌控的「民

意調查機構」也就特首選舉進行民意調查，試圖利用
「民意調查」來影響選舉，最終達到干擾民意、降低新
特首認受性的目的，嚴重違背選舉的「公意」。因此，
選委們更須以「公意」為標準支持特首候選人。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曾俊華的「休養生息」其實就是「hea做」

很多人都嚮往
「美國夢」，認
為美國給了每一
個 人 均 等 的 機
會，只要努力奮
鬥，都可以實現
自己的夢想。其

實，比「美國夢」更「理想」的是
「香港夢」，努力奮鬥的當然可以
名成利就，就算三教九流、好吃懶
做的人，只要稍懂變通，同樣可以
高薪厚祿，衣食無憂。君不見有人
表演抬棺材，掟午餐肉便可當上尊
貴的議員，有人佔着茅坑不拉屎，
靠拉布，耍無賴，也可以過上年薪
百萬、助理成群的好日子。不過更
令人佩服的是，有人靠hea做也可
以混過幾十年，回歸前當港督秘
書，回歸後當財爺，現在還想更上
一層樓，靠「hea做」當上700萬
人之上的特首。

「hea做」不好聽「休養生息」有文化
說到「hea做」一詞，很多人不明
所以。其實「Hea」源起香港，於20
世紀90年代末開始流行。有一種說
法指源自英文的「hang around」，
意指「遊蕩」，也就是「漫無目的地
消耗時間」、「懶散」、「無所事
事」的意思。不過，選特首是一件嚴
肅的大事，以「hea做」作政綱似乎
不太好聽，所以曾俊華先生換了一種
說法，叫「休養生息」，這樣一來就
有文化多了。
香港人向來工作壓力大，生活節
奏快，若能放下一切好好休養，這
可是每個人都希望的事。可惜，慣

於拚搏的梁振英特首對hea做並不
理解，他表示：「當香港休養生
息、無為而治的時候，競爭對手並
不會這樣做，到時的結果大家可以
想像。」梁振英指出，「在全球一
體化的背景下，競爭無可避免會越
來越激烈，香港要因時制宜，在時
代不同的情況下，政府的經濟功能
和經濟角色應要轉變。」
要知道，「 hea做」的招數不止

於遊蕩懶散那麼簡單，更厲害的一
招，叫「隨機應變」。曾俊華隔空
回應梁振英表示，「休養生息」
（即「hea做」，筆者註）指的是
停止內耗，無論是哪個政治陣營，
都已厭倦了幾年來的撕裂對立，只
有少數極端人士仍樂此不疲。面對
這種局面，讓社會休養生息，不單
止是絕大部分香港人的心願，也是
香港繼續前行的出路。
「hea」得對，唯一不對的是，

曾俊華他沒有指明產生撕裂的原因
在哪裡，對內耗樂此不疲的又是什
麼人，難道換個人當特首，一心奪
權變天的反對派就會偃旗息鼓？拉
布對抗的人就會循規蹈矩？逢中必
反的人就會洗心革面？回歸20年
的經驗告訴我們，反對派最終的目
的是要扯下特區政府門前的五星紅
旗，「休養生息」的前提就是和反
對派輪流做莊。
或許，選一個慣於「hea做」的
特首會減少爭拗，但我們不能放棄
愛國者治港，所謂休養生息，其實
是要犧牲「一國兩制」的底線和反
對派做交易。
曾俊華「hea做」的本領絕不止

於此，他在政綱中提及，在2020
年立法會換屆前做到重啟政改及為
基本法23條立法；後來卻改變說
法，表示為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
複雜具爭議，未必能在5年任期內
完成。提到重啟政改，他一直避談
人大「8．31」決定，而說會諮詢
市民意見，再如實向中央反映，希
望中央能靈活安排。說來說去，不
過把問題往中央身上推。既然對問
題一籌莫展，說那麼多廢話幹什
麼？

開空頭支票欺騙港人
曾俊華還提出過要「為6成市民

提供公營房屋」，當被追問何時實
現時，卻顧左右而言他，承認5年
一定不可能達到，就是10年也未
必可以。既然10年內也做不到的
事，將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寫進自
己的政綱，不是赤裸裸的欺騙嗎？
從上述例子可以見到，曾俊華

「hea做」本領獨樹一幟。我無意
中在網上發現一首「hea」歌，略
作修改，供曾俊華競選辦公室作參
考：「我hea ，hea到兩塊墊膊有
d斜，hea 到永遠有鑊懶得卸，
（伴唱：休養生息，休養生
息……)；我hea， hea下hea下hea
到尾班車，我hea，hea到棟棟大
廈也傾斜，hea到個個發現我得
嘅，hea到無嘢變做有d嘢，（伴
唱：休養生息，休養生息……)；
我 hea， hea呀 hea呀 hea實際點
寫，我無野心我無搞衰嘢，你會否
說我選特首係玩嘢（伴唱：休養生
息，休養生息……）。」

曾淵滄博士

成立稅務政策組優化稅制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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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蠢蠢欲動如赤眼賭徒

安倍是投機政客，去年美國大選押注是希拉里，結果
特朗普勝出，安倍格外緊張，通過各種手段向特朗普
「朝聖」。押錯注就要付出代價，對於安倍的討好，商
人出身的特朗普聰明至極，順勢拋出「美國將百分之百
地支持日本」，表面上看來擲地有聲，實際是文字遊戲
的聲明。最近一段時間，安倍政府的出格動作越來越
多、越來越大。繼日本防衛大臣宣稱「將與美國聯合巡
航南海」、「希望更多介入南海事務」觸碰中國在南海
問題上所設的「紅線」後，日本右翼議員近日又提出將
「東海、釣魚島提交國際仲裁」的荒謬主張，再次無視
北京的警告，反映安倍蠢蠢欲動，如一名赤眼賭徒。
安倍曾為了討好美國，積極配合奧巴馬，唆使前菲律
賓總統阿基諾，上演由日本人組掌國際仲裁法院的「南
海仲裁」、鼓動澳洲等聲稱參與「聯合巡航南海」、挑
動東盟國家對抗中國、誘使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發佈損
害中國的言論，構建「圍堵中國」的組織，屢屢觸碰中
國的「底線」。

繼「解禁集體自衛權」後，安倍急於想成為「正常國
家」，變本加厲挑釁中國，以換取美國支持修改防衛計
劃大綱，進一步強化日美軍事同盟。安倍最近又放風，
準備購買大量美制軍事裝備，以「幫助」美國解決就業
問題，並聲稱將引進美軍「薩德」反導系統和陸基宙斯
盾導彈防禦系統。
為了對特朗普要求創造更多就業作出回應，安倍近期

提出「日美經濟增長與就業倡議」，聲稱在高速鐵路、
能源和人工智能等廣泛領域與華盛頓作全面合作，揚言
可以協助美國新增更多就業崗位。
然而，特朗普不但沒有給予安倍特別讚賞，反而要求日
本盡快簽署有利美國農產品出口的美日自由貿易協定，和
安倍玩起貓與老鼠的遊戲。日本完全清楚華盛頓的胃口，
並知道特朗普自由貿易談判的內涵，只好以老鼠戰術對付
之。專家認為，白宮正在吊東京的胃口，無論安倍如何大
肆鼓吹「日美經濟共同增長」，都滿足不了美國的需要，
貓鼠遊戲的最後結果將以東京的慘敗而告終。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公意」才是特首選舉的標準
陳曉鋒 法學博士

■會計界一
直有建議政
府開徵銷售
稅 擴 闊 稅
基。

曾俊華甘做反對派代言人 還算愛國愛港嗎？

上周六特首參選人曾俊華遞交了提名
表，較事前預告的提前了兩天時間。從
公佈的提名分佈來看，總共160張選委
提名票中，只有約20多張屬於傳統建
制派，當中包括向來言行出格的自由黨
前主席田北俊等。另外的130多張全都
來自反對派陣營，兩者比例幾近8比
2。曾俊華提前遞交提名表，是由於他
害怕自己愈向反對派「跪低」，就愈可
能令僅有的建制派提名流失。

向反對派提出的兩項要求讓步
支持曾俊華的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
透露，曾俊華最初是希望取得100個建
制提名、50個「泛民」提名，但很多建

制派未有提名他，或轉為提名林鄭。曾
俊華流失建制派支持，是因為他不斷向
反對派提出的兩項要求讓步，包括要求
參選人不提人大「8·31」決定重啟政
改、不要23條立法。反對派或明或暗表
示，誰答應這些條件，就把票投給誰。
曾俊華發佈政綱時，表示若當選，會

同步推出23條立法及在「8·31」基礎
上重啟政改，爭取在2020年前完成兩
項工作。但為向反對派求票，曾俊華反
口覆舌迎合反對派的要求，改為須在沒
有前設作為重啟政改諮詢的前提，甚至
聲稱重啟政改時可以提出超越「8·31」
決定的意見，這是暗示「8·31」決定可
以修改甚至推翻。

曾俊華在政綱中表明無理由再拖延為
23條立法，但會以白紙草案進行諮詢，
後來又稱沒信心在2020年完成23條立
法。白紙草案是尚未提交立法會的草
稿，白紙草案即政府在立法上沒既定立
場，既可立法、也可不立法，甚至可以
收回，魔鬼原來在「以白紙草案進行諮
詢」的細節中。

提名分佈反映得不到建制派信任
曾俊華為拿到反對派提名，在23條

立法和「8·31」決定兩個重大原則問題
上，為了入閘放棄原則，和反對派搞
「魔鬼交易」。反對派明言，提名曾俊
華是因為對方在近日網誌中刊載了對於

政改、人大「8·31」框架及23條立法
的「最新立場」，「展現了誠意」云
云。而反對派開出的條件，嚴重抵觸中
央的特首標準，衝擊「一國兩制」底
線，挑戰中央和基本法權威。
曾俊華提名分佈背後所反映的是一個

最基本的事實，即根本得不到建制派信
任。建制力量是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的最主要力量，曾俊華失去這個
最基本的支持，莫說是當選希望渺茫，
即使當選，也無法帶領廣大港人做好特
首份內的工作，更不符合中央對特首的
基本要求。選舉輸贏是兵家常事，但曾
俊華的政治表演一旦失去人格，就晚節
不保，永遠是輸家。

是貨真價實的「是非不分」
曾俊華宣佈參選行政長官時，表示

「愛國愛港」從不是空話，1997前香
港上下表明一切，他指今日「是非不
分」宣揚「港獨」的人是不懂香港。他
又承認家人擁有外國護照，但他認為這
不代表不愛國愛港。但曾俊華提名票8

成來自反對派，甘做反對派代言人，這
才是貨真價實的「是非不分」。曾俊華
表示自己「愛國愛港」，這不是自相矛
盾嗎？甘做反對派代言人，怎算愛國愛
港？
社會各界質疑，倘有特首參選人所得

的大部分提名票均來自反對派選委，會
讓人感覺他甘做反對派代言人，逾越中
央底線，違背愛國愛港底線。社會各界
擔憂，反對派逢中必反、阻礙政府施
政，如果由甘做反對派代言人的人當特
首，反對派會有什麼回報？香港會變成
什麼景況？實在不堪設想。

曾俊華違背愛國愛港立場
曾俊華依賴反對派的提名入閘，等同

做反對派的代言人，在「8·31」決定、
23條立法等原則問題上回報反對派，實
際上將自己推到了一個極端境地，既失
去了原則底線，又喪失政治品格，違背
愛國愛港立場，將不可能得到中央的信
任，也不可能得到廣大市民和多數選委
的支持。

曾俊華雖然入閘，但這是向反對派「跪低」換來的，其提名票8成來自反對派。

曾俊華罔顧中央對特首參選人是否愛國愛港的關切。愛國愛港不是空口講的，而是

看在重大問題、原則、關鍵時刻的表現。在人大「8·31」決定、基本法23條立法等原則問題上，反對

派對抗中央、否認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包庇激進勢力、阻撓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曾俊華接受反對

派的提名，甘做反對派的代言人，逾越中央底線，違背愛國愛港立場，還能算是愛國愛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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