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方面

■房屋
為首次購買居所的香港永久居民提供
印花稅折扣，若投保香港按揭證券公
司的按揭保險，可獲保費豁免
設立居所租金扣稅額，降低自住物
業差餉徵收率水平
寬免全年差餉，每戶每季上限
2,500元

■安老
下調免審查申領「生果金」年齡由
目前65歲減至60歲，進一步放寬
「生果金」的離港限制
上調「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額長
者生活津貼」的資產限額至80萬元
及30萬元

■醫療
增撥資源改善公營醫院門診及急症
室服務，增加普通科及專科門診輪
候名額，及增設24小時門診服務
把治療罕見疾病及癌症的極昂貴藥
物納入藥物名冊
降低醫療券的受惠對象年齡至60
歲，金額至3,000元

■教育
優先將資源用於合約教席轉為常額、教
師同工同酬，保障教師團隊的穩定性
提高持續進修基金受惠金額至兩萬元

■社區
由市建局設立「樓宇大型維修支援專責
小隊」，負責就樓宇大型維修工程向法
團提供支援
成立50億元「上坡基金」

■公務員
檢討各紀律部隊職系架構，增加人手，
並加快興建宿舍、增加中醫治療福利待
遇等

■紓解民困
寬減75%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上
限兩萬元
寬減75%利得稅，上限兩萬元
寬免公屋租金一個月
發放額外一個月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
貼及傷殘津貼金額
擴闊薪俸稅邊際稅階，由現時4.5萬元
增至5萬元，並降低每個稅階的邊際稅
稅率1個百分點
子女免稅額由目前10萬元提高至13.2
萬元，與個人基本免稅額看齊

■交通
更新和規劃新界西北往來市區的交通
網絡
善用科技解決交通擠塞及停車位不足
的問題

經濟方面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以先行先試方式給予港人國民待遇

■拓展東盟及「一帶一路」發展機遇
為區內國家提供即時電子商務簽證服
務

■創科產業及智慧城市
盡快成立「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
建立空間數據共享平台（CSDI）
推出有法律效力的個人電子身份
（eID） 和 研 究 電 子 工 商 登 記
（eBR）

■旅遊業
拉動「主題旅遊」
引入「水上的士」在郵輪碼頭運作及
完善周邊配套
與粵港澳大灣區加強合作，開拓「一
程多站」的旅遊產品
覓地興建「休閒垂釣基地」

民建聯部分建議

資料來源︰民建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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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護國家憲法天經地義 香港屬於紅色乃理所當然

反對派參選只是政治表演
昨天是「國家憲法日」，香港與內地

一樣也舉行了旨在宣傳憲法、落實憲法
的紀念活動。同時，全國人大代表的選
舉工作也在進行之中。反對派一方面要
參與人大選舉，但另方面，又在耍弄花
招，屬於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在
報名時，竟然不肯簽署擁護國家憲法的
確認書，還聲稱什麼不想開這個先例云
云。他的說法，如果不是無知到極點的
話，就是不尊重國家體制的狂妄之言。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憲法確立的國家
根本制度，要想成為人大代表，自然就
要擁護國家憲法，就必須簽署有關確認
書，這不僅反映出參選人的誠意，更是

是否尊重國家體制的體現。試問，一個
人如果連憲法這個國家的根本大法都不
擁護，他還有什麼資格成為國家體制的
一員呢？不尊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
度，但他又想參與國家治理的神聖使
命，這不是荒天下之大謬嗎？郭某人身
為立法會議員，並不是政治白丁，看來
不會不懂得這個道理，但他明知如此，
就是不肯簽署，擺明就是來攪局。這證
明了反對派所謂參選，只不過是一場政
治表演而已。

香港自回歸起就在紅色中國版圖內
另外，憲法明確指出，國家的建設是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香港回
歸祖國，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

港從整體而言，當然也是在中國共產黨
的領導之下。反對派不肯擁護憲法，甚
至污衊中共對香港的領導是「染紅」，
這是違背憲法的。眾所周知，紅色是中
共的象徵之一，國際上素來有「紅色中
國」之稱。紅色也就成為了反對派攻擊
的焦點，以此來排斥國家，在國家和香
港之間製造對立。在反對派長期的污衊
之下，紅色在香港被污名化，中共似乎
成為了一種不能公開談論的「禁忌」，
「染紅」也成為了負面的詞匯。香港
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有歷史的原
因，但更大程度上是反對派對中共長
期的污名化，他們不斷給港人洗腦，
令香港一些不太了解國家、國情的
人，對中共產生了負面的觀感。一個

國家的執政黨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上正
常地展開工作，甚至連提也不能提，
否則就會被扣上各種各樣的帽子，全
世界也沒有這樣的道理。
現在應該是正本清源的時候了！中聯

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在香港舉辦的「國
家憲法日」座談會上指出，香港在回歸
後，在國際政治版圖上已成為「紅色中
國」的一部分，不存在是否染紅的問
題，因為「香港本來就是紅的」 ，中
共領導香港，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王
振民之前也曾提及，本港有人經常攻擊
和謾罵中央政府及中共，他形容這些人
的頭腦是花崗岩，總是糾纏中國過去的
不幸事件，打開民族已經癒合的傷疤，
不願接受香港已經回歸的政治現實。的
確，這些人好比將頭埋在沙中的鴕鳥，
不願意正視國家的進步，不願意與時俱
進，不願意面向未來，不是愚昧無知就
是別有用心。

中共領導中國是時代和人民的選擇
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進行現代化建

設，這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也是寫入
憲法的國家根本原則。香港的命運和祖

國的命運密切相連，實際上就等於香港
的命運和中共的命運也是密切相連的，
兩者一榮俱榮。因此，香港人對於中共
不但不應當抗拒，反而應當認真了解、
衷心擁護。在中共的領導下，中國已經
從一窮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不久的
將來還將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
充分證明了中共的路線之正確、領導之
有方。在當前這個錯綜複雜的國際政經
局勢下，世界不少地方都處於動盪不安
中，香港能夠置身於這個大時代，搭乘
中國快速發展的順風車，真可謂是香港
之幸、人民之幸、時代之幸。

香港不可能被「染黃」
前幾年所謂顏色革命在世界多個國

家橫行，反對派癡心妄想將這股禍水
引入香港，違法「佔中」行動也想將
香港「染黃」。但他們忘記了一個事
實，香港早就有了屬於自己的顏色，
那就是堂堂正正的紅色，是染不黃、
抹不黑的。反對派企圖否定憲法的權
威，這是違背歷史潮流，注定要失敗
收場的。

從回歸之日起，香港就納入了國家憲法體系和治理體系。目前正在舉行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

舉，要求候選人必須簽署擁護國家憲法的確認書，這本屬天經地義之事，但報名參選的反對派立法

會議員郭家麒偏偏不肯簽署，這證明其根本就不尊重國家憲法，不承認憲法所訂立的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制度，所謂的參選只不過是一場政治表演而已。另外，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這也是憲

法所確立的國家根本制度，如果說中國是紅色的話，香港當然也是屬於紅色的版圖之內了，根本就

無所謂什麼「被染紅」之說。

趙興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區政府就2018/19年度財政預算案展

開諮詢公眾的程序。民建聯昨日率先

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見面，主席李慧

琼強調，期望今屆特區政府在首份財

政預算案，同樣能夠展現施政新風及

理財新哲學，並能提出一份有遠見、

有魄力的預算案。為回應目前的社會

新形勢，民建聯就民生福利、經濟發

展以及稅項寬減等三方面，合共提出

139項建議（部分建議見表）。

民記139招獻財爺
盼預算案莫守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利雅德時間
12月3日）結束訪問沙特阿拉伯
前，在傍晚與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
默德．本．薩勒曼會面。她在會面
中欣悉沙特阿拉伯希望與香港加強
在不同領域的合作，並相信香港提
供的服務，有助沙特阿拉伯推展其
「2030願景」，並鼓勵更多沙特阿
拉伯企業來港發展業務，與香港共
拓商機。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是國際金融
和商業中心，內地及海外企業在香
港有多達8,200個辦事處，當中四
成半是地區總部或地區辦事處。香
港上月與東南亞國家聯盟簽訂了自
由貿易協定，加上與內地簽署的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
關係的安排》，以及完善的制度和
優質的專業服務，令香港成為海外
企業進入內地以及亞洲市場的最佳
平台。

立法會補選於
出年3月11日舉
行，涉及嘅選區

或功能界別都只得1席，當然又係計到
盡、爭崩頭。唔少網民都話又係時候睇
吓反對派個「食相」，講真，佢哋個食
相真係幾特別㗎，例如「民主動力」話
要搞「初選」，但港島就「有倫理」要
讓路；新界東、九龍西要「初選」，想
落場就要交幾萬蚊過咗呢關先。但報名
方法呢？噚日宣佈參選新界東嘅「撐
獨」區議員陳國強就話唔知，網民揶揄
佢「『初選』就畀（俾）『販（泛）
民』DQ（取消資格）咗」。九龍西方
面，講咗好幾次「青症」冇「Plan
B」，但有媒體依然話「青症Plan B」
讓路畀姚松炎選九西，搞到「青症」的
士梁（梁頌恆）都出文揶揄「『青年新
政』竟然有事小弟係完全不知道的」，
仲質疑姚松炎做乜要轉跑道。補選仲有
幾個月已經打成咁，遲啲一定仲多花生
食。
除咗「有倫理」嘅港島已決定要畀返
「中箭」（「香港眾志」）出選，新東同九
西呢幾日都係狂打開口牌，係咁彈出彈
入嘅姚松炎又選又唔選最終都話去馬，
即刻大把人幫手「造王」，連反對派媒
體都出咗條「『青症Plan B』退出改撐
姚松炎」嘅新聞，激到的士梁死死吓。

的士梁回帶參選聲明質疑
的士梁噚日已經喺 facebook 話︰

「『青年新政』竟然有事小弟係完全不
知道的，我看來應該收山引退了……」
再加多個「痴（黐）筋」嘅hashtag（標
籤）。可能道氣仲未消，的士梁之後又
出多篇文，引用姚松炎嘅參選聲明，質

疑佢︰「那
原本建築、
測量、都市
規劃及園境
界 那 一 席
呢？噢……
我都係出返
去 先 ……
Sor （ 對 唔
住）……」

唔少網民都加入鬧爆傳統反對派咁樣
出口術。「Isaac Cheung」就話︰「讓
路畀姚松炎？個腦係咪載（裝）屎？」
「Tinki Lo」揶揄︰「原來『民主派初
選』當初有預『青政』，好彩你哋識趣
fu×k off （死開）咋。」
「Patpat Lau」就安慰道︰「算啦，

巴生（巴治奧，的士梁另一花名），隨
得佢地（哋）風繼續吹啦。」「Wing
Tang」就踢爆︰「功能組別無得羸
（贏）嘛！」「Rita Kwan」就同情表
示︰「叫基哥（民協馮檢基）情何以
堪。」
新東方面都好熱鬧，反對派陣營入面

噚日又殺出個程咬金，就係陳國強嘞。
佢噚日喺facebook宣佈自己會參加新東
「民主派初選」，但明顯就係想踩場，
事關佢之前就出咗文話︰「香港島補選
堅持有『政治倫理』，新界東就不適
用？新界東無『倫理』呀？」唔少網民
覺得佢講中心聲，佢亦喺自己篇文下面
留言︰「見到班『泛民』政黨大哥，真
的想揮權（拳）。」

「撐獨」區員未報名已DQ
之後佢就喺fb貼出自己嘅訪問，內容
講到佢根本就唔知「泛民初選」點報名
同點交錢，仲話連佢咁活躍嘅政界人士
都唔知，批評「初選」做法唔公平咁
話。「Wong Wai Keung」就揶揄︰
「『初選』就畀（俾）『販（泛）民』
DQ（取消資格）咗。」之後再搞事咁
問多句︰「『初選』乜人有權投票先？
民建聯可唔可以參加？」
「北區水貨客關注組」召集人梁金金
（梁金成）就好支持陳國強參選，仲話
「笑下（吓）班人都好㗎！」佢又質疑
「初選」究竟有幾認真，話扣埋聖誕、
元旦、農曆新年假期，出年3月11日之
後唔知幾時先「初選」咁話，同埋到底
之後輸咗嘅「小氣方丈和所謂大黨，是
（否）會全力協助拉票助選呢？」
「Andy Ng」就預示︰「小心又鎅票
論，你知有d（啲）人（意指『新民主
同盟』范國威）恨做議員恨到發燒，咁
啱佢師傅（鄭家富）又宣佈唔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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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松炎踩入九西「青症」竟「被讓路」
&&
&
1��李慧琼昨日於會面後向傳媒表示，從今

年本港的經濟狀況可見，整體表現理
想，加上當局在賣地和印花稅收入急增，預
計特區政府本年度的財政盈餘，將創下逾千
億元的新高。李慧琼認為，特區政府毋須儲
備太多款項，應該回饋給市民。

李慧琼：善用儲備增投資
她並指出，特首林鄭月娥強調新一屆政府
的施政特色是積極、有為。在此施政新風
下，民建聯提出「投資未來、分享成果」為
主題的預算案建議。

此外，李慧琼認為，面對新的形勢、新的
時代，特區政府應該善用手上龐大的財政儲
備，為香港謀劃未來，建議加大長遠社會投
資的力度，進一步推動經濟，同時積極處理
各項民生難題，讓廣大市民分享經濟成果，
為香港未來的持續健康發展打下穩固基礎。
李慧琼更提到，現今科技一日千里，很多

社區問題可以透過科技解決，但香港在推動
高新科技的工作上，遠遠落後於大環境，情
況未如人意。
關注科技發展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建議增撥資源，加強基礎研究的同時，亦須

加大力度在中游及應用研究的領域，以推動
本港科研成果產業化。

首置印花稅減半助「上車」
另一方面，李慧琼更提到房屋問題為目前

社會上其中一項核心問題，政府可為首次置
業的永久性居民，提供印花稅折扣，例如樓
價在800萬元或以下的單位，可將印花稅減
半，減輕「上車」的壓力。
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則建議考慮豁免退休

長者自住物業的應繳差餉，及放寬俗稱「生
果金」的高齡津貼離港限制。

■林鄭月娥與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王儲會面。

■反對派媒體稱「青症」
讓路給姚松炎。 fb截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與財政司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與財政司
司長會面後見傳媒司長會面後見傳媒。。 中通社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