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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款逾700億 惠及兒童基層長者各階層 財爺稱積極跟進

「逍遙遊」網結業 旅議會難施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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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長者醫療券計劃，及為每位長者
額外注資3,000元醫療券

■60歲或以上長者均可享有2元乘搭車
船優惠

■65歲以上合資格長者免費使用平安
鐘服務

■65歲以上長者免資產審查申領生果
金

■生果金、傷殘津貼及長者津貼發雙糧

■豁免退休長者自住物業差餉

■為公屋住戶、N無夾心階層、低收入
在職家庭發放特別津貼

■設置輪候公屋租金津貼

■全免2017/18年度薪俸稅及個人入息
稅，上限4萬元

■將薪俸稅邊際稅額由4.5萬元提升至
5萬元

■將子女免稅額提高至13.2萬元

■為私人醫療保險、強積金自願供款、
租樓及聘請外傭扣稅

■為首次置業（樓價800萬元以下)港
人免印花稅及按揭保險保費

■為更換電動車車主豁免首次登記稅

■寬免全年差餉，上限為每季2,500元

■為罕見病患者設立專項基金資助用藥

■設立家暴及性暴力支援基金，援助受
害者

■為全港婦女免費定期作子宮頸檢查及
接種子宮頸疫苗

■設立嬰兒基金

■每名港童發放每年2,000元兒童醫療券

■擴展「一校一社工」至幼稚園及小學

■全港全日制學生均可半價乘搭車船

■牙科保健擴至中學

■發放學童書券

■豁免DSE考試費

■提高持續進修基金受惠金額至3萬元

■寬免合資格大專學生貸款還款額

■加大創新科技及科技教育的投資

■為紀律部隊人員提供醫療保險制度

■檢討、改善紀律部隊薪酬職系架構

■加碼寬免利得稅

■寬免商業登記費和各種牌費

■為投資初創企業的基金提供稅務優惠

■請全港市民免費觀看世界盃

■向40歲以上永久居民派發1,000元
體檢券

資料來源：民建聯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民建聯35項惠民建議

剛到香港不久，就有朋友約我同去參觀
藝術工作坊，這是幾位藝術專業畢業的年
輕人合作經營的一間個性化小店，為顧客
提供創作場所、原料和藝術指導，幫助顧
客隨心創作個性化的油畫、手繪帆布包等
藝 術 品 。 這 間 名 叫 「OSCARY ECO
ART」的藝術工作坊，和其他幾十間大大
小小的創意店，共同安家於鴨巴甸街 35
號，這個藝術聚落，名叫「PMQ 元創
方」。

（一）初遇：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
初見元創方的英文名「PMQ」，百思不

得其解，查過資料才知道，它的創立，是
源於香港特區發展局的歷史建築活化項
目。

1889年，香港皇仁書院由原址遷往鴨巴
甸街和荷李活道交界處。二戰時書院被嚴
重損毀，於1951年被改建為員佐級已婚員
警宿舍，後因年久失修而空置。2010年，
這裡被鑒定為香港三級歷史建築，隨後被
列入「保育中環」歷史建築活化項目，活
化為創意中心。PMQ，其實就是 Police
Married Quarters（已婚員警宿舍）的英文
縮寫。

事實上，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自2008年4
月成立「文化保育專員辦公室」以來，與
慈善機構等非營利組織合作，分期、分批
持續推出「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積
極探索兼顧經濟和社會效益的歷史建築保
護之路，至今已取得至少20項成果，除了
PMQ，還包括將老式唐樓活化為藍屋建築

群 、將必列者士街街市活化為香港新聞博
覽館、將北九龍裁判法院活化為薩凡納藝
術設計大學等等。許多曾經斑駁蒼老的歷
史建築，都被活化為公眾活動區、學校、
博物館或藝術創意中心，煥發出新的生命
力。

後來，我還多次去過元創方，有時是帶
小朋友去參加兒童藝術工作坊，陶醉於工
匠生活之樂；有時是去看顧客們的DIY創
作，尋得工業化生活中的一點性靈；有時
是去看看一樓玻璃櫥窗裡那排頗富現代感
的「藝術家的椅子」，欣賞一下新出品的
時裝、攝影、陶藝漆器等作品，開開腦
洞，啟發生活靈感。

（二）再遇：鴨巴甸和阿伯丁
元創方藝術創意區的銀色鐵柵欄大門

上，「鴨巴甸街35號」黑底白字的門牌十
分顯眼，令我一開始就對「鴨巴甸」這個
帶着一絲滑稽的中文譯名產生強烈好奇。
查到的簡介，只說這條路「是以當時英國
外交大臣鴨巴甸勳爵命名的」。由於香港
的英文譯名與內地翻譯標準大相逕庭，所
以有很長一段時間，除了這句話，我再沒
查到跟這位鴨巴甸勳爵有關的任何史料。

直到重看弗蘭克．韋爾什先生的《香港
史》，看到「在19世紀的英國政壇，新任
外交大臣阿伯丁勳爵……」，突然腦子裡
電光一閃，哈！「鴨巴甸」──原來就是
這位阿伯丁勳爵。

書中寫道：「1842年1月，阿伯丁進一
步闡明了政府的指令，香港不再被看為永
久的英國屬地，而是僅僅被視為討價還價
的籌碼……一個軍事佔領的地點，女王陛
下政府實現對華目標時有可能歸還給中國

政府……最好是既避免維持一個殖民地的
開支和麻煩，又能保證至關重要的貿
易……但是，璞鼎查認為保留香港……這
樣一個殖民地乃是必要的」，如果沒有後
來這位香港總督璞鼎查，如果鴨巴甸勳爵
得以貫徹他的思路，香港會不會早在 100
年多前就回歸祖國了？只是，歷史永遠無
法假設。

（三）又遇：藝術姊妹「油街實現」
元創方之後，經由朋友介紹，我還去參

觀過位於天后的另一個創意中心──「油
街實現」。

油街實現由香港皇家遊艇會會所的歷史
建築活化而來，這個名稱其實是這裡的門
牌號「油街12號」的粵語諧音，同時也寄
託了創建者們對「藝術在油街得到實現」
的美好祝願。這個藝術區雖然面積實在只
能算「袖珍」，但設計頗見巧思。這裡不
定期展出一些繪畫、裝置藝術作品，或開
辦藝術講座、工作坊之類。2015年，藝術
家利用廢棄物資在此建造了盆景景觀「白
做園」，並用霓虹燈在圍牆上拼出「不做
白不做，做了也白做，白做也得做」，以
此探討關於現代社會「有用」與「無用」
的思考，一時傳為美談，也成為那段時期
許多遊人來港的拍照必選景點。

現代文化創意產業如何發展，如何在疾
速向前的時代裡，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回
自己的定力──顯然，文化藝術從業者和
愛好者們都在努力尋找和堅持，社會大眾
也在努力參與和支持。

（四）待續：歷史的存續和藝術的發展
元創方、油街實現的藝術創作及創意產

業，得到了香港特區政府和負責專案開發
的非營利組織在稅收、租金等方面的諸多
優惠，並與商業作了部分結合。當然，藝
術、創意與商業的結合向來都非易事，這
裡大部分商舖的生意看起來還是略顯清
淡，真正稱得上創意的產品似乎也不夠
多。但隨着一次次走進元創方，我分明感
到，曾經的歷史，在這裡鮮活了起來，再
經由一代代香港人不斷書寫新的歷史，終
於將曾經泛殖民化的現實，漸漸沉澱轉化
成了這座多元城市的歷史記憶和藝術記
憶。

記得近二十年前，我的一位老師寫下這
樣的讀書筆記：「如果人類一味只追求
快、快、快，最後就只剩下 to die」……
綿延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從塞外大漠到春
雨江南、從長白山下到香江之濱，在九百
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曲折向前，它

既古老又年輕，既多艱又堅韌，既脆弱又
頑強，似乎始終藏着某種生生不息的密
碼。如果沒有文化自覺與保護，許多歷史
和承載歷史智慧的文化藝術載體，如元創
方般的建築、書籍、雕塑、藝術、思
想……恐怕就只能湮沒在歲月風雨中，待
到人們有一天束手無策，想回望走過的
路，尋找未來的啟示，卻再也尋不到。所
以，越是發達的文明越擁有足夠的胸懷與
從容，越懂得珍惜和保護自己的歷史和文
化。

真正有意義的創造，往往是在大量的試
錯之後才出現的；社會發展的真義，往往
是在無聲的堅韌中逐漸顯現的。我想，這
才是超越眼下的時代、超越急功近利的創
意渴望、超越眼前的短暫商業考量之上，
鴨巴甸街 35 號和「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
劃」存在的最大意義。

遇見：鴨巴甸街35號
社工部 朱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旅遊網站
「逍遙遊 Happy Trip」突然結業，消費者
委員會總幹事黃鳳嫺表示，該會暫時收到一
宗相關投訴，她提醒巿民於網上購買套票
時，應光顧信譽良好平台。旅遊業議會總幹
事陳張樂怡表示，至今收到26名旅客查
詢，惟因有關旅行社屬無牌經營，議會未能

提供協助，呼籲消費者光顧旅行社或網站
前，要查清楚其是否持牌。

陸頌雄：盜用登記編號疑詐騙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至昨日下

午收到24名市民求助，逾百人受影響，涉
款近40萬元，懷疑事件是新型詐騙手法，

並非一般旅行社倒閉事件，已交由警方處
理。
他表示，發現逍遙遊網頁盜用一間旅行社
的旅遊業議會登記編號，顧客繳費後從未收
過正式的電子機票或酒店確認信，轉賬的戶
口是一個私人戶口，懷疑逍遙遊是一間虛構
的網上旅行社。
他提醒市民在繳費時不要輕易轉賬至個人

賬戶，並敦促警方嚴正跟進。
黃鳳嫺昨日在消委會記者會上表示，該

會至今收到一宗相關投訴，由於警方已接

手調查，故不便評論具體情況，但會密切
監察情況，並盡量協助投訴人跟進。她提
醒巿民在網上旅遊平台購買套票時，應光
顧信譽良好店舖或網站，巿民亦可於旅行
代理商註冊處，查閱有關旅行社是否領有
牌照。
她並指，巿民可留意有關網上旅行社的收
款戶口，以公司抑或個人名義持有，若向私
人戶口付款，或未能證明其與旅行社有交
易。市民亦要留意產品的購買條款及退款安
排。

陳張樂怡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表示，旅
議會收到26宗有關求助，惟因有關旅行社
並非議會會員，顧客不受印花稅保障，議會
亦未能為顧客提供協助。
她解釋，旅行社申請牌照的其中一項條

件，是要先成為旅議會會員，故非會員經營
商必屬無牌經營。她指有關牌照資訊透明，
提醒消費者可於旅議會或旅行代理商註冊處
網站查詢。她又要求日後政府成立的旅遊業
監管局，除了監管實體店外，也應監管網
站，更好地保障消費者權益。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在有充足財
政盈餘情況下，民建聯認為應該用

約半盈餘解決民困，與民分富。陳茂波認
真聆聽了民建聯的建議，表示會積極跟
進。
李慧琼表示，去年本港經濟表現暢
旺，印花稅、賣地收入及投資收益急
增，據政府公佈數字，至第三季已錄得
逾千億元盈餘。據各大會計師行公佈的
估算，政府盈餘均創新高，民建聯取平
均數估計，政府盈餘起碼逾1,500億元。
民建聯早前就財算案的建議，偏重加大
科創投資、致力拓地建屋及改善公共醫
療等重要領域。民建聯長期落區，深深
明白市民生活艱難，要捱貴樓或貴租，
尤其要照顧小朋友和長者的家庭。因此
收集社會各階層訴求，匯集成35項重點
建議，希望政府採納。

李慧琼：助推體育熱潮
民建聯建議中比較特別的，是希望政
府與取得世界盃獨家播映權的傳媒合
作，讓全港市民可以免費觀看世界盃。

李慧琼說，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很多市
民都十分關注，政府應響應民意讓全港
市民能收看世界盃，此舉也有助推動體
育熱潮。

張國鈞冀醫券額外注資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表示，在關顧長

者方面，民建聯提出向每個長者醫療券
額外注資3,000元，不設使用期限。及
降低醫療券受惠年齡至60歲或以上，
增加金額至3,000元及無限期使用。長
者2元乘搭車船優惠放寬年齡限制至60
歲以上。為全港65歲以上獨居及雙老
同住的合資格長者免費安裝「平安鐘」
並豁免每月收費。65歲以上長者免審查
申領生果金等。減輕中產稅務負擔方
面，寬減全部薪俸稅及個人入息稅，上
限4萬元。提高子女免稅額至13萬2千
元。為首次購買800萬元以下居所的香
港永久居民豁免印花稅及按揭保險保費
等。

蔣麗芸再提嬰兒基金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
議員蔣麗芸介紹，民建聯再次提出設立
由政府、家庭及第三方共同供款嬰兒基
金，為每名新生嬰兒設立持續累積賬
戶，每年視乎盈餘為每名嬰兒賬戶存入
撥款，讓嬰兒長大後有一筆錢可以用於
進修、置業及應付危疾。及擴展「一校
一社工」計劃至幼稚園及小學，恢復學
生車船半價優惠，牙科保健擴展至中
學，及為每名小學生及中學生提供2,000
元書券，鼓勵閱讀習慣等。

葛珮帆籲設基金推創科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民

建聯議員葛珮帆表示，民建聯希望政府
加大對創科業的支持，成立更多專項基
金，推出更多創科基建。民建聯相信創
科將為香港經濟發展新方向，增加相關
投入，對加強香港競爭力很重要。
她又建議為中小企及初創企業提出系

列稅務優惠。並建議向40歲以上永久居
民派發1,000元體檢券，以體現注重預
防、早發現早治療的公共醫療新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過去

一年香港經濟暢旺，庫房「大水

浸」，保守估計錄得破紀錄財政盈餘

逾 1,500 億元，整體財政儲備逾萬

億。民建聯繼早前就財政預算案向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提出139項偏重經

濟發展的建議後，昨日再見財爺提出

35項改善民生的重點建議，惠及兒

童、基層、夾心階層和長者等各階

層，涉款逾700億元。

■元創方裡，展現了不少香港設計師的品牌和作品。 資料圖片

■■民建聯對民建聯對《《財政預算案財政預算案》》提出提出
涉款逾涉款逾700700億元改善民生建議億元改善民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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