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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健訪天水圍向市民拜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中聯辦副
主任楊健於年初二（17日）到訪天水圍，
了解議員的地區工作，及轉達中聯辦主任
王志民的問候，並向市民拜年。

轉達王志民主任問候

楊健當天與天水圍區議員李月民、湛
家雄、趙秀嫻、蕭浪鳴、馬淑燕等見
面，就天水圍新市鎮的發展及民生等方
面表達關注，並逐一向在場區議員查詢
詳情，希望他們做好為民發聲的工作。
楊健又專程考察位於天水圍市中心的

國旗旗座及關於國旗的介紹牌。他讚賞
天水圍市民擁有愛國情操，更為國旗法
在港實施確立成功例子，希望國歌法能
盡快在香港通過立法及順利實施。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楊小嬋陪同考
察。

公 署 拜 年

年三十，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全體
同仁向香港同胞拜年。駐港公署的fb專頁當日上載視頻，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謝鋒在視頻中帶領公署員工向香港同胞拜年，祝
大家新春快樂、闔家幸福、萬事如意。在公署fb的有關帖子中
寫道：「辭舊迎新之際，外交部駐港公署全體同仁向香港同胞
致以最誠摯嘅新春祝福同良好祝願！多謝大家過去一年嘅支
持！祝大家戊戌狗年身體健康、闔家幸福、萬事如意、恭喜發
財！」
■楊健到訪天水圍了解該區地區工作。

■楊健(左三)考察區內的國旗旗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於本月底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普羅市民均期望特區
政府派錢。陳茂波日前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承認，本財政年度錄得政府盈餘高，但確實金額未至於坊間估計般
高，又表明不認同澳門全民派錢的方式，因政府運用財政盈餘時不能夠短視，為了取悅社會一部分人士便大力
推出一些短期所謂「派糖」措施。他表示，會盡量在短期措施、經常性開支與投資未來等方面求取平衡，讓資
源用得其所。

陳茂波表示，諮詢期間收到很多不同的
意見，有人提議大力推行惠民措施，

亦有意見認為要着眼投資未來。他並指，
去年編制預算案時，測算財政盈餘逾 900 億
元，當時拿了約 350 億元來推行一些短期的
紓緩與分享措施，相信今年的比例會更
高。惟他指出，在考慮短期「派糖」措施
的同時，亦需着眼於香港未來，「長遠將
這些錢用得其所，為社會解決問題，為社
會能夠用好這些資源。」

無意再調低薪俸稅稅率
陳茂波於節目上未有直接回應會否有退

稅，只說現時薪俸稅的標準稅率，在全球
而言很有競爭力，不打算再調低，但知悉
社會的稅務負擔和壓力。他強調，不應因
為短期盈餘高便貿然改變稅率，否則會令
市場訊息混亂。他並指，樂意考慮針對個
別行業推出稅務優惠，但不會「一刀切」
降低利得稅標準稅率。

張建宗：扶貧工作「停不了」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日前出席另一個電台
節目時則表示，預算案將推出多項利民惠
民措施，直言扶貧工作「停不了」，包括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及允許在福建養老長者

領取生果金等，同時為「低收入在職家庭
津貼」全面拆牆鬆綁，例如考慮聯同社服
機構及少數族裔的宗教領袖，以「洗樓」
的形式向市民宣傳計劃，讓更多自力更生
的市民知悉並申請計劃。他形容政府全面
聆聽民意、全面回應，盡量吸納社福界民
意。

羅致光盼有「福潤社群」好消息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日前亦透過網
誌提出新年願望，並指明白到社會各界均
對新一份預算案抱有不同期望。他表示，
勞福局有在勞工與福利範疇上積極爭取資

■陳茂波承認，本財政年度錄得政府盈餘
高，但確實金額未至於坊間估計般高。
財爺網誌圖片
源，亦期望財政司司長會有「福潤社群」
的好消息。他說：「但正如我最近回答議
員和社福界同工時常常強調，很多時我們
計劃服務的增加，除了錢的考慮，還必須
要有人手，特別是專業人手的配合，始終
要循序漸進。」

麥美娟贊成派錢：不少於 6000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財政預算
案發表在即，特區政府會否向市民派錢成
為其中一個焦點。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
娟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今個財政
年 度 財 政 盈 餘 估 計 達 1,300 億 至 1,400 億
元，必須要讓基層市民享受經濟成果，贊
成政府派錢。不過她亦指出，特區政府在
派錢之餘，也應在醫療、福利及勞工等範
疇有長遠的政策規劃，同時檢討現行稅
制，以達財富再分配之效。
麥美娟指出，去年股市暢旺，香港印花
稅收入特別高，「但什麼人獲利及多收
入？不會是基層，更重要是如何將錢用在
基層市民身上，讓他們享受經濟成果。」

她認為，雖然現時經濟狀況理想，不需
靠派錢來刺激消費意慾，但工聯會仍贊成
派錢，並相信金額不應少過上次的 6,000
元，「有基層市民話，唔派我都唔知你點
用（啲錢），不如派給我自己用。」

籲政府訂長遠政策規劃
惟她指出，派錢同時也要就各項政策作
長遠規劃，「派錢只是短期措施，要做長
期工作，例如要為有初生嬰兒的家庭提供
假期及津貼等支援，同時亦要處理好退休
保障、取消強積金對沖、勞工政策等問
題，也要支援少數族裔的就學及就業問
題。」

麥美娟認為，特區政府應全面檢討現行
稅制，包括讓有能力及盈利豐厚的企業交
多一點稅，以達財富再分配之效。
她舉例指出，香港醫療開支佔政府整
體開支百分比不及鄰近國家及地區，故
特區政府應做好基層醫療，以減輕日後
公營醫療壓力，包括增加培訓牙醫、西
醫及護士，「否則每年增加醫療開支都
無用。」她同時建議增加醫療券金額，
及在賣地條款上增加某百分比要作院舍
用途的條款。

倡生果金免審查降至65歲
福利方面，她建議將現行生果金免資產

審查的年齡由 70 歲降至 65 歲，同時調高可
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上限，及將公共
年金計劃豁免資產審查，令更多長者受
惠。她說：「過去幾年社福開支大幅增
加，但是否用得其所，令市民直接受惠
呢？因此必須集中去做，例如重新考慮再
推N無人士津貼。」
出席同一節目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
家麒批評政府永遠計錯財政盈餘，認為
政府應加大力度投放於長者醫療開支，
尤其 2036 年本港長者比率將增至 31%。
對於應否派錢，他卻認為除非經濟不景
需刺激消費，否則未能針對性地解決問
題。

政府應善用盈餘與民共享

財爺講明不想「派糖」
「讓資源用得其所」

*
過去一年，本港經濟暢
旺，印花稅、賣地收入及
投資收益急增，令政府在
去年第三季已錄得過千億
元盈餘。在計及第四季開
始收取稅款，保守估計，
政府在 2017 / 18 年度的財
政盈餘極有可能達到 1,500
億元。民建聯認為，在庫
房「嚴重水浸」情況下，
政府除了繼續投資未來，
發展經濟，創造就業機會
外，亦必須善用約一半盈
餘，在本月底公佈的新財
政預算案中，推出更積極
措施，以還富於民，改善
民生，讓全港市民共享香
港經濟成果。
在目前估計約 1,500 億元
盈餘的最新財政狀況下，民
建聯針對社會各個群組及階
層的需要，向政府提出 35
項、估計涉及超過 700 億元
的進一步建議。
我們認為，特區政府在積
極有為的施政新風下，必須
繼續投資未來，發展經濟，
特別是加大科技創新及科技
教育的投資，並為投資初創
企業的基金提供稅收抵免，
鼓勵創投及天使基金投資初
創企業，及加強包括新界區
道路及鐵路網的基礎建設，
及增加醫護人手和病床數
目，以應對不斷提高的醫療
服務需求。

應撥一半資源關顧各階層
另一方面，在錄得創新高的財政盈餘
下，政府應當撥出約一半資源，關顧各
階層及群組的需要及訴求，與市民共享
經濟成果。
在加強照顧長者方面，民建聯建議政
府應優化長者醫療券計劃，措施包括向
每個長者醫療券戶口額外注資 3,000
元；同時，降低醫療券的受惠年齡至
60 歲或以上，並增加金額至 3,000 元及
放寬至無限期使用。此外，亦應擴大兩
元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的受惠對象至
60歲或以上長者。
至於扶助基層方面，政府應積極推出
紓解民困措施，包括豁免公屋及房協甲
類房屋租戶租金一個月，及透過關愛基
金，向 N 無人士提供一筆過的現金津
貼，並向領取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家
庭發放額外一個月金額。

增扣稅額 減輕中產負擔

做義工似返工 長者用魔術
「治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長者做義
工除了可回饋社會外，更能延緩自身的病
情。「老友」劉芝強與李惠貞以魔術點亮
長者及有需要人士的生活，出錢出力教班
及表演魔術。實際上，魔術減慢了芝強認
知障礙症的惡化速度，亦把惠貞由喪親之
痛的情緒困擾中拯救出來。
71 歲的芝強及年逾 60 的惠貞是一對魔術
搭檔，兩人健步如飛、腦筋清晰。訪問當
天，他們不消數分鐘便用氣球扭出卡通人
物及玫瑰花。退休前任職跨國公司董事的
芝強，以 48 歲之齡退休，定居加拿大。
2005 年才 59 歲的他卻被確診患上認知障礙
症。不過，疾病並未摧毀退休生活，至今
他面對記者的提問，反應敏捷，未見受病
情影響。
他說，在加國的社區中心首次接觸扭氣
球，學成後再教導當地的華人長者。由於

加拿大環境空曠，欠缺鄰里照應，芝強患
病後便返港。醫生叮嚀他切勿躲於家裡，
指多接觸社會及新事物對病情有效。
他返港後更積極參與社區服務，機緣巧
合下，長者中心有一批魔術用具，芝強嘗
試跟着說明書自學。

難忘教失明者表演魔術
芝強指為了牢記魔術表演的步驟，表演
或教班時也會盡量拍下照片，並且每日也
要練習。他向記者展示多張照片，指着一
張失明人士在商場表演魔術的照片說，難
忘那次他和拍檔前後花上足足 3 個月改造道
具，教失明人士玩魔術。
惠貞 5 年前才接觸魔術。她憶述，約 20
年前退下火線，專心照顧患病的母親。不
幸其兄、弟及母相繼去世，惠貞大受打
擊，飽受情緒困擾，「原來有父母兄弟並

非必然！」她形容，最差的時候整天睡在
床上，想着負面的事情。在心理醫生鼓勵
下，惠貞參加長者中心活動，繼而與芝強
成為搭檔。她坦言，魔術有助集中精神，
重拾笑容。惠貞笑言，表演時最愛留意長
者的表情，「在他們眼中玩魔術的都是男
性，看到有女性玩便會很留心。」

生命長度難改 寬度卻可控制
兩人形容自己「做義工做到像返工」一
樣，自行研究新的氣球造型。同時，為了
不想與其他表演者的魔術「撞橋」，兩人
出錢出力，不惜工本定期從海外訂購氣球
及魔術用具。
芝強提醒同路人，切勿整天躲在家中，
應學習新事物及參與活動，「人不能決定
生命的長度，但可以控制其寬度。」
救世軍油麻地長者社區服務中心隊長邱

■劉芝強與李惠貞出錢出力義務表演魔術及
教班，助人助己。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文俊表示，社交活動有助紓緩患有認知障
礙症或情緒困擾的人，不少長者中心以富
有趣味及愉快的活動模式，讓他們發揮其
自身能力。

對於一向稅務負擔沉重、生活壓力大
的中產，我們認為，政府應善用盈餘，
減輕他們的稅務負擔，包括加倍退還薪
俸稅，寬減 100%的薪俸稅，上限 4 萬
元。同時，建議增設四項薪俸稅扣稅
額，包括私人醫療保險供款及強積金自
願性供款扣稅額；上限 10 萬元、享用
期 20 年的居所租金扣稅額，及聘請外
傭開支扣稅額。
我們亦十分重視婦女及兒童青年權
益。民建聯建議為全港婦女免費提供定
期子宮頸抹片檢查及疫苗接種服務。同
時，為新生嬰兒設立具持續性及累積
性，用於進修、置業及應付危疾用途的
「嬰兒基金」，及早為香港新一代籌劃
將來。另外，為每名小學及中學學生提
供 2,000 元書券，以減輕學生家長的經
濟負擔；寬免大專生的專上課程學生資
助計劃經審查貸款還款額，建議每人受
惠總額上限兩萬元。
■立法會議員 陳克勤
註：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