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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鄭治祖）全國
兩會下月將於北京召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昨日在禮賓府與全國政協委員會面。據
特首辦昨日發佈消息指，林鄭月娥前日和昨日
一連兩日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
就共同關心的事項，特別是香港參與國家「一
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交換意見。
她鼓勵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支
持特區政府促進區內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
息流的工作，並協助向中央政府爭取更多便利
港人在大灣區以至內地其他地方學習、就業、
生活的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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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晤港區人代政協
共商「帶路」灣區發展

■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前日（左圖）及
昨日（右圖）在多
位司局長陪同下於
禮賓府舉行座談
會，與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和全國政協
委員就共同關心的
事項，特別是香港
參與國家「一帶一
路」建設和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交換
意見。
首辦昨日發佈消息指，行政長官林鄭
特月娥前日和昨日一連兩日與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就共同關心的事
項，特別是香港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建設
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交換意見。

鼓勵支持政府促區內「四流」
她鼓勵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
員支持特區政府促進區內人流、物流、資金
流和信息流的工作，並協助向中央政府爭取
更多便利港人在大灣區以至內地其他地方學
習、就業、生活的具體措施。
林鄭月娥連續兩日在多位司局長陪同下，
於禮賓府與港區人代及政協委員舉行座談

會。特首辦指，林鄭月娥向出席的 20 多位
港區人大代表和 60 多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表示，他們都是來自不同界別的翹楚，對內
地和香港事務認識深厚，肩負參議國事的重
任。
她續說，特區政府非常重視他們的意見，
因此繼去年 7 月舉行的施政報告諮詢會後，
再次邀約全體港區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
會面交流。

籲內企利用港平台「走出去」
林鄭月娥強調，香港正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將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等方面扮演更積極角色，期望各港

區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鼎力支持特區政
府，積極在內地推介香港在專業服務等方面
的獨特優勢，鼓勵內地企業利用香港的平台
「走出去」。
她續說，特區政府與廣東省和澳門特區政府
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正共同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的編制工作，包括將粵港澳
大灣區打造成國際創科中心。她鼓勵各港區人
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多向外介紹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支持特區政府促進區內人流、物流、
資金流和信息流的工作，並協助向中央政府爭
取更多便利港人在大灣區以至內地其他地方學
習、就業、生活的具體措施。
參加昨日會面的全國政協委員有近 60

人，會面歷時約兩小時。據引述，林鄭月娥
其間提到，希望香港的全國政協委員能夠集
體提案，向中央反映將大灣區提升至國家重
要戰略部署。有 19 名全國政協委員在會上
發言，主要圍繞「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
區，及深圳河套區發展 3 方面發表意見，還
有委員談到青年工作等。

籲善用河套土地 與內地優勢互補
全國政協委員王惠貞在會後表示，部分委
員關心深圳河套區的具體實施情況，她則在
會上建議，香港要與河套區結合發展，借助
內地產業推動香港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鄧清河指出，自己建議大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將於下周三發表現屆政府
首份財政預算案，外界普遍預料政府
今年會有大額盈餘。新民黨昨日再次
約見陳茂波，進一步要求政府為市民
及商界提供更多稅務寬免，並建議推
出「限購令」壓抑樓價，但未有提及
市民最關心的「派錢」問題。

陳家珮與財爺會面倡退稅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與南區區
議員陳家珮等昨晨與陳茂波會面，在
財政預算案公佈前提出更多建議。陳
家珮形容，中產人士一直是「夾心階
層」，雖然每年交稅，但可享用的福
利卻不多，要求特區政府考慮繼續提
供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退稅，並建
議維持去年的退稅幅度，即以兩萬港
元為上限退稅75%。
新民黨同時要求政府向商界提供稅
務寬免，建議將企業首 200 萬元利潤
的利得稅稅率由現時的 8.25%調低至
8%，並將標準稅率減至 16%，減輕中
小企所面對的壓力。

建議推「限購令」抑樓市
「上車難」的問題繼續困擾港人，
新民黨指出，特區政府去年從印花稅
取 得 逾 300 億 元 收 入， 較 2016 年 約
260億元大幅上升約30%，質疑壓抑樓
市的「辣招」已被市場消化，建議推
出「限購令」，規定部分住宅只可出
售予港人，同時設置最少 7 年的禁止
轉售期，日後轉售亦只可售予港人。
特區政府過往推出過與新民黨建議
類似的「港人港地」，陳家珮被問及
兩者的分別時說：「現時有很多市民
居於不安全及不衛生的地方，香港政
府有責任令所有市民都有安身之所，
所有辦法也要試。」
新民黨重申，早前提出將兩幅分別
位於啓德及青衣的土地改為興建公營
房屋，提供額外 1,600 個單位，並要
求政府額外向房委會、房協與市建局
注資，令相關機構日後推出資助房屋
項目時可為有需要市民提供更大折
扣。
容海恩表示，與陳茂波會面期間，

■左起
左起：
：Hussain
Hussain、
、麥美娟
麥美娟、
、林翠玲
林翠玲。
。
香港文匯報記者翁麗娜 攝

■新民黨成員會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中）提交財政預算案建議。
有為公務員爭取更多福利，包括建議
居屋為公務員設配額及為紀律部隊人
員購買團體保險，令他們有需要時可
以向私家醫生求診，此舉可減輕公營
醫療體系的負擔，對紀律部隊人員及
市民都有好處。

「民主思路」倡多措施助青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財政司司長
將於下周三發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社會普
遍關注預算案如何體現今屆特區政府的「理
財新哲學」。「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黃梓
謙昨日建議，預算案應推出協助年輕人持續
進修的措施，並考慮推出針對性的獎學金，
培養特定工種的人才。港大經濟及工商管理
學院助理講師阮穎嫻則認為，興建更多青年
宿舍可幫助弱勢青年有自己的生活空間。

推長期「青舍」助儲錢
黃梓謙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香港最迫
切的問題是樓價偏高，今天售價在 500 萬元
以下的二手物業只佔整體 40%，公屋輪候冊
更有 14 萬名單身非長者申請人，要等 4 年至
5年才可上樓。
他憶述，自己於 2006 年本科畢業時收入約
兩萬元，而當時租住一個新界北單位月租只
需 5,000 元，但今天已升至 1.3 萬元，「如果
沒有投資或事業向上流，如何儲蓄都追不上
樓價升幅。」他認為，政府應提供居住時間
更長的青年宿舍，讓青年有機會儲錢。

工聯籲增資助少族就業

新民黨促預算案增更多稅務寬免

區內的「9+2」城市應該做好份工，更好發
揮優勢互補作用，並建議特區政府公開更多
有關河套區發展詳情，並建議特區政府用好
內地的土地和資源，包括善用河套邊境禁區
土地。
全國政協委員施榮懷表示，香港應與大灣
區內的城市優勢互補，並贊成中央政府將粵
港澳大灣區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這樣做的
話，大灣區規劃能更好發揮協同效應，結果
會更理想、更暢順。
全國政協委員楊志紅則在會上表達對做好
青年工作的意見，她建議政府多支持組織一
些小規模、次數密的內地交流和實習工作，
增加香港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感。

助年輕人持續進修
黃梓謙續說，青年失業率為 9.5%，政府應
思考原因，想辦法減低青年失業率。由於知
識型社會需要持續進修，政府應推出職業主
導課程以回應創科、人工智能及大數據等社
會需要，並建議預算案應推出措施協助年輕
人持續進修，及考慮推出針對性的獎學金，
培養特定工種的人才，同時考慮為 24 歲以下
年輕僱員提供稅務減免，協助他們儲錢。
接受同一節目訪問的阮穎嫻認為，大多數
青年結婚後希望置業，部分人是由家長資助
置業，可見能否置業不是世代的問題，而是
有否「父幹」，同意青年宿舍可幫助弱勢青
年有自己的生活空間。
被問到是否應該派錢，黃梓謙指派錢並非一
定不好，但應縝密思考，因政府應將錢用於投
資未來，包括針對性減稅及增加青年宿舍等方
向。阮穎嫻則認為，派錢是協助年輕人最直接
簡單方法，應信任他們的選擇，可令他們自己
最開心，但不應該針對一個年齡組群提供資助，
而有限資源應給予最有需要的人。

多個政黨近日分別要求政府直接向
市民「派錢」，容海恩指，陳茂波在
會面期間未有談及會否「派錢」，及
將推出什麼措施。新民黨不反對有關
建議，但希望特區政府優先為人口老
化等社會問題做好準備。

料增逾億元落實小學「一校一社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
嘉瑤）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將
於下周三公佈，有消息指，
因應社會關注虐兒案，預算
案將會分階段落實小學「一
校一社工」計劃，透過加大
津貼額優化現行的「學生輔
導服務津貼」安排，加強學
童輔導服務，估計開支額外
增加約1億多元。

校方傾向優化「輔導津貼」
目前中學「一校一社工」
做法，是由社會福利署向非
政府機構提供經常性資助，
為每校分派全職駐校社工，
不過據了解，小學無意採取
類似的安排，而是傾向優化
現行的「學生輔導服務津
貼」安排，增加津貼額，讓
小學逐步落實計劃。
教育局資料顯示，小學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是按
學校班數發放，18 班或以上
的小學每年可獲發全數約 59
萬元的津貼；而 5 班至 17 班
的小學則將獲發放半數津貼
逾 29 萬元，學校可運用津
貼，聘用輔導人員或向外購
社工服務。
消息指，由於現時大部分
的公營小學已聘用註冊社工
及輔導教師，局方會於財政
預算案公佈後，就加額後的
津貼運用細節與小學界進一
步商討，而政府亦將設立過
渡安排期，讓學校有足夠時
間妥善安排。
有小學校長指出，學界
普遍認同小學「一校一社
工」可令學生輔導工作更
穩定，但亦關注現有供聘
請輔導老師的資源會否因
而減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不少少數族
裔即使在港居住多年，但讀寫聽說能力仍然差
強人意，有人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但不諳
中文，結果面試經理職位時，被要求考慮清潔
工人的職位。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昨日表
示，少數族裔普遍面對語言隔閡，就學及就業
均面對困難，建議財政預算案增加對錄取非華
語學童幼稚園的資助，並推行「少數族裔就業
計劃」，協助求職困難的少數族裔。
扶貧委員會本月初公佈《2016 年香港少數
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2016 年少數族裔
貧窮率為 19.4%，即使在恒常現金政策介入
後，貧窮率仍有 17.6%，當中以南亞裔的貧窮
率偏高，貧窮人口亦是最多。
找到工作是脫貧自立的第一步，但有少數族
裔因不懂中文成為求職障礙。長期服務少數族
裔人士的志願機構幹事 Hussain 昨日表示，勞
工處的服務大有改善空間，曾有求助人因患上
肺病，需由建築工人轉行為保安員，但勞工處
的就業大使知悉後，僅向事主提供一份建築公
司的名單，再無下一步轉介。

持碩士學位 面試後無回音
他續說，有求助人即使持有碩士學位及學士學位，試過
發出逾200封求職信，只得12封回覆，面試後亦無回音。
Hussain 表示，不少少數族裔均積極學習中文，以他個
人為例，曾報讀僱員再培訓局的中文課程，然而上堂內容
偏學術層面，較少生活用語，希望政府加強成人進修中文
的支援。

麥美娟倡仿效「中年就業計劃」
麥美娟表示，2016 年只有 1,043 名少數族裔人士在勞工
處登記求職，當中透過就業轉介服務而獲聘的個案僅得82
宗。她建議財政預算案推行「少數族裔就業計劃」，仿效
勞工處的「中年就業計劃」，並建議參與計劃的僱主可申
領每月4,500元的在職培訓津貼，為期6個月。
少數族裔學生要盡早融入社會，學好中文至為重要。幼
稚園校長林翠玲表示，現時政府僅為取錄 8 名或以上非華
語學童的幼稚園發放額外資助，但取錄 8 名以下的幼稚園
實質上佔全港幼園的54%，卻無法獲得足夠支援。
她指其幼稚園今學年取錄了 8 名非華語學童，「初時未
夠人數，可能得 7 個，老師都會擔心工作量多了，但又未
夠資格申請」，建議資助應按人數而派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