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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電子競技產業近年發展成為全球新
興行業，甚至被納入來屆亞運會競
技項目之一，但仍有不少家長難以
接受子女「沉迷打機」。一直致力
推動電競業發展的新民黨立法會議
員容海恩，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公
佈新年度預算案前夕記者會，促請
特區政府增撥資源，支持電競業發
展。
容海恩聯同多名電競業界人士出

席記者會。容海恩指出，資訊科技
總監辦公室早前公佈由數碼港提交
的「推動香港電競發展報告」，就
推動香港的電競發展提出了4項策
略性建議，包括提供合適舉辦電競
活動和比賽的場地，振興電競活
動；培育本地電競初創企業、強化
遊戲產業；加強培育專業及業餘的
電競人才；加強電競的公眾教育，
使電競成為主流運動和建立正面形
象。
隨着香港此前舉辦了多次大型

的電競比賽，令電競業引起各界
的關注，她歡迎特區政府終正視
有關行業的發展，讓數碼港就有
關電子競技最新的科技和產品發
展作出研究，及探討如何在本港
進一步推廣電子競技提供積極務
實的策略建議。她希望特區政府
盡快研究並落實有關報告的各項

建議，及適切增撥資源，全面推
動本港電競發展。

吳永嘉：助帶動其他產業發展
為澄清外界對電競業的誤解，容

海恩邀請了多位立法會議員出席了
記者會，包括立法會工業界（第
二）議員吳永嘉。吳永嘉指出，香
港過去一直集中發展金融、地產等
傳統業務，而電競業這個新興行業
有助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值得鼓
勵及支持。

馬逢國：創意業正規化有效益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

馬逢國透露，自己已經有10年的打
機「歷史」，也很享受打機的樂

趣，並覺得電競是創意產業，是值
得支持的。雖然外界對電競是否應
當成為體育項目仍持不同的意見，
但年輕人普遍喜愛電競，將之正規
化，就可以帶來效益。
金融界議員陳振英則笑言，自己

對電子技能「麻麻哋」，但兒子就
熱愛「打機」，每次考試完畢後都
會打機打至夜深，來平衡生活。現
在，兒子已讀到碩士了，故打機不
一定會影響學業。
醫學界議員陳沛然指出，很多父

母認為「打機」太久會對眼睛不
好，其實所有活動或運動，隔一段
時間都要休息，過度的話都會容易
受傷，任何事只要適度而為就不會
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財政預算
案今日出爐，不少市民都關注「上車」問
題。智庫「香港願景」日前提出多項政策
建議幫助首置家庭，包括向綠白表首置家
庭派發20萬元，減輕首期負擔，以購買
二手私人樓宇或已補地價居屋。「香港願
景」執行及研究總監馮可強及高級研究顧
問羅祥國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建議每
年資助2,800個名額作為試點，只屬微調
政策，不會因而令樓價上升。
有市民擔心「首置資助計劃」可能令
樓市更加熾熱，派發的20萬元亦可能最
終落入發展商的手上。羅祥國認為，建
議每年只有2,800個家庭受惠，即使樓價
可能因而上升，但相信只是一個「小的
升幅」，認為不會衝擊到樓市。馮可強
表示，政府如要派錢，應派給有需要的
人，如首次置業的人士。

仿溫哥華設「防線保障」
此外，他提到如新加坡及溫哥華等國家
和地區亦有「強積金置業計劃」，有關計
劃允許二人或以上的家庭提取供款賬戶及
個人賬戶內總額的一半，或上限10萬元
用作首次置業。他指出，溫哥華更設有
「防線保障」，要求相關家庭之後每月要
還錢至戶口。他認為特區政府如接納建
議，同樣可設相關的防線，令強積金發揮
原本的作用。
該報告建議從按揭保險、強積金及置業

資助三方面入手，當中包括放寬按保成數擴闊至800
萬元上限、設立「強積金置業計劃」，及推出「首置
資助計劃」，每年向2,800個綠白表首置家庭派發20
萬元，以購買二手私人樓宇，或已補地價居屋，按居
屋抽籤揀樓次序而定。

■容海恩聯同多名電競業界人士出席記者會。

今日發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的「財
爺」陳茂波，昨晚在fb上載了一張照
片，只見他在辦公室內全神貫注地在預
算案上劃出重點，並發文道：「為明
（今）天做好準備，希望一切順利。」

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日發表現屆政府首份財政預算案，如

何運用豐厚的財政盈餘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陳茂波會於今日早上向立法會提交2018至2019年

度財政預算案，立法會會議於上午11時開始，陳茂波會於會上動議二讀《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

並介紹2018至2019財政年度政府收支預算概要。陳茂波會於同日下午舉行記者會，並於晚上出席預

算案論壇及電台節目「財政司司長熱線」，聆聽市民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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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會見300外判工聽心聲

■謝鋒與港基物業員工合影。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圖片

■謝鋒會見香港船東會代表。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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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案今發表
「財爺熱線」聽民意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駐港公署網訊，外
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於2月20日代表公署慰問
港基物業員工代表，向辛勤耕耘，默默奉獻在
各自崗位上的港基物業公司全體員工帶來了節
日的問候和新春祝福！謝鋒對物業員工一年來
辛勤付出表示感謝，並勉勵他們在新的一年裡
再接再厲，繼續以高效、專業的物業服務保障
公署館舍正常運轉。
港基物業員工感謝特派員關心和慰問，感謝

公署多年來對物業工作的支持和肯定，表示在
新的一年裡繼續高標準、嚴要求做好物業服
務，為公署創造一個良好的工作、生活環境。

會見香港船東會代表
2月26日，謝鋒在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會見
香港船東會常務副主席Bjorn Hojaard一行，雙
方就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及香港航運業發展等議題交換了意見。

謝鋒慰問港基員工送祝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
府外判員工在新春期間作出了巨大的
貢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
fb上載一段影片，顯示她在新春期間
在禮賓府邀請了約300名來自食物及

衛生局和勞工及福利局的外判基層員
工聊天，聽取他們的心聲，大家並拍
照留念。據了解，林鄭月娥是次與他
們會面，是肯定和認可這些基層員工
所付出的努力和辛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任內第一份施政報
告提出，將3座毗鄰會展的政府大樓改
建成會展新翼以增加2.3萬平方米會展場
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向立法會提交的
最新文件，建議斥資22.8億元在長沙灣
興建政府聯用辦公大樓，並將之命名為
「庫務大樓」，以重置現時位於灣仔海
旁三座政府大樓的部分政府辦公室，及
位於租用物業的政府辦公室。

鄰近港鐵南昌站長沙灣站
文件指出，政府已決定把灣仔海旁三

座政府大樓發展為會議展覽設施、酒店
設施及甲級辦公室。至於擬在長沙灣興
建的庫務大樓將是一幢聯用大樓，主要
作一般辦公室用途，並增設額外的設施，
包括普通科門診診所、幼兒中心及長者
日間護理中心，以配合當區服務需要。
該項目用地面積約5,121平方米，位於通
州街與東京街西交界處，對面為西九龍
法院大樓。擬建的庫務大樓交通方便，
多種公共交通工具可達，且鄰近港鐵南
昌站及長沙灣站。

若撥款獲通過 可望2022年竣工
因應立法會工務小組提出的意見，當

局修訂了工程項目範圍，納入額外的設
施，即幼兒中心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並將停車
位數目由45個增至65個，增幅達44%。
當局計劃今年4月再諮詢工務小組，並於5

月或6月向財委會提交撥款申請。如獲通過，
建造工程將於今年第三季展開，並於2022年
第二季竣工。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表示，整個重置計劃規模
龐大，涉及28個部門和司法機構，影響逾萬
名職員，故會分階段搬遷。當局估計，將政府
辦公室遷離租用的私人物業後，每年可節省約
2,800萬元租金開支。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贊同有關選址，更認為計

劃可帶動該區的經濟發展。
民建聯立法會九龍西直選議員蔣麗芸指出，

深水埗區一直缺乏大型的政府綜合大樓，將大
樓選址深水埗，可帶來1萬個就職崗位，帶動
區內經濟，對地區有正面的幫助。

社會各界預計本年度政府財政盈餘
高達逾1,000億元，新一屆政府如

何於首份預算案上演繹「理財新哲學」
令普羅市民，尤其是基層引頸以待。消
息人士日前向香港文匯報指出，新一份
預算案肯定不會全民派錢，但稅務寬減
及短期紓困的「派糖」措施一定不少於
去年，以期針對有需要家庭和群體，助
貧紓困，讓盈餘用得其所。

擬向清貧學生派2000元
據了解，預算案建議向清貧學生一次
過派發2,000元，協助他們解決學業和
課外發展的需要，以有利於他們更好地
成長，融入社會。有關措施的受惠對象
為透過學生資助處、經入息審查現正領
取學費減免或其他津貼的幼稚園、小
學、中學及大學生，初步擬將2,000元
存入他們領取津貼的戶口，估計將有數

以十萬計人受惠，但相信須待立法會通
過後、即2018 / 19學年才可發放，其
他細節則有待商討。
同時，新一份預算案亦會在稅務寬免

上提供更多措施，額度較去年增加，以
紓解中產生活壓力。去年特區政府推出
合共逾351億元短期紓困措施，包括寬
減2016 / 17年度75%薪俸稅和個人入
息課稅，上限2萬元；寬減2016/17年
度75%利得稅，上限同為2萬元；延長
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年期至20個課稅年
度，及減免差餉等。

向立會介紹收支預算概要
陳茂波會於今日早上11時於立法會會

議上動議二讀《2018 年撥款條例草
案》，並介紹2018至19財政年度政府
收支預算概要。隨後，他會於下午3時
15分於政府總部舉行記者會，向傳媒簡

介預算案內容並接受提問。晚上7時，
他會於政府總部出席由電視台聯合製作
的「財政預算案論壇」。晚上8時至9
時30分，他會出席《財政預算案》聯合
電台節目「財政司司長熱線」，聆聽市
民意見。
同時，財政預算案演辭及其他有關資料

亦會在預算案網頁：www.budget.gov.hk同
步發放。陳茂波發表預算案後，演辭文本
和簡介預算案的摘要單張於今日下午約1
時15分至7時在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20個
民政諮詢中心及政府新聞處設於金鐘添馬
政府總部行人天橋入口的櫃枱派發，先到
先得，派完即止。
摘要單張亦會在同一期間於7座政府大
樓、20個港鐵車站及全港60個公共屋邨
商場等地點派發。如有公司或機構代表希
望索取多本預算案全文，可向政府新聞處
編輯小組查詢（電話：2842 8852）。

■林鄭月娥新春期間在禮賓府接見約300名來自食物及衛生局和勞工及福利局
的外判基層員工，全體合照留念。 fb截圖

■特首細心
聽取外判工
心聲。

fb圖片

■特首與外
判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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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儲退出收購中環中心
許榮茂朱李月華等接貨

香港文匯報訊 路透社昨晚引述消息人士表
示，中國國儲能源化工集團（中國國儲）退出
收購長實旗下中環中心的交易，原中國國儲在
買家「中國港澳台僑和平發展亞洲地產有限公
司」的55%股權，由世茂房地產主席許榮茂及
金利豐行政總裁朱李月華等香港投資者接手，
其中許榮茂將持有20%，其他投資資者持有
35%。長實集團去年11月宣佈以402億元出售
中環中心，以交易總價計，成為香港歷來成交
價最高的商廈買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