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政預算案公佈，仍以選
擇性「派錢」為主要派糖措
施，包括向貧困學生派發
2000元等，其餘則為過去的
派糖加強版，包括薪俸稅及
差餉的升級寬免等。對不少
市民而言，預算案可能有一

種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的感覺，因為原本社
會上吹風將會人人「派錢」的期望落空，最
終「有人歡喜有人愁」。而除了一般市民的
角度，筆者也深感是次預算案給人一種「投
資未來有心，分享成果不足」的感覺。無
疑，「無差別」派錢未必是運用龐大盈餘的
最佳方法，也未能照顧每個人的感受，但若
相關的措施覆蓋面有所不足，則只會虎頭蛇
尾，既無力投資未來，最終更只會容易讓市
民失望。
今次預算案吸收了民建聯不少提議，包括

擴闊稅階及進一步寬免稅項等，不過當中一
些為市民最期待，最能對症下藥者卻有不少
受到忽視。例如︰雖然有增加醫療經常性開
支，並提早展開第二個十年的醫院發展計
劃，但市民最為期待的措施，包括將醫療券
受惠年齡降至60歲，以及解決醫療人手不足
及縮短求診市民輪候時間等，均未有着墨；
也沒有設立「嬰兒基金」和寬免大專生學生
資助計劃經審查貸款還款額，做好投資未來

的工作；另一方面，現時政府大刀闊斧地尋
求土地供應，卻未有理順好當中問題，例如
沒有就相當受土地發展項目影響的漁農業着
墨，長遠只會增加發展的壓力。
其次，要幫助廣大市民，自然離不開一連
串的退稅和稅項優惠及補貼措施，但筆者在
此希望特別提及的，是政府理應盡快改善申
請免稅額及扣稅額的制度，讓制度可以更加
公平及照顧用家。例如，現時即使有眾多兄
弟姐妹，也僅有一人可以申請供養父親及一
人可申請供養母親的免稅額；又例如二人共
同擁有物業，但儘管其中一人負責物業的所
有供款，卻只可申請一半的扣稅額。筆者並
不清楚這是否基於政府的行政問題而不能作
出均分，但這一來並不能反映實際；二來，
儘管有人認為可私下就免稅額一事自行協調
金額，例如由兄弟姐妹中的一人申請供養父
母免稅額，再私下協調，但事實上，家家有
本難唸的經，世事豈能盡如人意？
總括而言，對大多市民而言，預算案非盡

如人意，但誠如司長所言，這是今屆政府的
第一份預算案，希望先集中在某方面作嘗試
及着墨，市民也應給予政府施政空間；而
且，要還富於民，共享經濟成果，除了財政
措施，行政措施的不足也可能是一座大山。
望政府從善如流，共同締造出一份讓更多人
滿意的財政預算案。

繼續優化施政為未來做好投資
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新界青聯智庫召集人 沙田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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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大手投資創科對接國家戰略
新年度預算案的最大亮

點，是大手筆投資創新科

技，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國

家戰略，緊扣「國家所

需、香港所長」，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拓展香港經

濟發展的空間，推動香港

與大灣區內深圳等各個城

市合作，加速創新成果產

業化，創造雙贏和多贏。

預算案善用豐厚財政盈餘

推動創新發展，預留500

億元作創新產業的四大範

疇發展，包括生物科技、

人工智慧、智慧城市和金

融科技。

創科產業是世界各國發展大勢，面
對如此機遇，香港亦不怠慢。去年1
月，特區政府與深圳市政府簽署《關
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
的合作備忘錄》，共同發展「港深創
新及科技園」，將是香港區內最大型
的創科平台。創科園項目對香港創科

發展至為重要，可以為香港創新及科技發展注入強大
動力。通過協同效應，港深兩地能夠共同打造世界級
的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充分發揮「1+1>2」的效
應，將香港打造成為經濟多元發展、可吸引國際注意
力的科技平台。創科園也可以為青年人提供更多和更
好的事業發展機會，為香港的青年和企業家創造優質
就業和創業機會。

推動創科園發展資助「再工業化」
預算案亦為中小企改善現有的資助計劃，包括為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
注資15億元；為「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和發展支援基
金」注資10億元；將「專項基金」下的企業支援計劃
的資助地域範圍由內地擴大至東盟；將「中小企業市

場推廣基金」的企業累計資助上限增至40萬元等。這
些支持中小企業的措施，有助推動香港再工業化。
香港工業沉寂多年，「再工業化」並非走「回頭
路」到昔日的工廠年代，更不是要勞工密集的傳統製
造業回流香港。「再工業化」是建立高增值的製造產
業，利用物聯網、雲端運算和大數據分析等技術，融
入其生產或商業模式中，培植一些以新技術及智慧生
產但不需要太多地方的高端製造業。
以創科推動經濟發展乃世界潮流。與香港一河之隔

的深圳，近幾年創科事業發展一日千里，騰訊、華為、
中興、長城、聯想、邁瑞、金蝶、創維、TCL、中國移
動、甲骨文、百度、萬利達、華翰、TUV、佳能等等多
家享譽國際的企業在深圳發展壯大，大大小小的科創企
業遍佈深圳。深圳目前高技術製造業佔到工業增長值的
比例超過60%，到2020年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將增至
1萬家，包括集成電路、新型顯示、基因技術、新能源
汽車在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規模增至3萬億，包括生命
健康、機器人、可穿戴設備及智慧裝備在內的未來產
業規模增加到1萬億，潛力巨大，前景看好。

對接大灣區打造國際創新中心

作為國家戰略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點就是打
造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包括加快建設廣深科技
創新走廊，把廣深科技創新走廊建設作為粵港澳大
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主要承載區，促進該走廊
市場與港澳科研資訊優勢相結合，推進南沙、前
海、橫琴及江門大廣海灣經濟區、中山澳門開發粵
澳全面合作示範區等等重要的粵港澳合作平台建
設。
預算案開宗明義闡述香港未來發展機遇所在，指

出大灣區發展可擴展香港企業的業務腹地，以及開
拓新的市場版圖，強調大灣區既有匯聚多家龍頭創
科企業的深圳，亦有多個正向先進製造業轉型的城
市，在創科產業上與香港互助互補，可以成就一個
人才、科研機構與企業匯聚的國際創科中心。
「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香港要獲得更進

一步的發展，不能只着眼於自己的「一畝三分地」，
必須努力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預算案善用豐厚盈餘推
動創新發展，對接國家戰略，緊扣「國家所需、香港
所長」，拓展香港經濟發展的空間，推動香港與大灣
區內深圳等各個城市合作，加速創新成果產業化，創
造雙贏和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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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額
外投放500億元推動創
新科技發展，比去年大
增4倍，反映香港急需
在全球創科競爭中發力
追上，為香港經濟注入
活水，促進其持續和多

元發展，並為青年人提供就業創業新機
會。然而，創科不是為創科而創科，也
不能單靠公帑投入就可成功，必須在政
策和思維上力求創新，更要與深圳合
作，在「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的基礎上，與內地企業併船出
海，開拓市場。
以創科推動經濟發展乃世界潮流，但

香港在過去多年來，守成心態主導整體
經濟思維，經濟產業越趨單一，經濟動力
和競爭力亦自我設限，香港需要破繭而
出，借多元化創新去驅動經濟轉型，更要
以創新及科技推動產業升級。自上屆政府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後，業界及社會期許甚
殷，卻仍未「開花結果」，反見深圳受惠
於創科「新經濟」，2017年的生產總值

（GDP）約2.68萬億港元，首次超越香
港，而GDP增長率高達8.8%，遠超於香
港的3.8%。
隨着深圳聚焦於高新科技發展，互聯

網巨擘「騰訊」、手機生產商「華
為」、電動車生產商「比亞迪」、無人
機生產商「大疆科技」和生物科技公司
「華大基因」等都已落戶深圳。至於深
圳的累計PCT國際專利授權量，已是繼
美國矽谷之後的全球城市第二位，科技
研發支出佔GDP的4.1%。

創科從不應是為創而創
香港呢？始終停留在前期科研、基礎
研究層次，而中下游研發、技術轉移和
科研成果商品化等都非常薄弱，市場動
力和容量不足，即使政府大灑金錢，但
實際效益仍難即時體現，更遑論追上深
圳。與其進行同位競爭，倒不如相互協
調，攜手共進。
為了推動創科發展，跟上世界發展脈

搏，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中預留500
億元投放於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

城市和金融科技等被點名的4大優勢；亦
為企業在本地的研發開支提供額外的稅
務扣減，以鼓勵研發，符合資格的企業
首200萬元研發開支，可獲300%稅務扣
減，餘額亦可獲200%扣減。
有意見指，近一半的創科預算只是最

前期的基建和基金項目，當中更有200億
投放於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未能實質改善本港的創科土壤、帶
動整個產業鏈，更未能緩解創科的研發
和市場風險，以及從業員看不到在港發
展創科的前景，對於整個創科發展，一
切仍在起步點。
創科從不應是為創科而創科，而應要利

用科技的優勢來解決社會問題、推動經濟
發展、完善市場結構和便利市民生活。今
時今日，不再是單打獨鬥的個人英雄時代，
龍頭只是虛名，區域合作才能帶來實利，
特區政府有必要掌握國家的發展方向策略，
借助深圳的創科基礎，尋求新定位和新發
展，結合上下游研發、投資、市場和產品
推出，推動創科健康發展，為香港整體開
拓新增長點。

反預算案危言聳聽 假環保真禍港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財政預算案出爐後，惹
來社會諸多討論。除了有不少要求局部派錢的
聲音外，反對派議員亦藉着預算案起哄，繼前
日荒謬地提出「全民考DSE」之後，昨日又拋
出海洋公園虐待動物議題。這些議題表面上是
為民請命，實質上是政治掛帥地攻擊財政預算
案，邏輯混亂、危言聳聽。
預算案計劃向海洋公園撥款3.1億元發展

教育旅遊項目，園方會於今年向本地中小學
生免費送出1萬張門票。海洋公園是本港重
要的旅遊基礎建設，是「香港人的公園」，
撥款除促進旅遊發展，亦有着生態保育與教
育的使命，產生正面的社會效益。但是反對
派的「政治演員」就藉機發難，批評是「假
保育，純娛樂」、「衰過丟錢落海」，甚至
將海洋公園圈養動物、馬戲團式表演等都當
作罪狀。這反映部分極端環保分子的看法，

挑起爭端，矛頭直指預算案而來，企圖將預
算案方方面面都否定，批評得體無完膚，則
有着明顯的為反而反的意味。
海洋公園是香港重要的文化旅遊設施，既有

着生態保育的教育功能，亦是重要的旅遊景點，
特區政府支持這項重要基建愈辦愈好無可厚非。
如果說海洋公園的做法違反動物保育，那麼全
球各地無數的動物園、馬戲團，甚至賽馬、鬥
牛等行為都全部侵害動物權益，都應取締。這
種極端的態度明顯是站不住腳的。
免收DSE的考試費，就馬上會全民蜂擁去

考試？撥款給海洋公園發展教育旅遊項目，
反而變成虐待動物的標籤？只要稍微用正常
的邏輯分析，都知道相關說法荒謬，是反對
派中人危言聳聽，目的是否定預算案，打擊
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不折不扣是假為民、
假環保、真禍港。

林暉 時事評論員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字典裡，只有
「美國優先」。更進一步，只有美方的
貿易之利而無盟友對手之別。美國當地
時間3月1日，特朗普在白宮表示，將對
進口鋼鐵和鋁分別徵收25%和10%的關
稅，他表示，鋼鐵和鋁公司一直遭受不
公平的對待，他將重新打造美國鋼鐵和
鋁產業。在此之前的2月16日，美商務
部公佈了國家安全調查（232調查）報
告。根據該報告，在鋁領域，美國商務
部提供了三種建議：一、對於所有出口
鋁到美國的出口國徵收至少7.7%的關
稅；二、對中國內地、中國香港、俄
國、越南、委內瑞拉徵收23.6%的關稅，
其他國家則實施配給制度，相關數量為
其2017年出口額；三、對於所有國家都
採取進口配給制度，相關數目為其2017
年出口數目的86.7%。
雖不清楚是否專門針對中國，但中國
是美國特別關注的對象，美方已經對中
國出口的冷軋、熱軋、不銹鋼等多種鋼
材產品採取反傾銷措施，並展開「337調
查」和「232調查」。對於此番美方揮舞
的貿易保護大棒，中方已早有預期，且
中國每年對美出口鋼鐵約100萬噸，數額
並不大，但對其他國家而言則是不小的
打擊。據美國鋼鐵協會報告，2017年美
國的鋼鐵進口量達3,812.1萬噸，同比增
長15.4%。美國鋼材的進口來源國前幾名
分別為：韓國375.3萬噸，佔比9.84%；
土耳其 219.1 萬噸，佔比 5.75%；日本
150.4萬噸，佔比3.95%；德國140.5萬
噸，佔比3.69%。可見，韓、日、德等美
國的盟國也屬於關稅制裁的對象。雖然
此前美國商務部擔憂誤傷盟友，但特朗
普依然維持了貿易面前無盟友的一貫立
場。

中國對美反制已經開始
特朗普在剛剛會見澳大利亞總理時強
調，中美關係目前非常好——包括他和
習近平主席的私人關係，只是中美貿易

存在較大分歧。由此可見，特朗普是在
強調美國對華嚴厲的貿易措施，不是因
為政治關係，而是基於貿易利益。日德
韓盟國也在此列，更凸顯美國在貿易上
的一視同仁。
中國對美的反制也已經開始。2月4日，
商務部對自美進口的高粱實施「雙反」（反
傾銷、反補貼）調查；2月13日開始，對原
產於韓國、台灣地區和美國的進口苯乙烯
展開臨時反傾銷措施，對美徵收最重保證
金。可預料的是，隨着美國對華貿易措施
的「嚴相逼」，中國也會加大貿易反制力
度。一段時間以來，全球都在擔憂中美兩
國發生貿易戰，這對剛剛復甦的全球經濟
不啻最大打擊。
全球最強的兩個貿易國發生貿易戰，

會形成各大貿易國間的連鎖反應。對於
新經濟周期的全球貿易格局，當然不是
好消息——當全球化被貿易壁壘阻斷為
畫地為牢的貿易自利區間，或可引發新
一輪的全球經濟危機。
諷刺的是，在中美關係「好」且存在

貿易戰的矛盾邏輯下，特朗普對盟友的
貿易立場也是毫不留情。日本和德國都
在他設定的「匯率操縱黑名單上」，本
次232調查日本和德國也赫然在列。特別
是韓國，是美國鋼鐵的主要進口國，此
次232調查韓國鋼鐵產品輸美將承受高稅

壓力。特朗普還要廢除美韓自貿協定
（FTA)，這使美韓關係面臨着挑戰。

調查韓國旨在警告勿「親北」
對此，2月23日的韓國《中央日報》批評

特朗普「無視經濟學原理大肆宣揚貿易保
護主義」，並引用《華盛頓郵報》的言論
稱，在朝核危機中對韓打貿易戰非常「無
禮」。的確，平昌冬奧會緩解了半島南北
的關係，朝方發出了邀請文在寅總統訪朝
的信號，但是美國則祭出對朝新一輪最強
制裁的猛料。顯然，美國根本無視半島南
北的這輪「小陽春」。或許，在特朗普看
來，朝韓接觸等於破壞了美國對朝制裁的
成果。美國以往遷怒於中國在朝鮮核導危
機的責任，現在輪到韓國了。因此，對韓
實施232調查，並非僅僅基於貿易利益考量，
也是對韓國文在寅政府「親北」的警告。
美國只有14萬鋼鐵工人，為了他們的利

益特朗普不惜開罪主要貿易夥伴？顯然沒
有這麼簡單。一方面，他強調中美關係的
「好」，是在強調中美貿易爭端沒有政治意
涵；另一方面，他對盟國釋放出經貿利益大
於價值觀同盟的信號。對韓貿易調查和對朝
更嚴厲制裁，則是警告韓國不要自作主張
接近朝鮮，美國在半島南北擁有絕對發言
權。更重要的是，此舉也是為了安撫美國
保守派，固化其「美國優先」的主張。

美舞貿易大棒與全球為敵
張敬偉

投資未來 優化持續進修基金

今次財政預算案的重點放
在投資未來，香港勞工市場
一直存在的問題是結構性失
業的問題，即勞工的技能未
能追得上職位空缺的要求。
勞工必須透過進修及再培訓
去更新自己擁有的工作技

能、知識和認知，去符合新的職場要求，否
則便會有失業的風險。
香港的勞工市場瞬息萬變，勞工要時刻持

續進修，保持市場的競爭力。因此，持續進
修基金的角色是重要的。青年民建聯一直要
求政府檢討現時持續進修基金的運作，特別
是資助金額、次數、年齡限制等。
筆者欣喜財政預算案接納青年民建聯長期

倡議的建議，持續進修基金的資助金額由現

時一萬元增至兩萬元，並撤銷申請時限及次
數限制。此舉大大鼓勵市民，特別是青年人
在工餘時間持續進修，對提升個人競爭力有
很大幫助，同時亦對香港作為知識型經濟及
勞動市場的長遠發展有一定幫助。
筆者期望政府加強宣傳持續進修基金，真真

正正用好資助，課程的監管亦要做好，令到市
民可以真正提升個人的職場競爭力，這才是政
策的目標。同時，政府亦應該全面檢討僱員再
培訓局的課程，提供更多元化的課程培訓更多
工種的人力供應，將已有的人力資源進一步更
新，迎合現時勞動市場的實際需要。
香港勞工市場兩極化問題嚴重，政府要正

視問題所在，協助勞工持續向上流動，為經
濟下滑作好準備，否則失業問題會成為社會
需要面對的嚴重問題之一。

顏汶羽 青年民建聯主席

為經濟注活水 港深共推創科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美國對鋼
材 徵 收 關
稅，將破壞
國際貿易秩
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