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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財政安排 保資助房屋持續發展

擁有制度和市場等優勢 中國應對貿易戰底氣足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國家統計局昨公佈，6 月中國消費物價指數
（CPI）同比上漲 1.9%，連續第 3 個月不足 2%，年
內無通脹之憂，低通脹為央行貨幣政策提供更大操
作空間。另外，6 月份中國採購經理指數（PMI）為
51.5% ， 亦 反 映 企 業 生 產 活 躍 。 中 國 經 濟 增 長 穩
定，顯示出中國 40 年改革開放所形成的制度優勢，
和近年新發展理念引領的優勢，而且中國擁有潛力
巨大的內需市場，產業體系多元健全，使中國有充
足底氣應對中美貿易戰。中國堅定對外開放，穩步
開拓「一帶一路」等新興市場，應對貿易持久戰的
實力也不斷強化。
中國經濟保持平穩向好的發展勢頭。今年以來，
中國貨物和服務進口均增長 20%左右，一季度國內
生產總值同比增長 6.8%；就業穩定，失業率降到
4.8%，處於多年最低水準；用電量、貨運量等增長
快於經濟增速，企業利潤、稅收收入保持兩位數增
長，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持續處於景氣區
間。中國經濟總體態勢良好，是因為經過改革開放
40 年，已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形成善於自我改
革、順應潮流的發展體制，而在十八大以來新的發
展理念引領下，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鼓勵創新
創業，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經濟發展形成良性循
環。這是中國應對外部挑戰的堅實經濟基礎。
中國無懼貿易戰，還因為中國擁有近 14 億人口的
巨大消費市場，同時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多元產業
體系。中國經濟增長已從依賴投資、出口拉動，轉
向主要依靠消費、服務業和內需支撐，消費和服務
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達到 60%左右。目前國家
擴大開放、支持內需的政策不斷出台，商務部宣佈
支持有條件的城市培育一批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高

品位步行街，上海、北京正全力打造國際消費中心
城市，進一步刺激內需的增長。
中國不怕美國的關稅箝制，還因為中國的大門堅
持打開，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推動貿易自由化，
吸引全球的投資者。商務部日前公佈了緩解中美摩
擦影響的 4 條舉措，包括將反制措施中增加的稅收收
入用於緩解企業及員工受到的影響、鼓勵企業調整
進口結構、強化企業權益保護和營造更好投資環
境，顯示中國標本兼治、為打持久戰長遠謀劃。
美國政府對中國企業設障閉門，美國企業卻看好
中國市場。美國著名電動汽車特斯拉，昨日與上海
市政府正式簽約，將在上海投資成立年產 50 萬輛純
電動車的「超級工廠」。星巴克剛宣佈，計劃在
2019 年關閉 150 家表現不佳的美國門店，未來 5 年
在中國的營收將增加兩倍，將以每 15 小時新增一家
門店的速度擴張。德國巴斯夫簽署了在中國斥資 100
億美元建設第二個化工廠的協議；寶馬汽車在中國
擴大生產計劃，2019 年汽車產量增加至每年 52 萬
輛。中國以開放包容吸引世界企業爭相湧入，與美
國的強硬施壓、恐嚇形成鮮明對比。
近年，中國積極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
互利合作，加強中日、中韓、中歐合作，中國在全
球建立穩定的朋友圈，共同維護貿易自由化、多邊
主義，反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的貿易霸凌行為。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
議開幕式講話時指出：「發展的潛力要通過改革來
釋放，進步的動力要通過開放來提升。」中國以更
大膽略和氣魄推進改革開放、推進全球貿易和投資
自由化，應對貿易戰的政策組合不斷完善，底氣越
來越足。

對於房協認為，政府改變資助房屋定價政
策，與市價脫鈎，會對房協長遠構成財政壓
力，特首林鄭月娥昨表示，資助房屋以目標組
群的負擔能力考慮定價，若因此導致房委會或
房協出現財政負擔問題，政府會一力承擔。資
助房屋與市民負擔能力掛鈎，照顧安居所需，
以民為本，方向正確。政府承諾對此作出財政
承擔，是善用公帑、下決心化解住屋難題的表
現，政府的擔當值得充分肯定。期望政府進一
步做好資助房屋所需承擔的財政評估和安排，
釋除公眾疑慮，增強公眾信心，保障資助房屋
可持續發展。
政府早前建議將資助房屋定價與市價脫鈎，
按目前市況與負擔能力估算，由市價七折減至
約五二折，如果情況變化折扣率還會調整。房
協主席鄔滿海表示，新政策對房協造成財政壓
力，預計每一個新界單位將虧蝕 50 萬元，市區
單位更要蝕 100 萬元。房協雖然是自負盈虧的
非牟利機構，但房協成立、運作的主要目的，
就是專門負責發展資助房屋，利用政府以低於
市價批出的土地，興建、營運供低收入人士入
住的房屋。房協興建、出售的資助房屋，其定
價要得到政府批准。目前樓價高企，房協以政
府新定價政策出售資助房屋，盈利難免下降，
甚至出現虧損。但唯有將資助房屋定價與市價
脫鈎，改為與受資助對象的負擔能力掛鈎，中
低收入家庭才有望「上車」，讓資助房屋真正
發揮居住的功能，房協、房委會才能符合成立
的初衷。
政府願意為房協、房委會的財政「包底」，

既保證房協和房委會可以有效發揮他們的功
能，也打消這些機構對新政策下出現入不敷支
的憂慮，照顧了機構的財政穩健，顯示政府進
一步發展資助房屋的堅定決心和管治擔當。而
且，政府的庫房收入 4 成多來自賣地，由政府
為興建、出售資助房屋提供財政承擔，體現取
諸土地、用於居住，將公帑回饋市民，符合應
使則使的公共理財原則。而要做好「包底」，
充足的財政準備不可或缺，政府有需要為發展
資助房屋所需的財政資源，做好適切評估和準
備。
2014 年，政府為達至未來十年公營房屋供
應的目標，成立了「房屋儲備金」，確保房委
會有足夠的財政資源達成建屋目標。2015 年，
政府注資 450 億元入「房屋儲備金」，由金管
局負責投資，其累積投資收益，全數用作支持
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及相關的基建配套，滾存至
今已有近 800 億元。
房協、房委會乃至市建局，都有興建資助房
屋、改善居住環境的職責，只是照顧的階層、
承擔的比例有所不同而已，都可能因為興建資
助房屋而出現需要政府承擔的財政問題。目前
庫房充裕，政府應把握時機，做好資助房屋的
財政配套，檢討「房屋儲備金」的運作經驗，
對房協、房委會等機構的財政需要進行充分評
估，給予合理的安排，向市民作出清晰交代，
這樣既能爭取主流民意支持，又能消除房協、
房委會等機構對大量興建、出售資助房屋在財
政上的後顧之憂，政府的新房策推行落實才能
事半功倍。

Gobee.bike玩完 退按金不回水
港首間共享單車公司開業僅 15 個月 下周三結束業務

■即將下周三
結 業 的 Gobee.
bike，大量共享
單車被隨意棄
置。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共享單車」概念於香港逐漸被人
認識之際，於香港創業僅 15 個月的香港首間共享單車公司 Gobee.bike
因未能賺錢，昨日宣佈將於下周三結束本港業務，但只會退回按金而
不發還賬戶餘額，且需於一個月內申請退還。有尚餘百多元餘額的用
戶表示，會於未來一周盡量用光餘額以免損失，並指過去已多次發現
該公司的單車出現損毀卻未有維修。消委會表示，截至昨日下午 5 時
共收到 8 宗有關該公司的結業投訴及 11 宗相關查詢，主要關於退回按
金及充值款項的問題。消委會並指，消費者如以信用卡充值，可嘗試
向發卡銀行申請退款。

Gobee.bike昨日上午於其
facebook 專 頁

Gobee.bike 已由即日起停止接受新用戶
登記或賬戶增值服務，現有用戶可繼續使
用其單車至下周二為止。當日過後，所有
單車將由系統上鎖，無法使用。Gobee.
bike 強調，一直妥善保管用戶的按金，將
可獲全數退回，用戶可於一個月內（即日
起至下月 10 日）申請退還按金（見表），
系統將自動退款。Gobee.bike 表示，結束
業務後會逐步處理街上的所有單車，並與
政府保持緊密聯繫。
至於賬戶餘額，Gobee.bike 回覆傳媒時
表明，合約條款已註明充值額屬公司財
產，剩餘的充值額不會退回。
其結業的消息於 facebook 公佈後，12 小
時內已有約 900 個留言，有網民指已依照
步驟程序退款，但賬號卻被停用了，不知
如何是好。亦有人留言不滿該公司未有退
回餘額的做法：「貴公司有責任在服務停
止後，退還所有餘額。」
連同 Gobee.bike 在內，過去一年多香港
已有 6 間共享單車公司，單車數目估計有
1.7 萬輛。另一間共享單車公司 Ketch'Up
Bike的行政總裁鄒健宏表示，愈來愈多市民
接受了將共享單車作為代步工具，未來的
增長應該可以更大，他相信如每間公司都
將哪個地方及時段最多人使用等數據分享
出來，便真正能發揮
「共享」
的效果。

消委：充值額應退還消費者
消委會昨日表示，由於 Gobee.bike 已申
請進入清盤程序，已嘗試聯絡該公司負責
人，但未有回覆，暫接獲 8 宗有關該公司
的結業投訴及11宗相關查詢。
對於 Gobee.bike 回覆傳媒時表明，合約
條款已註明充值額屬公司財產，剩餘的充
值額不會退回，消委會認為做法不合理，
因充值款項只是當消費者使用服務時才按
使用量扣除的款項，並非等同該公司的資
產，如商戶未能提供相關服務，剩餘的金

消委會表示，以目前情況而言，消費者
如以信用卡充值，可先找回有關充值的單
據及記錄，透過信用卡的退款安排機制，
嘗試向發卡銀行申請退款。
假如最終剩餘的充值額未獲退回，而該
公司正式清盤，加上該筆款項被視為該公司
的資產，消費者作為無抵押債權人，排在所
有有抵押債權人之後，在其他債權人分得賠
償後，如仍有餘額，才可獲得賠償。
消委會提醒消費者，如決定使用該類預
先充值的服務，應盡量減低存入賬戶的金
額，以減少一旦商戶結業而帶來的損失。

■共享單車被棄置河中
共享單車被棄置河中。
。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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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勞氣：申退按金卻停賬

碌卡者可試向發卡行申退款

建制促退還餘額勿「走數」

以其行政總裁 Raphael Cohen 名義宣佈，
將結束在香港的業務。公司指出，自去年
4 月起正式在香港推出共享單車服務以
來，得到不少用戶的支持，惟至今一年
多，有關業務仍未能錄得盈利，龐大的單
車維修開支能令公司難以繼續營運，「我
們作出這個決定，實在一點都不容易」，
並對未能繼續為客戶提供服務致歉。

額應該全數退還消費者。

Gobee.bike 宣佈結束本港業
務，雖承諾向用戶退還按金，
但卻表明不會退還餘額。多位
立 法 會 議 員 要 求 Gobee.Bike
向公眾交代未發還餘款情況，
絕不能不了了之，並促請政府
相關部門敦促該公司結束經營
後，立刻妥善處理旗下在社區
的單車。

葛珮帆：須監察退按金進度

■公司聲言只退回按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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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唔覺可惜

取回按金程序
1. 開啟Gobee.bike應用程式
2. 按左上角的三條橫線

陳恒鑌：公司應處理街上棄車

3. 在左下方按「設定」
4. 按「退還按金」
5. 按「繼續」
6. 選擇一個原因並按「停用賬戶」
7. 按金將於兩三個星期內，退回至最
初登記的信用卡賬戶內，由於需要
處理大量退款，整個程序或需時較
長，可定期查閱信用卡賬單。申請
取回按金者可在一個月內提出退款
要求。
*註：如用戶已取消支付按金的信用
卡戶口，可聯絡發卡銀行，以
便將按金退還在新的信用卡內
資料來源：Gobee.bike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
Gobee.bike 雖承諾向客戶退還按
金，但未有退還餘額，她已收到市
民投訴，其戶口存款尚有餘額，卻
未能登入及退款，認為該公司應就
此向公眾作出適切交代。
政府亦應密切監察該公司退回按
金的進度，適時協助受影響市民。
政府相關部門還應立刻要求該公司結
業後妥善處理旗下在社區的單車。

用埋餘額

新不如舊

淡定搵食

丟車不該

Gobee.bike 用戶
梁先生：我使用
Gobee.Bike 已大
半年，多是作運
動及玩樂用途。
雖然它結業，但
不覺太可惜，因
仍可幫襯其他公
司，但我有百多
元餘額未用，這
星期會用多兩
次，相信不會有
太大損失，但希
望可盡快退回按
金。

單車租賃店用戶
梁先生：雖然在
單車店租車所需
的費用較多，又
要在指定地點還
車，但是有較多
單車款式可供選
擇，而且單車都
比較「好踩」，
共享單車的車款
單一，又較重，
所以選擇在傳統
單車店租車。

單車租賃店負責
人龍先生：對
Gobee.Bike 結業
沒有意見。自從
有共享單車後，
我們的生意也沒
有受到太大影
響，一直保持平
穩，因我們主要
是做熟客生意。

單車用戶譚先
生：我自己有單
車代步，不用租
借單車，但很多
人都不愛惜這些
共享單車，常見
被周圍丟棄。一
間公司結業也不
會可惜，因現時
仍有很多其他公
司的單車可供租
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
雖然 Gobee.bike 已宣佈退回按金，
但要求營辦商盡快交代退回預繳費
用的安排。他擔心最終需要動用公
帑處理街上的共享單車，亦憂慮將
來出現同類事件，促請政府要求公
司承諾自行處理街上單車。

郭偉強促海關跟進防「擸蓆」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則促請
消委會介入，要求Gobee.Bike向公
眾交代未發還餘款情況，絕不能不
了了之，任由該公司
「擸蓆走人」
。
他認為，該公司結業早有部署，但
仍接收新客戶加入並增值，有理由
相信觸犯
《商品說明條例》
下的
「不適
當接受付款」
，要求海關介入跟進事
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