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 濟 數 據 續 向 榮經 濟 數 據 續 向 榮
■■全年經濟全年經濟
增長預測為增長預測為
33..22%%，，比前比前
年實質經濟年實質經濟
增長增長 33..88%%為為
低低，，但仍高但仍高
於過去於過去1010年年
平均的平均的22..77%%

■■最新失業最新失業
率為率為 22..88%%，，
是逾是逾2020年以年以
來的最低水來的最低水
平平

■■首首99個月的個月的
基本通脹率基本通脹率
為為 22..55%%，，大大
致保持溫和致保持溫和

■■母公司在海母公司在海
外及內地的駐外及內地的駐
港公司數目增港公司數目增
加 至加 至 88,,754754
間間，，按年上升按年上升
66..44%% ，， 其 中其 中
11,,530530家為地區家為地區
總部總部，，按年增按年增
長長88..33%%

■■在香港設立在香港設立
的初創企業達的初創企業達
22,,625625 家家，，按按
年增長年增長1818%%；；
受僱人數超過受僱人數超過
99,,500500 人人，，按按
年增長年增長5151%%

■■在香港證在香港證
券市場首次券市場首次
上市集資的上市集資的
公司超過公司超過200200
家家，，集資總集資總
額超過額超過22,,800800
億元億元，，全球全球
第一第一

■■首首1111個月個月
訪港旅客人訪港旅客人
次 達次 達 55,,856856
萬萬，，比前年比前年
同 期 上 升同 期 上 升
10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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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底子厚 衝擊頂得住
林鄭：數據證去年經濟成績佳 政府緊貼變化適時回應

林鄭月娥在答
問會的開場白中表

示，自上任以來，她時常都會
引述在競選時的一段說話─「香港人
很優秀，香港底子也很好，只要認準方向，
團結一致，我們一定可以再創輝煌」，而去
年的經濟表現就是最好說明。
她坦言，環球經濟在去年初呈現欣欣向
榮的景象，但不到半年，隨着單邊保護主義
抬頭、中美貿易摩擦、利率上升和國際金融
市場大幅波動，形勢逆轉，而香港作為開放
的外向型經濟，難免受到影響，「儘管如
此，香港去年的經濟表現一點也不差。」
她又列出多項數據，力證香港經濟去年
取得不俗成績（見上表）。

樓價回落屬健康調整
林鄭月娥又提到，住宅樓價在去年首7個
月急升後，在8月開始下跌，截至11月底已
經較7月的高峰期累計下跌7.2%，認為這
是健康調整，然而首11個月仍然有3.9%的
升幅，若計及自前年7月本屆特區政府上任
時水平，則已上升8.5%。
展望今年，林鄭月娥強調，儘管經濟前
景面對挑戰，但香港經濟基礎穩健，加上
審慎的金融監管和充裕的公共財政，政府
有足夠能力應對外來的衝擊，而政府高層
會密切監察經濟環境往後的變化，適時作
出回應。

親督灣區政策做到位
她指，香港也會抓緊國家進一步改革開
放、「一帶一路」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帶來的機遇，而她作為中央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領導小組的成員，
會善用這渠道，為香港在經
濟和民生方面拓闊機遇，在政府內
也會親自領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督導
委員會」，全面統籌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事
宜，確保政策措施到位，並且有序實施。
林鄭月娥強調，政府會秉持積極作為的
風格，履行其倡議的政府新角色，進一步鞏
固和提升香港的傳統優勢產業，包括金融
業、貿易和物流業、旅遊業和專業服務等，
並加大力度培育新產業，重點在創新和科技
及創意產業。

信創科為港拓新天地
她續說，現屆特區政府在創科方面投入
心力，並在國家政策支持下，獲得海內外和
本地業界及學界積極回應，對此感到欣慰。
她說，政府在過去一年半多管齊下推行

的措施和項目均取得良好進展，有信心香港
在創科領域一定能夠有所作為，為香港經濟
發展開闢新天地。
林鄭月娥深信，儘管未來一年國際政經
環境陰晴不定，只要港人憑着毅力和信心，
堅守實幹態度和創新精神，善用香港獨特的
優勢，抓緊機遇，並且做好防範，抵禦風
浪，香港自然能夠處變不驚，履險如夷。

中美貿易磋商雖已結束，然而內容有

待公佈，加上英國脫歐等外圍不明朗因

素，今年香港經濟走勢成疑。特首林鄭

月娥昨日在今年首次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會上就大派定心

丸。她表示，去年經濟增長預測仍高於過去10年平均，失業

率是逾20年以來最低，加上港股首次公開招股（IPO）集資

額全球第一，「儘管2019年經濟前景面對挑戰，但特區經濟

的基礎穩健，加上審慎的金融監管和充裕的公共財政，政府

有足夠能力應對外來的衝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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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去年
相繼開通的高鐵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橋，
被反對派抹黑為所謂「大白象工程」。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強調，到今日為止都
看不到有哪一項運輸基建是「大白
象」。香港作為國際城市，要不斷令人
流、物流更方便，其中高鐵香港段和港
珠澳大橋縮短香港來往粵港澳大灣區的
時間，令香港更有條件參與大灣區發
展，並形容高鐵和大橋為香港帶來的效
益和機遇「差不多是無限的」。

港須讓人流物流更方便
在昨日的行政長官答問會上，民建聯

議員黃定光提問指，除了高鐵香港段和
港珠澳大橋外，蓮塘口岸預計在今年年
中會投入服務，機場第三條跑道也會在
若干年後完工，詢問特區政府怎樣利用
這些基建發展香港經濟、配合大灣區發

展，達到預期效益。
林鄭月娥慨嘆，有部分議員聲稱這些基
建是「大白象」，「到今日為止，都看不
到哪一項基建，尤其是運輸的基建是『大
白象』。」她強調，作為一個四通八達的
國際城市，香港要不斷令到人流、物流更
方便，一定會加把勁去用好這些基建。
她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必須加強連

繫，做到「一小時生活圈」，有了高鐵
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橋，香港前往廣州和
珠海分別只需40多分鐘，令香港更有條
件參與大灣區。
林鄭月娥形容，高鐵和大橋為香港帶

來的效益和機遇「差不多是無限的」，
「以前不會想的事現時可以想，譬如你
說兩地科研人才的合作，現時我們的大
學科研人才很容易便可過去深圳、廣州
辦事，大家在香港做科研的轉化亦很容
易，因為交通這麼方便，在深圳或其他

大灣區城市設立先進的生產區，可以做
到整個供應鏈的完備。」她相信過一段
日子後，香港社會會看到這些基建為香
港帶來龐大效益。

建三跑實現「機場城市」
提到蓮塘口岸和三跑，林鄭月娥指前
者是第七個陸路口岸，以高水平建設，
更加設轉乘停車場，使之成為人車直達
的口岸，對促成更多兩地人流是很好的
契機，「三跑更不用說，因為大家都知
道今日的機場已經達至飽和，每年7,000
萬（人次）乘客、500萬公噸貨物，真
的已經差不多是極限，所以三跑的落成
將會為我們帶來在空運，無論是貨或是
客方面非常大的契機，這是為何我們要
在『明日大嶼』的願景裡提出一個叫
『機場城市』的概念，就是希望用好機
場三跑落成後的基建。」

大橋帶來商機 基建非「大白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覓地是
香港社會關注的議題之一，其中毗鄰機
場的港珠澳大橋口岸人工島，就有很多
未被使用的空地。特首林鄭月娥昨日承
認，人工島上只有口岸這公共設施，未
有地盡其用，會聯同機管局一同研究用
好口岸上蓋或島上其他空地，但坦言空
地都是「一忽一忽」地散落在島上，發
展會比較困難。以後，每當有大型項
目，負責規劃、運輸、商業的局長都要
「坐埋一齊」，檢視項目如何以最大效
益去滿足各方面訴求。

囑各局「坐埋」齊商量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
謝偉銓昨日在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會上
指出，港珠澳大橋口岸人工島面積接近
150公頃，有很多分散的空地，甚至被
橋及道路等圍着，變成「島中島」，予
人「多地一用」甚至「多地無用」的感

覺，要求相關政策局或部門在發展基建
時「坐埋一齊」，做好規劃，令土地可
以善用。
林鄭月娥表示對人工島這個案深有體

會，「我覺得那麼辛苦去填了這地，其
實上面只有一樣東西，就是這個公共設
施。事實上是未做到我今日倡議的地盡
其用。」
她強調自己並未放棄，稍後會聯同機
管局一同研究如何用好口岸上蓋或島上其
他空地，但坦言自己也有視察過，「現在
事後進去是沒有一片很大的地，因為已經
有個大樓，然後旁邊『一忽一忽』那樣，
一些零散的地是比較難（發展）的。」
林鄭月娥直言，以後每當有大型項

目，負責規劃、運輸、商業的局長要
「坐埋一齊」，將大家所有的訴求放在
桌上，檢視項目如何以最大效益去滿足
各方面訴求，「現時的機制未盡完善，
很多時候都是我本人叫他們坐埋一齊，

來看看有什麼方
法解決。」
謝 偉 銓 又 提

到，港珠澳大橋
規劃、興建已經
超過10年，人工
島很多設施現在
已不合用，尤其是供過關車輛使用的設
施，「我上星期去看過，半小時不超過5
輛車過，全部都是私家車，那是否需要
這麼多？」

續檢視大橋用量變招
林鄭月娥表示，港珠澳大橋原本是主

要用作貨運，雖然貨運業生態改變，香
港也受到鄰近碼頭競爭，但是言之尚
早，加上客流非常高，所以短期內改變
設計必須審慎，「要看看尤其是在粵港
澳大灣區下，會否多了這些車流返回
來，但無論如何我們會不斷檢視。」

日後大規劃 有地用到盡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此前有不
少人批評，退差餉最大的受惠者是大業主，
認為應改變機制，但也有意見認為此舉可能
會影響負責交差餉的租戶的利益，而這些租
戶不少都是中小企。有議員昨日問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能否撤回改變有關機制的考慮。林
鄭月娥回應時認同，改變機制或影響中小企
租戶，又形容有很多立法會或社會上覺得不
公平、不公義的事，政府深入研究後發現就
不是那碼子的事，所以「這個方案可以不
做」。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昨日在質詢環節提到
改變退回差餉機制的問題，並指出其實不少
寫字樓、商舖雖由大業主擁有，但交差餉的
卻是一些中小企租戶，包括飲食界、零售界
的小商戶，而有差餉退回的時候，「八成的
錢是退回給這些中小企的租客。」他擔心，
若改變有關機制，對這些中小企或擁有多於
一個物業的小市民並不公平，冀政府撤回研
究改變退回差餉機制。
林鄭月娥在回應時指出，自己早前亦了
解過回饋差餉的數據，發現退回最多差餉的
大業主有逾1.5萬個物業，而其中大部分的

差餉都是退回給物業
的租客，「所以，這
反映了有時在本議會
或社會上覺得不是很
公平，不是很公義，
叫政府做的事，到政
府深入研究了就不是
那碼子的事。所以，
簡單回應你，這個方
案可以不做。」

冀議員深思建議可行性
她續說，有關研究本來就是因應立法會
內的批評而生，冀議員日後想清楚事情的可
行性後，就不要再「年年都以同一個理由去
批評」，形容「這對於政府不是很公道。」
林鄭月娥又以三隧分流為例，指出過往

議會批評政府在隧道塞車問題上不做事，但
現時有三隧分流方案又予以批評，認為不要
再做。她認為，有些事「一是接受一是不接
受」，拖下去是沒有意思，並強調若議員支
持三隧分流，政府就會去做，不支持，政府
亦可不做。

退差餉惠租客 機制可以不改

■■林鄭月娥強林鄭月娥強
調調，，政府高層會政府高層會
密切監察經濟環密切監察經濟環
境往後的變化境往後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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