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領取社會保障金人
士額外發放相當於1個
月的綜援標準金額、
高齡津貼、長者生活
津貼或傷殘津貼，涉
40億元。

2
房委會、機場管理
局、建造業議會、科
技園及數碼港亦正制
訂相關寬免措施，具
體措施將由相關機構
另行公佈。

7
關愛基金
考慮為 N
無人士提
供一次過
生 活 津
貼。

6
提供一次性
2,000 元電
費補貼，料
270萬住戶
受 惠 ， 涉
56億元

5
公屋單位
較低收入
住戶免 1
個 月 租
金，涉14
億元。

4
為本港的幼稚園、
小學及中學日校學
生提供每人2,500
元津貼，料90萬
學生受惠，涉23
億元。

3
2018/19課稅年度薪俸稅、個
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稅務寬
免百分比，由財政預算案建議
的75%增至100%，上限維持
2萬元，預計143萬人受惠，
額外節省18.4億元。

11
七
招
紓
民
困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馬
翠
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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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昨日宣佈動用151.4億元紓
解民困，基層、中產皆受惠。面對這個
喜出望外的派糖措施，大部分受訪市民
表示政府原意雖然好，但他們最渴望的
禮物還是社會盡快回復安寧。退休的陳
伯受惠於2,000元電費補貼，及高額長
者生活津貼出「雙糧」，即額外受惠
5,000多元，他說：「分攤12個月，每
月多幾百蚊，每日飲茶可食多少少囉！
但最近出面立立亂，外出都怕。派糖是
有助紓緩社會的緊張氣氛，政府都行咗
第一步，希望社會各界可以恢復溝通，
變返和平。」
至於打工仔則主要受惠於薪俸稅寬免

比率增加至100%，葉生就直呼「非常

好」，原本要繳交1.3萬元薪俸稅的他
估計明年慳返大筆薪俸稅，惟他未敢將
這筆「意外之財」用盡，因為有感本港
經濟近一兩個月正在轉差：「中美貿易
戰、近期又有示威衝擊，令到成個大環
境變差。」他認為派糖雖好，但更重要
是「搞返好經濟，搞返好零售、旅遊
業，人人有工開。」

倡全民派錢
「中產之聲」主席李子榮指出，政府

的退稅比例雖然提高，但未有調高2萬
元上限，而不少中產人士每年繳交的薪
俸稅金額都遠超2萬元，所以受惠不明
顯，「相信大部分受惠的都是剛投身社
會工作的年輕人或夾心人士，政府最少

應將退稅上限增至2.2萬元，中產才受
惠。」他又建議，政府應在明年的財政
預算案向全港市民派錢，指做法不單可
以全面幫助不同階層的市民應對經濟挑
戰，亦可以紓緩現時的緊張政治氣氛。
家長方小姐的女兒就讀中學，可獲得

2,500元的津貼，但她亦認為直接派錢
最好：「學澳門派 9,000 至 10,000 元
啦！無指定用途，市民自己會識點用，
最能夠刺激到經濟，當年派6,000元就
係好好的例子。」
公屋聯會則支持恢復代繳租金措施，

但認為紓困措施只屬短期性質，「租金
貴，上樓耐，置業難」才是香港房屋的
深層次問題，期望政府在新一份施政報
告中，作出積極及大膽的回應。

街坊：派糖好安寧更好

■陳伯

全民派糖 億
中小幼學生2500元 電費2000元
綜援長津雙糧 公屋免租一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
對於是次紓困措施中，幼稚園、
中小學生每人派2,500元，唯獨大
專生無受惠，被質疑是否因為大
專學生並非社會持份者之一故未
獲派糖，財爺陳茂波澄清只是誤
會一場，強調措施旨在幫助幼稚
園、中小學生家長可以減輕負
擔，否認大學生並非社會持份者
之一，主因大專學生已有現行學

貸計劃等支援，因此措施未有涵
蓋大專學生。
另外，有網民呼籲市民到全港銀

行提款以達至擠提效果，陳茂波昨
回應指截至昨午2時至3時，在本
港銀行裡見不到任何異常情況，重
申香港銀行十分穩健，流動資金充
裕，對本港銀行體系有信心，呼籲
市民在表達不同意見時，不要妨礙
其他市民使用服務。

大專生冇份 因有學貸

派糖無關政治問題

特首林鄭月娥早前與商界代表會
面時曾預告，今年《施政報

告》將有大膽措施恢復經濟動力，
而陳茂波昨率領一眾高官宣佈「派
糖」191億元。陳茂波稱，今年上
半年本港GDP增長為近十年來最
差，加上近期的社會事件打擊了零
售、餐飲和旅遊業，令本已疲弱的
經濟進一步受創，因此公佈七大紓
解民困措施是為了減輕市民生活負
擔，由學生、基層、中產以至N無
人士等皆有涉獵。

免稅100% 上限2萬
在七大紓解民困措施中，最受
打工仔關注的自然是稅務寬免加
碼。派糖方案中，將2018/19課稅
年度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
得稅的稅務寬免百分比，將由財
政預算案建議的75%增至100%，
但上限維持2萬元，料將有143萬
人受惠，額外節省約18.4億元稅
款。而派糖方案中最大手筆、且
最多人受惠的，是為每個電力住
宅用戶戶口提供一次性2,000元電
費補貼，料270萬個住戶受惠，涉
資56億元。
其他紓解民困措施包括：綜援、

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
貼等出雙糧，料有約 140萬人受
惠，涉資約40億元；本港幼稚園、
中小學生每人有2,500元津貼，料
90萬學生受惠，涉23億元，不過大
學生、大專生未有受惠；公屋單位
較低收入住戶免繳1個月租，料
78.5萬住戶受惠（編按：全港約90
多萬戶），涉14億元。

關愛向N無提供津貼
至於其他未公佈細節的派糖方
案，包括關愛基金考慮為N無人士
提供一次過生活津貼，另外，房委
會、機場管理局、建造業議會、科

技園及數碼港正制訂相關寬免措施
待公佈。
按政府預先估計數字，今年第二

季本港GDP增長只有0.6%，期內
經濟按季收縮0.3%接近衰退邊緣，
經濟下行壓力顯著增加，外部需求
減弱，整體貨物出口按年跌幅擴大
至5.4%；內部需求亦疲軟，私人消
費開支僅微升1.2%；營商氣氛轉
差，整體投資開支顯著跌12.1%，
已連跌三季，部分行業如進出口貿
易業、零售業等勞工需求出現偏軟
跡象。

今年經濟或零增長
對於新派糖方案比2月公佈的財

政預算案進一步加碼，陳茂波表
示，2月時中美貿易談判勢頭良
好，因此政府當時預計今年上半年
經濟數據都會較理想，然而隨着中
美貿易摩擦不斷惡化，加上本港近
期社會事件，已將全年GDP增長預
測由原本的 2%至 3%降到 0%至
1%，政府須審時度勢，視乎情況和
需要去做準備，期望通過有關措施
減輕市民負擔，刺激消費、改善香
港經濟，初步估計新派糖方案對經
濟提振作用約0.3個百分點，然而
由於措施實施時間未必一致，因此
對經濟提振作用將分階段、而非一
次性見到。
對於未有接納向全港市民派

8,000元的建議，陳茂波認為新派
糖方案比較具有針對性，在經濟下
行的環境下，對於中小企、基層市
民、中產等較易減輕壓力。他重
申，政府正是考慮未來，所以再推
出派糖措施。相信在未來外在經濟
環境困難、內在經濟動力大幅放緩
下，將對香港經濟構成挑戰，因此
政府是時候動用財政儲備推出逆周
期措施，以協助市民和中小企渡過
難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近期的連串暴力衝擊事件，

令香港本已疲弱的經濟受重創，政府昨將今年GDP增長預測

由原本的2%至3%降到0%至1%，並公佈「撐企業、保就

業、紓民困」系列措施，涉及191億元。當中至少152億元用

於紓民困，涉及各個階層，包括退稅寬免百分比由75%增至

100%（上限維持2萬元）、每戶2,000元電費補貼、綜援出

雙糧、公屋免租1個月等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形容，現時

是颱風前夕，政府需做好準備，一方面減輕市民壓力，一方

面留一些錢在市民袋裡，希望有助刺激消費，提振經濟。

■■陳茂波在記者陳茂波在記者
會上會上，，公佈多項公佈多項
利民紓困措施利民紓困措施。。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攝攝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左四左四））昨日率領跨部門首長召開記者會昨日率領跨部門首長召開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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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近月暴力示威
不斷，政府施政受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
回應今次「派糖」是否與示威有關時，多次強
調是次構思的新派糖方案與政治問題無關，主
要是為了應付經濟困境。但他認為，如果近期
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持續，料將進一步打擊經
濟，令本港經濟下行加劇。
陳茂波提到，近日發生的連串社會事件，令

本港陷入內外交困，包括兩間國際信貸評級機
構關注激烈抗議活動對香港的影響，有29個國
家對香港發出不同程度的旅遊提示，影響香港
在國際社會的形象，料境外遊客、商人來港旅
遊、經商和投資的意慾亦受到影響。

現況如「3號波在正面吹襲」
對於外界質疑現時本港經濟環境並未差過沙

士時期，但政府推出加碼派糖措施，陳茂波回
應時指，香港在沙士時期經歷過幾年最困難時
間，因此將目前的數字與沙士時期對比並不合
適，而現時本港經濟動力減弱，除了本身受貿
易戰影響的貿易、出口等行業外，連帶旅遊、
餐飲、零售都受影響，若將現時情況比喻為颱
風，如掛3號風球，而颱風正準備正面吹襲之
中，政府見到外面環境轉差，必須做好準備工
夫，「不希望情況去到最差的時候才面對，希
望最困難的局面並不會出現，或者真來到時市

民的壓力不要太大」。
陳茂波多次澄清，是次紓困措施與政治問題

無關，措施旨在針對經濟上的挑戰而做好準
備。不過他亦提到，在現時的情況下，政府是
有責任，因此政府一方面有深入檢討及汲取教
訓，又引述特首林鄭月娥提及往後施政將各方
面聆聽及更多與業界溝通，在溝通及聆聽的過
程中，令事情更加貼近民情及民意、民生，停
止暴力、拒絕暴力，希望大家可以重新一起出
發。
陳茂波憶述最近發生令人痛心的情況，一方

面暴力事件增加，警察在處理事件時使用的武
力亦相應提升，因此希望全城能夠對暴力說
不，「因為暴力只會滋生更多暴力，無助解決
問題，同時令死結越打越緊，暴力同時滋生仇
恨，對社會無益」，因此希望可以停下來，讓
社會喘一喘氣，一起守護香港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