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貿發局
主席林建岳表示，今次政府推出紓緩政
策，可令中小企受惠，有助應付未來充滿
挑戰的經濟環境。當中尤其歡迎政府優化
及擴大「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Ex-
port Marketing Fund) 、「發展品牌、升
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
(BUD Fund) 和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
劃」，協助中小企發展業務營運及開拓新
市場，把握「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
所帶來的機遇。
林建岳指出，貿發局將會多角度推出各

項活動，協助中小企提升競爭力。他預
計，面對全球經濟下行壓力持續，中美貿
易摩擦繼續升溫，加上香港社會事件影響
經濟，未來經濟前景將會變得更為嚴峻。
香港工業總會（工總）亦回應指，中美

貿易摩擦持續困擾工商業界，加上全球經
濟下行風險加大，本地社會則動盪不安，

對工商業界帶來壓力。工總早前向特區政
府提出多項政策建議，希望當局採取「撐
企業、保就業」策略，推出措施以協助業
界克服挑戰。

工總歡迎優化BUD基金
工總主席葉中賢表示，對政府迅速接納

工總的建議表
示感謝，包括
豁免多類政府收
費、推動香港按
揭證券公司推出
產品以解業界周
轉之急、進一步
優化「中小企
業市場推廣基
金」和「BUD
專 項 基 金 」
等。

貿發局：中小企可受惠

■葉中賢稱，對政府迅
速接納工總的建議表示
感謝。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程敏）對於政府
昨推出的一連串撐企業、保就業措施，香
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常務會董、大同機械企
業負責人鄧燾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公司從事的機械製造涉及各行各業，
早在去年中已被美國納入加徵關稅之列，
出口至美國需要付25%關稅，他坦言，受
到關稅影響下，加上內地的經濟下行，整
體生意已跌了兩三成，除了美國的市場全

部 「 冇
晒」，一些
客戶出口至
美國的亦減
少下單。公
司亦沒有坐
以待斃，不
斷研發新技
術、新性能
的 機 械 產
品，由於不

少客戶都希望有新的技術，所以都有增加
投資向其買機械產品，所以生意不至於太
差。
至於近期發生的社會事件，鄧燾表示，

對其業務影響不大。政府昨推出的一連串
撐企業、保就業措施，鄧燾認為，對他這
類廠房在內地的上市公司幫助不太大，但
對他的客戶可能有較大幫助，間接亦可以
受惠。

相關基金可幫助業務發展
東莞南星塑膠有限公司會計經理高勇慶

昨接受訪問時亦指出，公司出口至美國的
業務亦受到中美貿易戰的影響，整體出口
都有一定下跌。在政府昨日推出的措施當
中，他指出「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
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BUD專項基金)及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再次額外分
別注資10億元對其較有幫助，公司早前亦
成功申請過，對其業務發展都有幫助。

製造業：間接受惠撐企業措施

■鄧燾坦言，受到關稅影
響，整體生意已跌了兩三
成。 資料圖片

豁免27類政
府收費，為期12
個月。措施惠及
多個行業，包括
海事、物流、零
售 、 飲 食 、 旅
遊、建造以至漁
農業等。

1
向地政總署轄下大

部分作商業及社區用途
的政府土地短期租約、
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的
公眾街市檔位、政府產
業署出租的食肆及零售
商店等，提供50%的租
金減免，為期6個月。

2
按收回

成本原則釐
定的各項政
府收費，由
即日起凍結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
進一步優化「發展品牌、

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
專項基金」（BUD 專項基
金）及「中小企業市場推廣
基金」，並再次額外注資10
億元，將其內地計劃下每家
企業的資助倍增至 200 萬
元，以支援企業開拓商機。

4
按證公司會在「中小企

融資擔保計劃」下開設新
的信貸擔保產品，由政府
為核准貸款提供九成的信
貸擔保，協助有意創業的
人士、經營經驗尚淺的企
業及有意成立個別執業公
司的專業人士取得資金。

5
爭取增加小型工程項目或

加快其推展進度，以切合市
民所需；為建造業界創造更
多就業職位；考慮優化現有
的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
劃、樓宇更新大行動2.0、優
化升降機資助計劃，以及消
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

6
僱員再培訓

局會籌劃推出
特別的培訓計
劃，並為參與
計劃人士提供
特別津貼，具
體措施將由該
局另行公佈。

7撐
企
業
保
就
業
措
施 製表：記者 殷考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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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7招撐企業保就業
豁免27類收費涉16億 加碼支援中小企

香港文匯報訊 立法會多個政黨昨歡迎
政府推出一系列支援企業及市民的紓緩措
施，認為來得及時及有必要。民建聯指
出，在面對未來經濟下行惡化的嚴重風險
下，政府提出的紓困措施，對安定民心以
及協助企業和市民面對即將臨近的經濟萎
縮困局，具有一定幫助。
民建聯上月底已向財政司司長提出11項

一次性的紓困措施建議，政府接納了他們
多項提議，包括發放額外一個月高齡津貼、
長津、綜援等社會福利資助；向全港幼稚園
及中小學生一次性發放2,500元開學津貼；
寬免公屋租金；寬減2018/19年度薪俸稅及

利得稅稅款，由原來75%增至100%；提供
一次性住戶電費補貼2,000元等。

經民聯冀有全盤優化產業政策
經民聯對有關措施表示歡迎，並樂見政

府迅速回應社會訴求，希望政府密切關注
香港經濟的發展狀況，進一步聆聽市民和
業界聲音，推出更多紓解民困、扶持金融
業、創新科技的具體措施，繼續「撐企
業、保就業、惠民生」，並希望政府同時
重視籌劃長遠全盤優化產業的政策，加強
本港綜合競爭力，根本改善和提升本港經
濟，惠及民生。

民建聯：紓困措施安定民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政府
今次支援企業措施涉及七大範疇，當中
主要的有，由今年12月起豁免27類政府
收費，為期12個月。措施惠及多個行
業，包括海事、物流、零售、飲食、旅
遊、建造以至漁農業等，例如豁免已登
記商用車輛牌照費用和驗車費用，受惠
商用車輛涉及約17.74萬輛，兩項費用合

共令政府收入減少6.78億元。
飲食業也獲得多項政府收費豁免，普
通食肆、海上食肆、小食食肆及工廠食
堂牌照及暫准牌照新申請或續期費用，
以及酒牌新申請或續期費用，兩項費用
合共令政府收入減少1.013億元，有
2.48萬名持牌人受惠。
今年10月起，向地政總署轄下大部分

作商業及社區用途的政府土地短期租
約、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的公眾街市檔
位、政府產業署出租的食肆及零售商
店、海事處轄下公眾貨物裝卸停泊位租
戶，以及漁農自然護理署管理的四個政
府批發市場的檔位及設施的租戶，提供
50%的租金減免，為期6個月，有關租
金寬減涉及2.715億元。

食肆零售店等租金寬減涉2.7億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表
示，新派糖方案中，針對中小企措

施方面不少均由中小企提出，構思上亦
有一定承接性。部分措施於去年年中中
美貿易戰轉趨惡化時已出台，如幫助中
小企融資擔保等；以及與貿易有關的措
施，助受影響接不到訂單的中小企適應
市場轉變。而近期香港事件，部分行業
亦首當其衝受到影響，因此推出一些減
免收費或減低成本措施，幫助中小微企
在艱難的日子減少負擔。

邱騰華：派糖方案對症下藥
邱騰華形容，在現時的下行壓力下，
若欠缺紓緩措施，企業或需裁員以削減
開支，因此相信是次派糖方案是對症下
藥措施。對於外界質疑是因取代政治事
件回應的派糖措施，他回應指，由修例
風波引起的各種問題，政府是聽到的，
正尋求各種方式處理，並強調政府在針
對經濟、商貿、民生上問題亦不可以停

步。

延長優化中小企融資擔保
陳茂波解釋，中小企佔本地企業超過
98%，僱用人數佔全港就業人數45%，是
香港經濟的中流砥柱，政府為協助中小
企應對在當前經濟環境下的經營壓力而
推出一系列支援措施。包括豁免27類政
府收費，為期12個月，受惠的經濟環節
有海事、物流、零售、餐飲、旅遊、建
造以至漁農，合共會令政府少收約16億
元。
對企業來說，除經營成本外，最重要

是在經濟環境比較困難，周轉出現困難
時如何幫助他們。所以按證公司在「中
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開設一個新計
劃，這計劃是準備為一些微小企業、經
營時間尚淺的企業或是想創業的專業人
士提供九成信貸擔保，協助他們向銀行
借錢做生意和周轉。此外，在去年10月
優化了的「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會

將它延長到2022年6月30日。

兩基金各額外注10億助企業
至於開拓商機方面，「BUD專項基

金」和「市場推廣及工商機構支援基
金」下的「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並
再獲各額外注資10億元。陳茂波說，兩
個基金獲加碼注資，可令更多企業可以
申請；亦能擴寬這些基金的資助範圍和
提高資助金額，使中小企可以更有能力
去探索不同商機和參加一些市場推廣的
商務活動。於BUD專項基金，其內地計
劃下每家企業的資助額倍增至200萬元；
「市場推廣及工商機構支援基金」下的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每家企業的
累計資助上限倍增至8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受中美貿易戰、「反修例」風波持

續等拖累，香港經濟趨向疲弱，為支援中小企渡過難關，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昨公佈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措施，措施覆蓋7個範疇， 當中

包括豁免27類政府收費，為期12個月，涉及各行各業。並進一步優

化 「BUD專項基金」，同時按證保險公司會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

劃」下開設新的信貸擔保產品， 協助有意創業的人士獲得資金等。

廠商會：措施積極有為急民所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昨宣佈推出一系列的紓困措
施，獲得商界好評。香港中華廠商聯合
會（廠商會）昨表示歡迎，形容有關措
施「積極有為、具前瞻性，急民所
急」，展現政府有決心、有能力帶領香
港走出困局。廠商會會長吳宏斌認為，

今次政府迅速推出的多項措施，力度之
大為近年罕見，反映政府非常有誠意和
決心解決香港當前的困局，重建市民信
心。

優化中小企基金增助力
廠商會指出，近期香港內外形勢嚴峻
複雜，財政司司長提前推出多項應急措
施，極具遠見，有助提振經濟，抗禦下
行風險。對於政府將進一步加碼為「發
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
項基金」和「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注資，廠商會認為在當前內外市場需求
疲弱、中美貿易戰的影響日益浮現的環
境下，優化有關基金可以助企業一臂之
力，鼓勵他們透過加強市場營銷應對挑
戰和開拓商機。

信貸擔保新措施為及時雨
廠商會特別歡迎「中小企融資擔保計

劃」下開設新的信貸擔保產品，由政府
為核准貸款提供9成的信貸擔保。該會認
為，近期市況轉差、中美貿易摩擦升級
以及社會風波引發金融市場波動，均加
大了企業營運資金及周轉的壓力；政府
即將推出的信貸擔保新措施可以發揮
「及時雨」的作用，協助中小企業解決
融資的燃眉之急。
政府亦提出豁免27類政府收費，惠及

多個行業，當中包括深受近期示威活動
影響的物流、零售、飲食和旅遊業等，
以紓緩業界經營壓力，協助他們渡過難
關。除了支援企業，政府亦兼顧民生，
推出7項紓困措施，包括提升薪俸稅，個
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稅務寬免百分
比，以及向領取綜援、高齡津貼和長者
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的人士，發放多一
個月金額等。廠商會認為，這些措施照
顧不同階層市民的需要，減輕他們的經
濟負擔。

■吳宏斌稱，政府推出的多項措施，力度
之大為近年罕見。 資料圖片

■邱騰華稱，針對中小企措施不少均由
中小企提出，構思上有一定承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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