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記對財案建議民記對財案建議（（部分部分））
◆增加警方人手及提升裝備

◆設立特別法庭，專責處理修例風波中的被捕者

◆設聯合隊伍清理違法標語

◆設立復元基金，善用民間智慧推動社會復和

◆寬減2019/20年度利得稅，上限50,000元

◆豁免中小企商舖的商業登記費及相關牌照費用

◆政府產業額外多6個月減租一半，主動聯絡各大地產商及港鐵、領展等一同行動

◆2019/20年度繼續利得稅可分期繳稅，並毋須繳付5%附加費的措施

◆設立中小企設備受損支援基金

◆大規模海外經貿路演

◆為公屋住戶代繳兩個月租金

◆發放額外兩個月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長者綜援、60歲至64歲人士
的綜援金及就業支援補助金、在職家庭津貼金額

◆長者醫療券額外提供一次性1,000元金額

◆寬減2019/20年度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上限50,000元

◆2019/20年度繼續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可分期繳稅，並毋須繳付5%附加費的措施

◆寬免2020/21年度全年差餉，以每戶每季2,500元為上限

◆向住宅單位業主退還全年地租，每季每戶上限 1,500 元

◆增設銀齡卡，為60歲至64歲長者提供2元乘車優惠、醫療券等

◆放寬長者生活津貼資產要求門檻

◆生果金下調至65歲

◆訂立「劏房」租管

◆設立過渡性租金津貼

◆降低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的啟動門檻至200元

◆為有需要中學生提供午膳津貼

◆設立聘請外傭開支扣稅額

◆將子女免稅額由目前120,000元提高至132,000元

◆將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提高至43,000元

◆降低自住物業差餉徵收率水平，以及豁免退休長者自住物業應繳付的差餉

支援中產

收窄貧富
差距

紓解民困

提振經濟

恢復秩序
安定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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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民建聯就2020至2021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提出13方面共88項建議。民建聯主席李慧

琼表示，該黨已嚴厲敦促政府在內憂外患的非常時期，須突破固有政策框架和理財思

維，通過較前瞻、進取和利民的財政政策，解決深層次問題。對於政府透露在下一財

政年度有可能出現財赤，李慧琼相信以政府豐厚的財政儲備，足以抵擋短期經濟困

難，但當局必須帶頭提出解決問題方法，如政府決定「派錢」，民建聯不會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鄭治祖）立法會
各大黨派繼續約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2020/21
年度預算案提交意見，來自不同專業界別的建制派
立法會「六人組」（G6）亦不例外。他們分別就保
險、民生、旅遊業、基建計劃及工務工程等方面提
出多項建議，冀助受到經濟影響的市民和企業渡過
難關，亦期望為不同業界擴大未來的發展市場。
保險界議員陳健波，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
境界議員謝偉銓，旅遊界議員姚思榮，商界（第
二）議員廖長江，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
馬逢國，金融界議員陳振英6名（G6）成員昨日約
見陳茂波表達對新一份預算案意見。

陳健波倡助保險界參與「帶路」
在保險事務方面，陳健波提出4項建議，要求增

加年金保費及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的扣稅額至12萬
元；促請政府及保監局因應經營環境的情況，適時
為保險公司及從業員提供包括稅務或財政上的援
助；爭取盡快打開大灣區市場、盡快落實在大灣區
展開「保險售後服務中心」、「醫保通」及「壽險
通」計劃，為內地客戶提供新的投保途徑，並為業
界打開國際市場，協助本港保險公司參與包括「一
帶一路」相關的保險項目。
陳健波亦建議政府邀請專家研究香港經濟應走的
方向，並制定出推行的方案、提升本港競爭力。他
又建議全面檢討薪俸稅制度，提高免稅額令中產人

士免交稅。

謝偉銓建議設基金助暴亂苦主
謝偉銓則提出一次性及短期措施，由政府牽頭設

立50億元「違法暴力活動受害者補償基金」，向在
違法暴力活動中無辜受損的個人和商戶，提供毋須
入息或資產審查的現金補償，及為預計將大幅上升
的商舖保險費用提供補貼等。
中長期政策及財政方面，他認為政府應支援中

產，扶助中小企，繼續推動「明日大嶼願景」、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等已公佈的土地房屋政策及
發展項目，及正式制訂過渡性房屋政策等。

姚思榮：可派消費券振興市道
姚思榮向當局提出連串刺激本地消費措施，例如

向年滿18歲的永久居民派發7,000元現金及3,000元
消費券，消費券可用於旅遊、飲食、零售及跨境交
通；免收受影響大的行業的牌照費用、商業登記費
等一年，並對盈利100萬元以下的部分公司免收利
得稅。
他又建議設立保障旅客基金，減低訪港旅客的顧

慮；提升導遊領隊職業培訓；增撥資源，讓旅發局
到海外市場宣傳、推動本地旅遊及消費等。另外，
姚思榮建議設立「特別失業貸款」，向受過去7個
月風波影響行業的失業人士提供短期無抵押貸款，
助他們渡過難關。

G6冀財爺助各業度經濟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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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財策宜進取 派錢也無妨
就財案提88建議 促政府帶頭解深層次問題

民建聯對2020至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13方
面，合共88項建議，並把重點建議分為「恢

復秩序，安定社會」、「提振經濟」、「紓解民
困」、「收窄貧富差距」、「支援中產」5個方
面。

倡24小時法庭 加快審判暴亂
在恢復社會秩序方面，建議增撥資源設立24小時
特別法庭，加快處理修例風波中被捕者的檢控程
序。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解釋，此做法參考了2011
年英國政府為應對騷亂，加快審判工作的做法，認
為加快檢控相關人等可增加阻嚇性，達到止暴制亂
的效果。
他續說，在半年多的事件中，警員身心俱疲，應
增加人手及提升裝備以應對暴亂。他又提到，雖然
政府曾多次派員清理多區的所謂「連儂牆」，但經
常「死灰復燃」，建議設聯合隊伍清理違法標語。
李慧琼表示，香港的騷亂已經持續半年多，經濟
出現實質的倒退，失業率攀升，同時中美貿易戰亦

未見有紓緩的跡象。她指出，當前社會動盪不安的
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香港長期存在不少深層次問
題，一直未能有效解決，導致資源分配和經濟結構
不平衡，貧富差異銳增，社會結構固化，基層市民
缺乏向上流動機會，民怨長期積壓。

李慧琼：儲備可抗短期經濟困難
面對內憂外患的非常時期，民建聯已經敦促政府

突破固有政策框架和理財思維，通過較前瞻、進取
和利民的財政政策，積極應對當前困難和衝擊，以
提振經濟，穩定民心，推動香港走出困局；另一方
面引入改革性措施，積極處理存在於資源分配、土
地房屋、經濟結構等方面的深層次問題，為社會修
復及維持繁榮穩定創造條件。
至於民建聯會否建議司長直接派錢，李慧琼表示

民建聯從來都不反對派錢，但認為應以解決深層次
矛盾問題為先，而且政府必須帶頭。對於今屆政府
出現財赤的問題，李慧琼相信以政府豐厚的財政儲
備，足以抵擋短期經濟困難。

過去一日再多6宗武漢返港後出現發
燒病徵的個案，累積個案增至21宗。
雖然相關個案都找到病因，未發現武
漢不明原因肺炎傳入本港，但面對持
續有懷疑個案出現，政府部門必須高
度重視、寧緊勿鬆，加強防疫措施。
尤其要重視堵塞現行申報制度的漏
洞，彌補防疫法例的短板，為市民健
康安全把好關。

本港 2003 年沙士一役造成 299 人死
亡，約 1700 人感染，市民對防疫工作
十分着緊。偏偏日前有媒體發現，沙
田仁安醫院讓一名曾到武漢後發燒的
中大女生單獨離開醫院。儘管該女生
被證實與武漢不明肺炎無關，仁安醫
院澄清該女生求醫時未有發燒，按指
引毋須呈報。但此一個案足以反映，
本港現行防疫制度存有嚴重漏洞。

由於本港法例只是列明 50種傳染病
要呈報，不包括「不明病毒」，即使
私家醫院或醫生不通報都不會違反任
何法例。但新病毒在初發現時都是
「不明病毒」，豈不是成了法例的
「漏網之魚」？有醫學界人士直言，
如果離開仁安醫院的中大女生真的感
染新型病毒，那麼在她自由活動的時
間，很大機會傳播給其他市民，造成
病毒的大規模社區擴散。沙士疫情肆
虐時，淘大花園慘痛教訓說明，若受
感染病人沒有及時隔離，病毒人傳人
快速擴散，後果不堪設想。防疫不容
有絲毫漏洞，政府必須嚴陣以待，不
能掉以輕心。

參考鄰近地區的經驗，澳門法例列
明除了已知傳染病外，還有一項其他
冠狀病毒的相關感染也需要強制隔
離。內地自03年沙士後訂立了突發公
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列明不明原因
群體性疾病都要呈報，只有本港尚未
從法律上堵塞對「不明病毒」的防疫
漏洞。本港對此問題必須高度重視，
及時亡羊補牢，制定對不明病毒疑似
個案強制隔離的臨時措施。衛生署現
在要求如發現14日內曾到訪武漢，出
現發燒、呼吸道感染或者肺炎徵狀的
人士，包括私家醫院和醫生在內所有
醫療機構和從業者都要呈報，有關機
制應盡快立例，完善防疫機制。

今次武漢不明肺炎最新消息指已排
除是沙士，目前並未出現死亡個案，
亦未發現明顯的人傳人跡象，市民不
必過分恐慌。但由於尚未找到病毒源
頭和傳播途徑，難以採取針對性的抗
疫措施，防疫之道唯有做好入境把關
和預防工作，一旦發現懷疑個案，應
盡早隔離，以利有效堵截不明病毒傳
入香港。

臨近春節客流高峰，本港與內地人
員往來頻繁，政府更須提升防疫級
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
特區政府已經加強港口監測措施，醫
管局也提升了感染控制程序。希望衛
生防護中心持續擴大監測範圍，做好
與內地相關部委的溝通工作，確保掌
握最新資訊；同時做好本港的應對預
案，打好防疫仗，保障市民健康。

堵塞防疫漏洞 為市民健康把好關
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日首次會見香港傳媒並

發表講話。駱主任引用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年賀詞
中的話，「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
的家園？」向全港各界真情喊話。駱主任的講話堅
定而睿智，既表達中央關心支持香港的真情厚意，
也展示中央對搞好香港的戰略思維，鼓舞港人、提
振信心。相信在中聯辦的配合支持下，特首林鄭月
娥和特區政府能夠繼續迎難而上，確保憲法、基本
法在香港全面貫徹實施，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讓香港重回正軌、開
創新局面。

駱主任具有豐富的內地地方行政治理經驗，勇於
擔當，真抓實幹。昨日他履新後的首次公開講話，
表明自己過去在內地工作，但對香港並不陌生，這
次到中聯辦任職，就個人而言是新使命、新挑戰，
「我會帶對香港的真誠和真情做好工作」，話語
坦誠，讓港人感到暖心；更展示出一份勇於迎接新
挑戰堅定的擔當和魄力，讓港人感到安心。

香港是國際金融、經貿中心，在國家改革開放和
現代化建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前年11
月習近平主席在北京會見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港澳
訪京團時，充分肯定港澳同胞的作用與貢獻，指出
港澳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地位非常獨特，貢獻重大
且不可替代。昨日，駱主任也指出，香港是東方明
珠，國際化大都市，香港同胞為國家改革開放和現
代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祖國也始終是香港最強
大的後盾。這說明香港在國家的戰略定位中舉足輕
重，中央政府不會忘記港人為國家作出的貢獻，更
加會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克服任何困難，激勵港人
始終堅定「一國兩制」的制度自信，擁護及認同
「一國兩制」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
安排，香港社會各界不因為一時曲折而對「一國兩
制」動搖信心。

持續半年多的修例風波，嚴重衝擊香港的法治穩
定，中央高度關注香港的情況。駱主任形容近半年
來香港的形勢「令人揪心」，大家熱切地期盼香港
能重回正軌，他借用習近平主席在新年賀詞中的話
表示，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
園！真誠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這半年的事實
證明，香港亂了，受傷最深重的是港人自己。中央
殷切期望香港重回正軌、恢復正常，駱主任帶來了
中央對香港的期望、祝福和指引，為香港走出困
境、重新出發指明方向。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駱主任的講話提到了「三個
確保」：一定能確保憲法、基本法在香港全面貫徹
實施；一定能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一定能
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三個確保」正是中央
一貫高度重視、強調要堅定落實的方向，相信亦是
駱主任領導中聯辦未來的工作重點。反修例風波的
實質，就是挑戰和撼動憲法與基本法確立的「一國
兩制」憲制秩序，動搖「一國兩制」的根基，摧毀
香港的繁榮穩定。駱主任以「三個一定」堅定港人
對「一國兩制」的制度自信，指明香港「一國兩
制」實踐行穩致遠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正確
路向。

廣大香港市民期望，中聯辦人事的新安排帶來新
氣象，為香港帶來新希望。相信在駱主任和中聯辦
的支持下，特首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堅守「一國兩
制」原則，帶領香港各界充分尊重憲法和基本法權
威，不斷完善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
制，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
護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和保障香港高度自治權、
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
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
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香港
能夠早日走出困局，東方之珠再放光芒。

駱惠寧到任講話傳遞真情厚意和戰略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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