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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料見紅5載 儲備堅守9000億
財爺：開源研增稅種 勢節流減派糖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杜思文

在稅收和賣地收入減少、特區政府推出大規模的逆周期財政措

施，加上持續增加經常開支下，預計明年的財赤將達到破紀錄的

1,391億元，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的4.8%。未來5個財政年度亦

會持續錄得赤字，但會逐漸縮減至74億元，財政儲備則會一直維

持在9,000億元以上。特區政府已經向評級機構解釋情況。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昨日表示，政府未來須增加收入，不排除調整稅率及

增設新的稅種，政府亦會減省不必要的開支，一次性寬免措施的

規模亦可能逐步縮減。

特首：財案措施與防疫基金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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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發表聲明，表示新年
度預算案為香港經濟和社會面對前所未
見的嚴峻挑戰，提供了即時適切的援助
提振，並相信這些果斷和實質的建議和
措施，將和涉款300億元的防疫抗疫基
金互相補足，將為社會所有階層、所有
背景的人，提供全方位支援，並懇請立
法會議員以及市民大眾支持，讓預算案
各項建議可早日落實。

香港面對前所未遇的難關，林鄭月娥
認為發放1萬元現金予成年香港永久居民
措施合理和有效，直接給市民「加
油」，能夠即時協同社會攜手共濟，也
可以刺激消費，為本地經濟注入一定的
動力。
未來公共財政將連續數年錄得赤字，

警醒大家必須促進經濟增長，增加收
入，以支持社會發展。林鄭月娥表示，
特區政府會致力透過不同策略發展多元

經濟，尋找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創造就
業，期望全社會同心協力，支持相關措
施。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預算案發表後向

記者表示，香港在過去一年飽受中美貿
易摩擦引起的外貿衝擊、超過半年的暴
力事件對社會、經濟、民生的嚴重打
擊，以至現時新型冠狀病毒的挑戰，對
市民和本地各行各業造成三重打擊。他
續說，面對經濟情況惡化，失業率達到

三年來最高，特區政府相信唯有充分利
用公共資源，提出共涉及超過1,200億元
的一籃子措施，撐企業、保就業、振經
濟、紓民困，才能幫助市民和企業克服
困難。

張建宗盼立會盡早通過落實
張建宗希望立法會盡早通過落實新年

度預算案措施的撥款議案，讓各項撐企
業、保就業、改善民生的措施得以盡快

落實，令企業在經濟復甦時盡快恢復，
就業市場較快回穩，重振市場對未來的
信心。

葉國謙：善用儲備推「及時雨」
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葉國謙在會見傳媒時

表示，行會支持特區政府善用現有的財政儲
備，推出「及時雨」的措施，急市民所急，
期望廣大市民可以同心協力，支持新年度財
政預算案，共同抗疫，共渡難關。

一隻結領帶的四眼
小蜜蜂，是新一年度
的財政預算案的宣傳
大使，數月前已開始
幫財爺陳茂波四處
「採蜜」，勤力吸取

不同市民的意見。昨日公佈的新年
度預算案封面特意採用自然系的土
地色，多重元素營造生機勃勃的意
境。陳茂波昨日說，選擇土地色，
是相信香港仍是「充滿生機的土
壤」，但種出怎樣的收成在於每個
人播下的種子，「即使有過失望，
仍可懷抱希望」，希望大家擱置分
歧一起推動香港向前。
新年度財政預算案昨日與市民

見面，陳茂波在記者會上介紹，
預算案封面特意選擇了象徵土地
的顏色，是相信香港仍是「充滿
生機的土壤」，但會種出怎樣的
收成，在於每個人選擇播下什麼
種子、如何耕耘、怎樣灌溉。他
相信不管是什麼背景、懷抱什麼
信念和理想，大家都十分珍惜和

愛護香港。
他強調，大家同在這片土地上生活，「本

是休戚與共、唇齒相依」，或許香港有這樣
那樣的缺點，但仍是一個容許百花齊放、自
由發展的家園，即使有過失望，仍可以選擇
對未來懷抱希望；即使理想不同，仍希望大
家擱置分歧，創造化解矛盾的空間，一起推
動香港向前。在此次財政預算案收集意見階
段就與市民見面的結領帶的四眼小蜜蜂，昨
日亦出現在部分預算案文件中。陳茂波當時
形容，小蜜蜂的關鍵任務是四出收集意見，
協助做好預算案的編制工作，為經濟「嚴
冬」做好預備，也寄意透過集體努力，一起
建設好香港這個家。他早前更在胸前掛上小
蜜蜂襟章，寓意將市民意見掛在心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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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政府收入為5,736億元，支
出為6,114億元，是15年來首度出

現赤字，達378億元，但仍有逾1.1萬億
元財政儲備。不過，在2020/21年度，
政府收入僅5,920億元，開支則高達
7,311億元，赤字將擴大至回歸以來的新
高，達1,391億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
值的4.8%，財政儲備則跌至9,940億
元。
陳茂波在宣佈財政預算案時表示，雖

然赤字金額為歷來最高，但該赤字與超
過1,200億元的逆周期財政措施有關，
倘將有關措施剔除，及減去政府發行綠
色債券等的收入，赤字約為590億元，
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的2%。

已向評級機構解說港情
陳茂波在記者會上補充，政府非常留

意國際對財政赤字的解讀，在宣讀財政
預算案的同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劉怡翔及政府經濟顧問已向評級機構進
行解說，他自己在與評級機構的恒常會
面中，詳細解讀財政赤字以及香港的經
濟情況和社會狀況。陳茂波還表示，今
年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已嚴重打擊
香港的經濟活動和氣氛，令本已受社會
動盪重創的與旅遊及消費相關行業面對
更大的衝擊，步入嚴冬，且是次疫情短
期內對香港造成的經濟影響比沙士更
甚，但香港經濟基調穩固，核心競爭力
不會因此動搖，「疫情過後，香港經濟
定能復甦」，但短期內難言樂觀，故預
測今年香港經濟的實質增長介乎負
1.5%至0.5%。

2021/22年赤字將減至168億
同時，根據政府財政狀況的中期預
測，未來5個年度、即直至2024/25年
度都會持續錄得赤字，但會在2021/22

年銳減至168億元，並最終下降至74
億元，大致接近收支平衡。不過，陳
茂波補充，上述預測未有計及政府可
能推出的退稅及紓緩措施。
雖然持續錄得赤字，但未來5個年度

的財政儲備會一直維持在9,000億元以
上，至 2024/25 年度會有約 9,371 億
元，相當15個月政府開支及本地生產
總值的26.5%，惟較現時的萬億儲備、
約22個月的政府開支及本地生產總值
的39.5%要低。

財爺：政府收入未追上開支
有關情況反映政府收入未能追上開

支。陳茂波指出，回歸以來，經常開支
由1,500億元升至下年度的更近5,000億
元。政府未來須增加收入，不排除調整
稅率及增設新的稅種，而政府亦正積極
和專家小組研究如何應對全球最低稅率
規則。同時，政府亦會減省不必要的開
支、善用資源，一次性寬免措施的規模
亦可能逐步縮減。他續指，如果經濟增
長可以更快，或者調整稅率，就可能有
較為動態的變化。

「帶路」灣區機遇 港可發揮優勢
陳茂波說，香港的經濟前景仍然正

面，並指內地以至亞洲的發展將繼續
是全球增長的主要動力，「憑藉內地
龐大的市場潛力，以及『一帶一路』
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來的機
遇，香港可以發揮優勢，開拓更大發
展空間。」
不過，香港也須努力克服人口高齡

化、勞動力下降及土地不足等制約，
再加上社會事件揭示一些有待處理的
矛盾，他預測在2021年至2024年間，
平均每年實質增長2.8%，稍低於過去
10年2.9%的趨勢增長。

■新年度預算案封面特意採用自然
系的土地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街頭大電視播放預算案新聞報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公佈新一年度財政預算
案。預算案最受市民關注的亮點是向年滿18
歲的香港永久居民派一萬元，涉及公帑 700
多億元，加上推出多項逆周期措施，助市
民、企業應對當前困境，預計本港下年度財
政預算會出現歷來最高赤字，達到 1391 億
元。在經濟急跌、企業結業裁員潮恐將迭起
的特殊情況下，特區政府大手動用財政儲備
紓困，撐企業保就業，是順應民情、紓緩社
會氣氛的必要舉措，顯示政府理財思維「接
地氣」、不因循；而且即使出現較大財赤預
算，但仍在可負擔範圍之內，符合用得其所
的「理財新哲學」。社會各界亦應認識，派
錢不應成為常態，須顧及本港財政穩健、信
貸評級；長遠而言，政府和民間更要共同努
力振經濟、增實力，這是本港走出低谷、保
持繁榮穩定的不二法門。

在去年下半年黑暴衝擊、今年以來疫症肆
虐的雙重夾擊下，本港經濟陷入「寒冬」，
消費停頓，百業蕭條，中小企和普羅市民尤
其苦不堪言。非常時期需要非常手段。預算
案推出高達 1200 億港元的大規模逆周期措
施，當中最受關注的是「全民派錢」，這項

「應急錢」措施受到各界普遍歡迎，正如特
首林鄭月娥昨日發表的聲明形容：「香港面
對眼前前所未遇的難關，措施合理和有效，
直接給市民『加油』，能夠即時協同社會攜
手共濟，措施也可以刺激消費，為本地經濟
注入一定的動力。」

預算案的紓困措施還包括退稅、減免差
餉，以及撐企業的寬減利得稅、「中小企融
資擔保計劃」，有關措施再加上政府早前推
出的 300 億元防疫抗疫基金，可照顧、支援
社會不同階層和背景的人士，積極回應市
民、企業對紓困救急的期望。本港擁有過萬
億元的財政儲備，在目前艱難時刻，增加民
生經濟支出，協助市民、企業減輕負擔、渡
過難關，既完全屬於應用則用，亦符合政府
力所能及，顯示政府帶領香港渡過難關的決
心和承擔。

今次預算案的「大手筆」財政措施，令下
年度赤字高達1391億元，破本港歷來紀錄，
等於本地GDP的4.8%，超越了西方國家通常
將財赤控制在GDP3%或以下的要求。未來財
赤會否恒常化，影響本港公共財政穩健，甚
至動搖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成為

此次預算案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對此，陳
茂波指出，此次財政預算案在開支中，有約
1200 億元的一次性措施，包括發放 710 億元
現金、退稅和減免差餉等，再剔除政府推出
的 195 億港元綠色債券，以及去年起房屋儲
備金分4年回撥，經此計算的財政赤字大約
為590億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2%。事
實上，預算案大多數派錢措施都是「止痛救
急」的一次性措施，政府應力免這些一次性
措施變成恒常化，導致結構性赤字出現。

同時，政府要詳細全面向國際財經界和商
界解釋本港財政赤字的背景，溝通經濟社會
現狀與展望，以免國際評級機構因本港財赤
而對主權信貸評級作出負面解讀。根據政府
中期預測，即使連年出現赤字，本港未來五
年財政審慎樂觀，預計財政儲備至明年 3月
底 為 9940 億 元 ， 相 當 於 本 港 生 產 總 值
34.1%，或16個月政府開支；而到2024年3月
底也有 9371 億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
26.5%，或 15 個月政府開支。可見本港財政
仍屬健康範圍，國際評級機構應作出實事求
是的評價。

黑暴傷害未完全浮現、疫情還會持續一段

時間，政府固然有責任以短期措施，回應社
會即時需要；若預算案推出紓困措施後，整
體經濟仍未見起色，政府還需密切注視、充
分評估，相應加大紓困濟民的力度。更要看
到是，本港經濟結構單一、產業轉型緩慢，
而政府經常開支已近5000億，教育、社會福
利及衛生已經佔 6成，這些經常性開支加易
減難，增幅迅速，如果不能有效開源增收，
出現結構性財赤的風險將會大增。因此，政
府必須加快思考、部署，推動產業多元化、
高增值化，增強本港經濟競爭力，才能保持
本港經濟、社會可持續穩健發展。在當前嚴
峻形勢下，此次預算案力紓困救急，對刺
激經濟發展、推動企業創新轉型墨不多，
雖可理解，但長遠而言，政府在振經濟、促
發展方面絕不可放緩腳步。

本港仍擁有豐厚儲備，經濟基礎良好，粵
港澳大灣區規劃已落實一年，政府應放眼長
遠、加快佈局，既要重視防疫抗疫、紓困救
急，在疫情過去後更要加強與內地的經濟、
社會互聯互通，互補共贏，擴大產業交融和
消費市場一體化，令經濟早日復甦，增強發
展動力和活力。

赤字財政紓困接地氣不因循 長遠需提振經濟保財政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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