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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明日公布，
當中紓困措施備受關注。團體
「公民力量」進行調查發現，不
少市民於疫情下陷入經濟困境，
超過 70%受訪者期望政府設立短
期性的失業援助金，同樣超過
70%受訪者贊同政府向市民派發

九成人促財案留款助民接種
逾七成倡設短期失業援助金 派5000元消費券振經濟

5,000 元有限期的消費券，以推
動經濟。另外，近九成市民認為

望，結果收集近 700 名市民的意見，主要
屬基層市民。當中 60 歲以上的長者佔近一
半，約 46.5%；33.5%受訪者月入為 5,000
元以下；居於公屋的受訪者最多，佔
37.7%。

困難，70.6%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設立短期
性的失業援助金，以解市民燃眉之急。同
時有 70.1%人贊成政府向市民派發 5,000 元
有限期的消費券。68.1%受訪者就認為政
府應在目前的經濟情況下寬減利得稅及薪
俸稅。
「公民力量」成員李梓敬指出，疫情影
響香港逾一年，不少中小企倒閉，令僱員
失去收入來源，政府應在疫情持續下設短
期性的失業援助金，暫紓市民困境。中電
早前推出價值 100 元的消費券支援有需要
人士，地區反應極佳，他建議政府效法，
邀請不同企業向市民派發有限期的消費
券，受疫情嚴重影響的行業如旅遊業、零
售業、飲食業等可使用消費券。

68.1%人倡寬減薪俸稅

建議增印花稅博彩稅

政府需預留款項為市民注射疫苗
及進行全民強制病毒檢測，以達
至確診清零的抗疫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本月中，「公民力量」進行問卷調查，
了解市民對財政預算案的意見及期

調查發現，疫情期間不少市民經濟出現

另一成員林宇星建議，政府應寬減或補

貼市民的水費、電費、煤氣費、差餉及公
屋租金等公共項目開支，以減輕市民的經
濟壓力。但在補貼開支的同時，也應增加
庫房收入，建議增加股票印花稅及博彩
稅。
調查並顯示，多達 89.1%受訪者認為政
府需預留款項為市民注射疫苗及進行全民
強制病毒檢測。「公民力量」主席潘國山
指出，現時市民若進行病毒檢測，需自費
240 元，對基層市民負擔大，建議政府為
全港市民進行免費的強制病毒檢測，逐步
達至清零目標。
受疫情影響，教師只能作網上教學，潘
國山表示，並非所有辦學團體及教育工作
者能善用這種較新的教授模式。為免影響
學童教育，政府應支援網上教學，例如為
有需要學童提供平板電腦、向教師提供網 ●「公民力量」調查發現，超過70%受訪者期望政府設立短期性的失業援助金。
上教育的技術支援等。
「公民力量」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
港強積金制度至今運作超過 20 年，
不過，社會上一直有不少批評聲
音。下月將卸任積金局主席的黃友
嘉昨日強調，不認同強積金制度是
「益基金佬」，反指打工仔對投資
類別及市場有較大的主導權，而且
全球發達經濟體的退休保障制度，
都不離僱主及僱員共同供款的做
法。他表示，強積金是一個不錯的
投資工具，全港所有強積金戶口至
今累積超過 1.1 萬億元總資產，投資
回報約佔 36%。積金局近年亦於政
府大力支持下，透過推行預設投資
策略和積極搭建積金易平台，盡力
降低收費。
黃友嘉昨日與傳媒聚會時憶述，
自己曾於上世紀 80 年代任職美國聯
邦儲備局經濟師，研究美國的社會
保障退休制度，了解到當地政府以
「現收現付」制度，而非靠獨立於
聯邦儲備系統的信託基金去處理，
可靠性與持續性存疑，在人口老化
及經濟下滑後令納稅人帶來負擔；

香港的強積金制度則更具延續性。
對於社會上一直有人批評香港的
強積金供款是「益基金佬」，甚或
認為應取消強制供款，黃友嘉卻
指，全世界發達經濟體的退休保障
制度，都不離僱主及僱員共同供款
的做法，且基金管理涉及多個範
疇，認為打工仔可自由選擇投資類
別及市場地區，有較大的主導權，
可靠性比較高，亦不涉及財富和資
產再分配，
「如果不是強制性供款，
也可能要靠稅收來維持制度。」

●黃友嘉指
出，積金局
近年透過推
行預設投資
策略和積極
搭建積金易
平台，盡力
降低收費。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總資產累計逾萬億元
香港所有強積金戶口至今累積有
超過 1.1 萬億元總資產，投資回報約
佔 36%，黃友嘉認為已達到制度的
目的。
他透露，自己的僱員戶口的回報
率佔總資產超過 50%，感到滿意，
「投資有賺有蝕好正常，強積金的
最大好處，是相對於買股票及其他
投資工具不用花太多時間管理。」
他建議市民要定期檢視自己的基

金組合，並按年齡、需要及風險承
受能力供款。他舉例指出，如一名
40 歲的中產者，距離 65 歲退休仍有
一段時間，且本身有其他儲蓄，可
選擇較高回報的投資組合。
不過，他呼籲市民「勿因為股價
上升，身邊很多人賺錢便去買股票
或加碼，到跌時就放，因為這就變
了高追低沽。」

對於有聲音要求政府容許失業市
民提取強積金應急，黃友嘉指，相
關政策應交由政府決定，但認為不
宜因短期就業情況轉差而改變制
度。
對於接任人劉麥嘉軒，黃友嘉指
她既有會計背景，亦對公共政策充
滿熱誠，期望她能帶領強積金制度
穩步完善。

消費物價
「止跌」1 月份年升 1.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連跌 6 個月後，
今年 1 月的指數「止跌」，按年回
升 1.9%；但剔除政府的紓困措施
後，1月份基本消費物價仍按年下跌
0.5%。
政府表示，1月份綜合消費物價指
數錄得升幅主要是由於去年 1 月份
政府代繳公營房屋租金及房屋協會
豁免乙類屋租戶三分之二租金，
導致比較基數較低。剔除所有政府
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基本消費
物價下跌 0.5%，低於去年 12 月份的
按年變動率（0%），主要是由於外
出用膳費用下跌和豬肉價格跌幅擴
大所致。

水電燃氣增19.1% 交通跌3.1%
在各類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組成項
目中，價格在 1 月份錄得按年升幅

的類別為電力、燃氣及水（上升
19.1%）、住屋（上升 6.1%）、煙
酒（上升 2.5%）和雜項物品（上升
0.8%）。
其間，綜合消費物價指數錄得按
年跌幅的類別為交通（下跌
3.1%）、衣履（下跌 2.6%）、耐用
物品（下跌 1.8%）、外出用膳（下
跌 0.8%）、食品（不包括外出用
膳）（下跌 0.3%）和雜項服務（下
跌0.2%）。
政府發言人表示，1月份基本消費
物價轉為按年下跌 0.5%，原因是去
年農曆新年較早來臨（去年在 1
月，今年則在 2 月），令食品價格
因比較基數高錄得按年跌幅而造成
扭曲。因此，將等待本月的通脹數
據，再將兩者合併分析，將能更有
效評估基本通脹的情況。另一方
面，由於政府去年一月實施的一次

英媒炒作港國安教育 教局批雙標

積金局：盡力降收費 非「益基金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特區政府教育局近
日公布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學校可按不同學習
階段，透過不同學科教授國家安全的內容。不過，
某些媒體對國安教育作出毫無根據的指控，教育局
昨日再次作出澄清及反駁，不點名批評英國《金融
時報》渲染「六歲兒童就要接受國安法教育」的觀
點，實有炒作之嫌，也是對課程框架的歪曲；某些
人在接受其他國家推行國家安全教育的同時，卻不
接受在香港推行，亦是不折不扣的雙重標準。
《金融時報》本月初危言聳聽稱教育局推出的國
安教育指引，是中央意圖加強控制年輕人的思想，
將「強迫教師告誡僅 6 歲的小學生不要『顛
覆』」。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馬上去信該報反駁，強
調文章內容極度誤解指引目的，對個別源於缺乏認
知和尊重而衍生的雙重標準、偏頗引述且無理據的
評論，深感遺憾。

指學生要護國安保繁榮

特區政府教育局昨日在其網上專欄「政策正面
睇」發文，題目為「消除有關香港學校推行國家安
全教育的誤解」，文章強調，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是所有國家和地方每位負責任的國民
必須履行的義務，學生要盡公民義務守護國家安全
和法治，確保香港長治久安，以維持社會長期繁榮
安定；某些人等在接受其他國家推行其國家安全教
育的同時，卻不接受在香港推行，是不折不扣的雙
重標準。
教育局強調，國安教育應從小培養，與海外許多
地區一樣，香港的學校會讓學生從小有機會循序漸
進地對國家歷史、文化和發展，以及憲法和基本法
有所理解，內容的深度和廣度可按學生情況相應調
整。某些媒體渲染「六歲兒童就要接受國安法教
育」的觀點，實有炒作之嫌，也是對課程框架的歪
曲。
針對小學低年級學生，課程框架概述了一些與國
民教育有關的主題，如國旗、國歌、守法概念和香
港國安法規定的罪名等，但課程不局限於教育學生
相關法例的條文，局方絕不認同把國安教育惡意標
籤為「給幼兒洗腦」或灌輸式教育，學校應清楚指
出維護國家安全是所有國民應盡的責任，不存在爭
辯或妥協空間。

斥資 23 億建新大樓
城大料三年後落成
●政府公布今年 1 月份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回升 1.9%，其中住屋開支按
年上升6.1%，升幅僅次電力、燃氣及水的物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性紓困措施導致基數偏低，1月份整
體消費物價按年上升1.9%。
展望將來，由於環球和本地經濟

議員憂海園山下免費釀混亂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高俊威）獲特
區政府注資打救的海洋公園，日後山下
園區將會免費開放。園方管理層昨日到
立法會解答該園的重生方案，多位立法
會議員關注免費開放後，公園將變得擠
迫和混亂。海洋公園主席劉鳴煒強調，
「免費唔代表冇規矩。」園方將設規
矩，如不准飲食或不准躺臥等以控制人
流，如不成功或考慮引入最低消費模
式，令擠迫情況受控。立法會經濟發展
事務委員會最後通過公園重生方案，將
提交財委會討論。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昨日繼續
討論海洋公園的重生方案，包括公園計
劃改變收費模式，及政府再向公園提供
●劉鳴煒（圓圖）表示，海洋公園將設如不准飲食或不准躺臥等規矩， 一筆 16.64 億元的非經常撥款，以協助
以控制未來改為免費開放的山下園區人流。大圖為海洋公園正門。
海洋公園，包括水上樂園營運一年的開
資料圖片 銷。多名議員於會上關注為何公園需再

活動仍未返回衰退前的水平，外圍
和本地價格壓力在短期內應維持輕
微。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情況。

度申請撥款，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
質疑公園是否對前景沒有信心，並認為
既然公園已有可延續發展計劃，理應毋
須再申請撥款，應改為向政府借貸。
劉鳴煒回應時指，原有債務已為公園
帶來沉重財政負擔，若再增加其他債
務，對公園並不理想，又對重生方案有
信心，相信債務最終可以償還。

劉鳴煒：定規矩控人流
對於山下園區日後將改為免費開放，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憂慮免費入場
會引起混亂和擠迫，關注公園如何控制
人流。
劉鳴煒回應時表示，正因為近年收到
不少遊人反映，因為公園太擠迫感到不
舒服和不愉快，公園關注此情況，但他
強調，「免費唔代表冇規矩。」園方將
設如不准飲食或不准躺臥等規矩，以控
制人流，如真的未能控制，或考慮引入
最低消費模式，令擠迫情況受控。

●城大昨日舉行春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城市大學昨日舉辦春茗，校
長郭位分享指，校方將興建一棟造價23.5億元的綜合大樓，供
動物醫學院等教學單位使用，預計三年後落成。而為防黑暴破
壞，城大前年起加強校園保安，並設臨時圍板，校方早前決定
重新設計校園屏障並將之美化，卻被個別學生抹黑為「監
獄」、「圍城」等，郭位強調，世界不少坐落於繁鬧之處的大
學均設校園管制，認為措施有助維持治安。
「再給我們大約三年，你會發現校園將會變得非常漂亮。」
郭
位昨日分享多項校園發展，如造價達23.5億元的綜合大樓，樓
高15層，設體育館，亦會供動物醫學院等在內作教學用途。

建屏障被抹黑 校方：維持治安
對於城大分階段展開「校園屏障美化工程」，卻被個別學生
質疑是「圍牆」「監獄」，郭位解釋，世界不少坐落繁鬧之處
的大學，通通都有校園管制。校方發言人補充指，校園管制的
其中一個目的在於維持治安，保障大學財物，防範失竊等情況
發生，而在疫情下人流管制就更顯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