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本港人口老化、生活費用及樓價
上升所衍生的社會問題，智經研究中心建
議提高60歲以上長者的薪俸稅及個人免稅
額，由12萬增加至15萬甚至18萬元。又
重申以 「半買半租」 計劃，幫助收入高於
公屋輪候入息限額、但低於過去夾屋計劃
入息上限的家庭。

本報記者 梁世華

智經倡半買半租助上車
先購50%業權 已繳租金可作回購物業

張志剛：特首民調邏輯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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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表示
，已去信就特首選舉提出呈請的民主黨何俊仁，要求他撤回
有關的選舉呈請，否則會在下周，要求法院剔除有關呈請。
梁振英說，現正等候何俊仁回覆，待法庭完成處理後，他好
快會交代有關山頂大宅被指僭建的問題。

梁振英昨日出席教育學院學位頒授典禮前表示，終審法
院駁回何俊仁的選舉呈請後，何俊仁在上訴庭仍有問題要處
理。梁振英透露，昨日才收到上訴庭給他和何俊仁的一封信
，是問何俊仁還會否繼續進行這些程序。而在本周二終審法
院的判決出來後，梁振英的律師亦第一時間寫了一封信給何
俊仁，請他在昨日之前回覆是否會撤回這些程序或呈請。
「如果他今日之前不撤回的話，我們下星期會開始要求法院

剔除他的呈請，所以我們正等待何俊仁先生。」
何俊仁回應時表示，已經收到梁振英的律師信，但他辯

稱，因終審法院已就案件作最終裁決，無論如何，他當選行
政長官的結果都不會被推翻，要求梁振英不要再迴避回應僭
建問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認同梁振英以保障法律權利為
理由，等候完成所有司法程序後，才交代大宅的僭建事件，
但他亦指出，梁振英始終要交代事件。

梁振英三月當選後，六月被傳媒揭發山頂貝璐道大宅有
僭建物，特首選舉中落敗的何俊仁及後提出選舉呈請，指梁
振英在選舉期間言論失實，有關呈請星期二被終審法院駁回
。至於選舉呈請必須在選舉後七日提出，法庭認為這點可以
爭拗。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昨日指出，作為亞洲地區最大的經濟體，中國在全
球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央重點發展服務行業，
為香港和海外提供在內地發展的商機，他重申，香
港要把握機會，發揮優勢，配合內地的經濟發展。
出席同一場合的行會成員史美倫認為，中央新領導
班子的首要任務是金融市場改革。中投香港董事長
劉遵義表示，內地未來發展或與美國相似，以擴大
內需為主。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等昨日出席一個以中國在全
球化經濟中的機遇與挑戰為主題的午餐會。他指出
，中國現時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國，亦是第二大進口
國，在全球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他表示，當前

歐洲的債務問題以及美國等發達經濟體面臨的財政
問題，令全球的注意力轉移至亞太經濟區，中國是
亞洲地區最大的經濟體，因此在全球宏觀的經濟增
長中承擔重要作用。

曾俊華表示，國家在 「十二．五」規劃中特別
強調深化服務行業的發展，希望服務業佔國內生產
總值（GDP）的比重，在 2015 年提升四個百分點至
47%，而 4%相當於香港全年的生產總值，他介紹國
家計劃將服務行業範圍擴大至金融、物流、商務、
旅遊和體育，為香港與海外都提供了巨大的商業機
會。曾俊華認為，香港在金融和服務行業具有優勢
，可以把握機遇，配合中國內地的經濟轉型，鞏固
本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位置。他表示，香港已經

做好準備，以其強大的全球視野和良好的國際網絡
，協助內地，變 「挑戰」為 「機遇」，對全球經濟
的增長和穩定做出貢獻。

內地改革金融市場
一同出席的前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兼行會成員史

美倫，在討論環節中表示，中共新領導班子將以金
融市場改革為首要任務。她不認為新班子部分成員
形象較為保守的說法，相信新班子明白改革的迫切
性，以及不改革的後果，不改革並不能維持經濟穩
定，改革或能有助於發展。她亦指出，在未來的五
至十年，人民幣將走向自由化。

出席午餐會的中投香港的董事長劉遵義表示，
人民幣自 2005 年匯改至今累積升幅達四成，中央現
時並不急於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他認為，未來中國
經濟發展會與美國相似，經濟轉型後，擴大內需成
為重點。他又指出，中央委任王岐山為中央紀律檢
查委員會書記，顯示出新領導班子有意處理貪污的
問題。

特首：待撤呈請始交代僭建

內地經濟轉型 財爺冀港把握機遇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身兼
行政會議成員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
張志剛日前在報章撰文，指出鍾庭耀主
管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進行的特首民望
調查，在問卷設計上有兩個邏輯問題，
容易令人混淆及誤讀。張志剛昨日出席
電台節目時又指出，文章純粹是討論學
術問題，用字亦盡量溫和，僅代表個人
意見，希望外界不要太敏感。

張志剛說，有關港大民調的問題在
今年5月他已開始關注，事關當時中大
和港大一起做特首民望調查，但中大顯
示民望升，港大卻顯示跌。張志剛疑惑
，為何在標準誤差之外，在同一時間內
，中大調查結果是民望升，港大卻是跌
，後來他比較兩個調查的題目，發現港
大用語比較不同，而且是其他國家和地
區做官員民望調查好少有的提問方式。

如在關於特首的支持度方面，港大
用了一個題目： 「假設明天選舉特首，
而你又有投票權，你會唔會選梁振英做
特首？」張志剛指出，這是一個完全假

設性題目，但梁振英已是香港特首，要
了解市民對他的支持度應該用更直接的
方法，如此間接的問題，會導致好多不
清楚的地方。張志剛表示，自己撰文討
論這一問題，是希望大家除了看民調，
都要看問題，最關鍵是知道調查用什麼
方式量度支持不支持。

對於有質疑指他撰文與行會成員身
份有衝突，張志剛表明，行會成員須遵
守集體負責制和保密制，他在加入行會
之後，撰文已比較小心，專欄已寫少一
半，寫完文章之後亦會審視是否有違反
行會的原則，但他強調，不會因此不再
寫文章。

而節目主持人要求張志剛個人為
梁振英評分，他給出了 70 分。張志剛
說，人無完人，但指梁振英同以前相
比，進步很大，如他之前不擅同人打
交道，現在表達能力好了好多。 「佢
係好用功，好努力的人。」張志剛說
： 「希望梁生可以一路做下去，拿到
75、80分。」

【本報訊】地政總署表示，本年度賣地表共有13幅地
皮未賣出，當中屯門虎地一幅地滾存了5年仍未被勾出。有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建議，政府應主動將閒置地招
標，如仍無地產商承接，便改作興建公營房屋。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上周五表示， 「勾地表入面的土地，
並不是說絕對不可轉做公營房屋」。地政總署回覆傳媒查詢
時表示，本年賣地表內未賣出的地皮大部分是細地皮，滾存
年期由 1 年至 5 年，面積共 8.7 公頃。其中屯門虎地一幅面
積 0.3 公頃的住宅地皮滾存最久，5 年亦未被成功勾出；沙
田九肚山兩幅住宅地以及前北角邨的臨海酒店地三幅 「靚地
」亦滾存了4年。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蔡涯棉認為，政府應主動
招標滾存兩年以上的土地，若私人市場無興趣就改作公營房
屋用地。至於長期無人勾的北角酒店地及東涌商業用地，政
府應檢視其土地用途，更改為住宅用地。

測量師學會土地供應工作小組召集人劉振江說，政府應
該將勾地表的閒置地即時納入第四季賣地計劃。因為現時在
勾地表內滾存了4至5年的住宅地，大部分是中低密度，未
必適合興建公營房屋；反而滾存了3年的馬鞍山和東涌商業
地皮，則可以研究更改規劃作住宅用途。

中原測量師行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張競達認為，把勾地表
內的地皮變作公營房屋用地亦無不可，但最重要是看每幅地
的周邊配套。他說，如果是一些地段較好的地如九肚山，則
不宜用作興建公營房屋，否則會 「浪費用地」。

智經研究中心昨日向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提交
《2013年度施政報告》及《2013/2014年度財政預算
案》建議書，提倡以短期及中期措施，紓緩長者、首
次置業人士，以及慣常乘搭長途線市民的經濟壓力。
有關建議除了綜合智經過去就不同社會民生課題進行
的研究外，亦包括政策事務小組的討論結果。

稅務優惠助持續就業
智經主席李國棟表示，環球經濟增長放緩，為香

港經濟前景增添不明朗因素，同時亦為民生帶來挑戰
。面對當前環境，他認為政府必須推出相應措施，着
手處理由人口老齡化、生活費用上漲和樓價飆升所衍
生的各種社會民生問題。

根據政府統計處發表的人口推算數字，60 歲及
以上人口比例將由去年的 19%顯著上升至 2041 年的
36%。為免人口老齡化削弱香港勞動力，智經建議政
府提高年滿 60 歲及以上長者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
稅免稅額，由 2012/13 課稅年度的 12 萬元增至 15 萬
元或甚至18萬元。

此外，智經建議為長者增設多個扣稅項目，包
括私人醫療保險供款，每年上限1萬2千元；住宿照
顧開支，每年上限7萬6千元；長者社區護理開支，
每年上限 6 萬元等。智經認為這些建議有助鼓勵長
者持續就業，長遠減輕勞動人口萎縮對香港競爭力
的影響。

可解燃眉之急
在協助市民首次置業方面，智經重申住房 「半買

半租」計劃，幫助收入高於公屋輪候入息限額但低於
過去夾屋計劃入息上限的家庭。

智經建議合資格申請人士可先購買物業的五成業
權，餘下五成業權由政府指定的中介機構持有。申請

人可以較優惠的租金，租用餘下的五成物業；亦可在
指定期內以原價向中介機構回購物業。已繳付的全部
或部分租金，可用作日後回購物業的款項。計劃推行
時可以不同的形式制定方案，增加彈性以配合申請者
情況及中介機構的條件。智經認為建議可解燃眉之急
。但長遠而言，政府仍需提供足夠土地，增加房屋供
應以配合市場需求。

智經亦於建議書中重提 「交通費用支援計劃」，
為慣常乘搭長途線而使用八達通的市民，每月提供設

上限的車資津貼。計劃建議市民在指定時限內（例如
90 分鐘），乘搭單一或多程公共交通工具的總車資
達 14 元或以上，而有關車費開支超出每月指定金額
（建議為700元），八達通將不會扣除在該月餘下日
子乘搭長途公共交通工具的車資，而是由政府直接支
付，以每人每月不多於300元為限。乘客須自行繳付
超出政府每月資助上限的其餘車資。由於受眾不限於
低收入人士，故智經不建議引入資產入息審查。此計
劃估計每年涉及11至14億元公帑。

蔡涯棉：閒置地可建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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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屯門虎地第52區

沙田九肚第56A區（B6地盤）

沙田九肚第56A（B2地盤）

北角前北角邨西面部分

沙田馬鞍山第77區（11號地盤）

大嶼山東涌第3A區

屯門掃管笏第55區，嘉和里山路與青山
公路交界

屯門大欖涌青山公路

何文田常樂街與常盛街交界

何文田佛光街與常富街交界

屯門小欖冠峰街

香港紅棉路美利大廈

告士打道123號及駱克道219-227號前
灣仔警署暨灣仔已婚警察宿舍

【本報訊】政府公布旅行代理商諮詢委員會的委任名單
。黃鳳嫺及朱溢潮獲委任為新委員，任期分別由今年11月
16日及19日起生效。黃鳳嫺將接替今日退休的劉燕卿，以
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身份出任委員；朱溢潮則接替已在委員
會服務六年的李應生。

八名現任委員歐陽士國、陳淑莊、張健明、徐惠群教授
、譚何錦文、董耀中、胡兆英及葉慶寧再獲委任，任期由
11月19日起生效。任期至2014年11月18日止。

政府發言人說： 「我們衷心感謝兩位卸任委員多年來對
委員會的貢獻，並歡迎新獲委任的委員。我們期待與委員會
緊密合作，進一步提高旅遊業的服務質素。」

旅行代理商諮詢委員會是根據《旅行代理商條例》第7
條成立的法定組織，就規管旅行代理商和涉及旅行代理商與
消費者的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委員會的成員由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在行政長官授權下，根據《旅行代理商條例》
第（2）條委任。

由2012年11月19日起，委員會名單是：主席孫大倫博
士；成員歐陽士國、陳淑莊、張健明、朱溢潮、徐惠群教授
、劉鎮漢、譚何錦文、董耀中、黃鳳嫺、黃錦沛、胡兆英、
葉慶寧、旅遊事務專員或旅遊事務助理專員。

旅行代理商諮委會名單公布

▲ 「半買半租」 計劃，幫助收入高於公屋
輪候入息限額，但低於過去夾屋計劃入息
上限的家庭加快置業 資料圖片

▶智經建議 「交通費用支援計劃」 ，為慣
常乘搭長途線而使用八達通的市民，每月
提供設上限的車資津貼 資料圖片

▶曾俊華指香港
已經做好準備協
助內地，變 「挑
戰」 為 「機遇」

本報記者
蔡文豪攝

◀史美倫認為
在未來五至十
年，人民幣將
走向自由化

本報記者
蔡文豪攝

▲特首梁振英表示已去信民主黨何俊仁，要求他撤回有
關的選舉呈請，現正等候對方回覆，待法庭完成處理後
將交代僭建問題 資料圖片

▲

張志剛（左）
認為港大特首民
調問卷，在設計
上有兩個邏輯問
題，容易令人混
淆及誤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