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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邦國訪澳門
盛讚繁榮興旺

【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特許會計師
公會（ACCA）香港分會稅務委員會聯席主席
黃宏泰預計，特區政府本財政年度盈餘約為560
億元。他認為，政府與其 「派糖」，不如將這
筆錢用來興建公共設施，效果會更好。他又預
料，財政預算案中不會有新的樓市措施，政府
不會有太大動作。

料政府盈餘560億元
特許會計師公會（ACCA）香港分會稅務

委員會向財政司司長提交2013/14年度財政預算
建議，黃宏泰預計，政府本財政年度盈餘約為
560億元，主要是由於利得稅的收入比估計的偏
高，以及部分政府預算尚未使用。他認為，政
府應將部分盈餘退稅，或用於公共設施的興建
，這樣會比 「派糖」起到更大的作用。他以前
年 「派糖」為例，香港700萬人，每人派6,000元
，這筆錢足可興建一間醫院。他指公共設施可
令市民受惠更多。他又建議，即使要 「派糖」
，也應該有針對性，提供給真正有需要的人，
反觀前年全民 「派糖」，起到的更多是負面效
果，應以之為鑒。

黃宏泰又批評政府的稅務政策後知後覺，
不夠主動。他建議政府吸取外國成功經驗，實施恰當的稅
務措施來減輕中產負擔，如擴闊薪俸稅的累進稅率稅階，
為聘請外傭的全職夫婦，以及購買私人醫療保險人士提供
稅務減免等。

而對於下周即將發表的財政預算案，黃宏泰估計，應
不會有新的打壓樓市措施，主要是因為之前的 「雙辣招」
實施未久，還需觀察一段時間，以觀成效。但他認為，抑
制買家並非長遠之策，從長遠來看，還是應該增加樓市供
應。他又表示，主觀上雖然希望政府在財政案中能有驚喜
，但考慮到客觀情況與社會上的輿論壓力，料不會有太大
動作。

倡
退
稅
不
建
議
﹁

派
糖
﹂

ACCAACCA
◀ 黃宏泰
（左）和
倪智敏（
右）提交
2013/14年
度財政預
算建議

中聯辦新界部酒會賀新春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中聯辦新界工作部

2013年新春酒會昨日於荃灣悅來酒店舉行，1,300名
嘉賓在歡樂的氛圍中互祝吉祥。中聯辦副主任林武出
席主禮並帶領祝酒，他感謝各界朋友對新界工作部作
出的努力，並祝各社團會務興隆。而新界工作部部長
陳卓在酒會上致辭表示，新界是香港未來新市鎮建設
的重點地區，很多影響深遠的大型項目將在這裡興建
。他希望新界各界人士在新一年可以加強溝通合作，
把新界建設得更好。

昨日出席酒會的除了林武及陳卓外，還有民政事
務局局長曾德成、新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行政會議
成員張學明、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庭聰、陳勇，以及
多位立法會議員、新界各區區議會主席等，氣氛熱鬧
祥和。

讓市民共享經濟繁榮
陳卓在致辭中提到，去年中國第十八次全國代表

大會順利展開，實現了中央領導集體新老交替，向世
界展示了中國謀求和平發展、推進改革、更加開放的
新形象。過去一年世界經濟持續低迷，不過中國積極
拉動內需，推動經濟穩步發展，為推動全球經濟復蘇
發揮積極作用，作出重大貢獻。而在香港，行政長官
梁振英為首的政府，以穩中求變及極大的毅力，進一
步鞏固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拓寬經濟基礎，
促進長遠發展；同時應民所需、急民所急，以有力的

措施解決住屋、貧窮等民生問題，讓市民共享經濟發
展的成果。

他又說，歷史表明，國家需要香港，香港發展更
離不開祖國，愛國愛港是廣大香港同胞共同的情感追
求。只有相互溝通、互相支持，才能在更大範圍、更
深層次進行優勢互補合作，國家的發展進步才能有更
強的動力，香港這顆東方之珠才能更璀璨奪目。

陳卓指出，新界是香港未來新市鎮建設的重點地
區，很多影響深遠的大型項目將在這裡興建。隨移
民的增多和經濟社會活動的蓬勃開展，新界地區社會
多元化的趨勢將愈加明顯。他認為，凝聚共識、加快
發展，是廣大新界市民的普遍願望，也是愛國愛港社
團和人士的共同使命。他希望新界各界人士在新的一
年裡加強溝通、包容共濟，把新界建設得更加美好。

吳邦國在歡迎晚宴上致辭時，先代表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以至
全體澳門居民致以春節的祝福，他說： 「我早就想來澳門走一走，
看一看，今天終於實現了這個心願。澳門繁榮興旺，市容整潔美觀
，已經給我留下了難忘的第一印象。」吳邦國指出，在接下來的一
天多時間，希望能對澳門的歷史和發展有更多的切身感受。他又說
，一直以來他都很關注澳門的發展，且從人大工作的角度支持澳門
的發展。

肯定澳深入落實基本法
吳邦國指出，澳門取得巨大發展成就，經濟持續增長、民生顯

著改善、社會包容和諧，是澳門特區歷任行政長官、政府共同帶領
社會各界人士以及中央大力支持的成果，歸根結底是澳門全面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深入落實基本法的結果。他又表示，很高興看

到澳門回歸祖國以來，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經濟持續增長，民
生顯著改善，社會包容和諧。這些成就是特區歷任行政長官和政府
團結帶領澳門社會各界共同努力的結果，歸根結底是全面貫徹 「一
國兩制」方針、深入實施基本法的結果。相信特區行政長官和政府
一定會繼續團結帶領澳門社會各界人士，把澳門管理好、建設好，
不斷取得新的成就、創造新的輝煌。

崔世安在宴會上致歡迎辭，他說，20年前，第八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將 「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和國家對澳門的方針政策用法律的形式
確定下來，在澳門特區具有憲制性地位，為澳門的平穩過渡、順利
回歸和長期繁榮穩定與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崔世安說：
「正是由於澳門基本法所提供的法律保障，今天的澳門得以保持經

濟繼續發展、社會穩定和諧、民生持續改善的大局。展望未來，我
們要繼續堅決落實基本法，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方針，不斷提升施政的水平，促進特區的穩定、
繁榮和發展。」

陪同吳邦國到澳門訪問的還有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周鐵農、國務
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及全國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等人。全國政協副
主席何厚鏵、澳門中聯辦主任白志健等及澳門社會各界300多人出
席了晚宴。

據澳門警方表示，吳邦國此次訪澳車隊將壓縮至最基本的規模
，考察場所亦盡可能不清場。

【本報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吳邦國昨日在澳門會見了澳門
首任行政長官、全國政協副主席何
厚鏵及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

在會見何厚鏵時，吳邦國高度
評價何厚鏵為澳門的長治久安和繁
榮發展作出的重大貢獻。他強調，
澳門特區的建設和發展成就充分證
明， 「一國兩制」 在澳門的實踐是
成功的，我們要沿這條正確道路
繼續走下去。

而在聽取崔世安就澳門情況的

匯報後，吳邦國表示，中央對特區
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對澳門
各界人士在愛國愛澳旗幟下團結奮
鬥的精神是充分肯定的。他說，澳
門回歸祖國13年的實踐充分證明，
「一國兩制」 方針具有強大生命力
，澳門同胞有智慧、有能力、有辦
法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澳門。
他希望特區政府高度重視澳門的長
遠發展規劃，在 「一國兩制」 、 「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實踐中，不
斷探索符合澳門實際的發展路子。

當天，吳邦國還會見了澳門行
政、立法、司法機構負責人，全國
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澳門基
本法委員會委員，中央駐澳機構和
主要中資企業負責人等。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周鐵
農等參加了會見。

【本報訊】昨日抵達澳門訪問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
邦國前往珠海市視察了正在建設中的澳門大學橫琴校區。他表
示，希望澳門大學借助開闢新校區，突出澳門特色、瞄準世界
水準，眼於國家的總體部署和澳門的發展戰略，加強與內地
大學和研究機構的交流合作，引入國內和國際的高端教學和研
發人才，促進多學科、多領域和產學研的有機結合，努力創建
名牌大學，為澳門培養更多創新型人才。

吳邦國昨午在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的陪同下，前往珠海市
視察正在建設中的澳門大學橫琴校區。創辦於1981年的澳門大
學，是澳門最具影響力的綜合性公立大學。為解決澳門大學用
地短缺問題，支持澳門發展高等教育、培養專業人才，中央同
意澳門大學在珠海橫琴島建設新校區。2009年6月全國人大常
委會專門作出決定，授權澳門特區自澳門大學橫琴校區啟用之
日起對該校區實施管轄。

抵達澳門大學橫琴校區後，吳邦國參觀了新校區標誌性建
築物─圖書館及校區模型等，並分別聽取了澳門運輸工務司
司長劉仕堯、南粵集團董事長曹達華和澳門大學校長趙偉介紹
校區的規劃、管理和辦學特色等內容。得知澳門大學橫琴校區
的建設進展順利，將於2013年7月開始搬遷、9月正式開課，吳
邦國代表中央政府對新校區建設的階段性成果表示祝賀。他說
，作為粵澳合作開發橫琴的首個項目，澳門大學橫琴校區已成
為澳門與內地在教育、科研、城市規劃、社會服務和行政管理
等方面進行緊密合作的創新範例。他希望施工方把橫琴校區建
成精品工程、放心工程，確保今年9月新生能夠順利入校。

關心 「軟環境」 建設
考察硬件規劃的同時，吳邦國還關心地問到澳門大學的 「

軟環境」建設，包括：學校現有多少名學生，其中澳門學生佔
多少？有哪些特色專業？與內地哪些高校開展了合作？澳門大
學校長趙偉回答說，澳門大學現在有8500多名學生，大約有8
成多是澳門本土學生。澳門大學新校區將分為科技學院和健康
科學學院。目前，澳門大學已和北京大學、香港大學、台灣大
學共同合作開發中西藥研究，並推出 「兩岸四校中文合作計劃
」。趙偉又表示： 「我們有個口號，希望澳門特區的行政長官
將來能有出自澳門大學培養的。」聽後，吳邦國發出爽朗的笑
聲。趙偉也發出邀請： 「下次再來時，新校區會有一萬多名學
生來歡迎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全國人大常
委會副委員長周鐵農等陪同吳邦國視察。

【本報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昨日抵達
澳門，展開為期三天的訪問活動。吳邦國此行主要是出
席澳門基本法頒布20周年紀念活動，並參觀視察澳門。
吳邦國昨晚出席了澳門特區政府舉行的歡迎晚宴時表示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澳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辦法修
改問題，依法作出解釋和相關決定，還授權澳門特區對
設在橫琴島的澳門大學新校區實施管轄，這些都是澳門
同胞關心的大事，有利於澳門的長遠發展。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表示，據他接觸香港各界的印
象，市民對梁振英班子的施政滿意度遠遠好於部分
媒體的評論。筆者對這則新聞深有同感。

筆者早就對某些特首民調大惑不解，很想有關
方面可以解釋一下。最近一、兩年間，某些媒體對
港大的特首民調趨之若鶩，似乎這個民調就是社會
的唯一指標。某電視台公布港大的 「最新特首民調

」，說是 「特首民望創新低」之後，總喜歡加插一
句： 「今次民調結果還未包括 『僭建事件』，還未
包括 『劉夢熊事件』，相信下次梁振英的民望更低
」。聽了此 「預告」，感到大惑不解之餘，還覺得
報道兒戲，更希望相關民調的透明度可以高一點。

筆者並不是說該民調錯，但每次公布的民調若
只有幾句話，就斷定特首民望 「又創新低」，可以
說這類傳媒的公信力有限，而相關民調的水平也不
見得怎麼高。這裡順手拈來，可以列出好些疑點：
譬如受訪對象如果是長者，答案便與受訪對象是青
少年的大不一樣；只有港大的民調才能作指標？中
大的呢？嶺大的呢……其他院校如果也做特首民調

，媒體為何不拿來作比較？即如一個學生次次考試
都 「肥佬」，就令人懷疑是這名學生懶惰不溫習呢
？抑或試卷內容出了問題？公開試卷，不就一目了
然了嗎？相關大學可以公開其民調問卷內容嗎？梁
振英面對今日的大環境，與曾蔭權時代的大環境有
幾多的不同？與董建華時代的不同處又怎樣？一位
現任特首與兩位前任特首頭半年的工作表現如何？
影響所及，其民望如何？作為一家高等學府，這些
較深入的民調因素總應該都包括在內吧？

假如上述所說的民調內容一點兒都不在考慮之
列，筆者就頗懷疑該調查是先想有 「特首民望
低」的結果才去做的了。至於民調而竟然有 「
下期預測」，其想在社會上製造一些什
麼長遠效果，其司馬昭之心態就是路人
皆知的了。

特首民調透明度要高

宇文劍

視察澳大橫琴校區
語培養創新型人才

會見何厚鏵崔世安

▲

吳邦國抵達澳門機場時，向在場
迎接的人士親切揮手 新華社

◀吳邦國會見何厚鏵 新華社

▲吳邦國考察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 新華社

▲林武（左五）、陳卓（左四）、曾德成（左六）、劉皇發（左三）、張學明（左七）等一起向來賓祝
酒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