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日前宣布取消勾地機制，完全取
回土地供應主導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
日表示，政府過去兩年已主動賣地皮，實
際上已恢復主導土地供應，不擔心取消勾
地表會影響發展商的投地意欲和政府收入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將22幅未完成
規劃的地皮列入賣地計劃表，是為了增加
賣地透明度，並非繞過城規會程序和為房
屋土地供應 「篤數」 。

本報記者 朱晉科

財爺：撤勾地不影響政府收入
2年前主動賣地取回供應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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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案大部分篇幅都是中長遠
幫助經濟發展的措施，一次性紓緩措施
雖不缺卻不是主要部分，正好回應了不
少市民的訴求：不要多 「派糖」，要有
中長遠措施。

財案重視扶持企業發展及人才培訓
，增加就業機會，其大精神就是給市民
特別是青年人提供向上流的機會，要靠
自己努力出頭。譬如留學獎學金加碼，
多注資給職訓，協助物流、金融、旅遊
業，翻新醫院，培訓醫護人員等等，正
正迎合了社會目前最需要的。

不少人窮追猛打財爺為何不擴闊稅
基。財爺回應得好：環境好時有錢，不
會擴闊稅基；環境不好時沒有錢，更不
可能擴闊稅基。

很多人沒有注意到財案中一個可與
稅基並談的惠民建議：政府債券計劃規
模增至二千億港元，再發行最多一百億
港元iBond（通脹掛債券）。香港稅基
窄是事實，但是，稅基窄又如何？筆者
要反問：為何要擴闊它？有人想陷政府
於不義，認為政府 「不郁動稅基」，是
不想向賺得盤滿缽滿的富人開刀取稅，
卻不考慮資本主義社會，在人口比例上
，從來都是富人佔少數。如果政府動了
稅基，即是說向市民多要錢，富人固然
要多繳稅，但他們即使多繳稅，對他們
而言也只是九牛一毛；基層打工仔很多
不必交稅，如果擴闊了，那麼最受害的
是哪一群？當然是社會也呼喊需要幫
助的中產階層了。

但債券就不同了，政府多發行債券
，香港社會的資金流動便減少，通脹得到平衡的速度
立見，人們口袋中的錢更見使，此其一。其次，市民
購政府債券，有利息，可保值，是另一種受惠。能購
買政府債券的，除了投資機構，主要受益的就是中產
階層了。其三，政府發債籌集資金之後，憑其網絡
，應可得到更大的收益。

擴闊稅基，此際是很擾民的，稅交出去
了不可能取回，碰巧一兩次退稅是例外
；政府加強發債而與市民雙雙得益，箇
中玄妙，政府不說穿，人們卻看不破嗎？

關愛基金推更多新計劃
【本報訊】財政預算案建議向關愛基金注資150億元，

扶貧委員會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羅致光表示，注資有助資
源運用可更靈活，協助範圍可對邊緣人士更寬鬆，亦會推行
更多新計劃，讓更多項目恆常化。

羅致光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隨扶貧委員會開展
工作，會有更多項目需要資金，注資有助基金更加靈活，協
助政府以試驗方式研究措施可行性。他說，基金可推行更多
新計劃，讓更多項目恆常化，例如之前將協助長期病患者的
撒瑪利亞基金，申請人醫藥開支負擔的3成門檻降至2成作試
驗後，現時已變成政府恆常政策。

羅致光又表示，未來一年基金每年支出，將很大機會增
加到6至8億元，相信會逐步增至每年10億元。因為部分福利
政策，要經不同部門審批，需時落實，關愛基金可以在政府
未落實時去實行，包括部分試驗計劃。他舉例，可協助一些
嚴重殘障，住在醫院的人士返家居住，包括提供相關儀器的
資助，以及幫綜援人士增加工作動機等。

對於關愛基金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低收入人士提供津貼，
羅致光擔心會推高租金，但強調津貼屬一次性措施，希望業
主不要趁機加租。他又認為，四月實施的長者生活津貼，仍
未能為長者提供足夠保障，而強積金回報未足以支持退休生
活，扶貧委員會轄下小組將會探討退休保障制度。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被問及
取消勾地表制度會否影響發展商投地意欲及彈性，他
指出，政府去年主動賣出了二十多幅地皮，同時過去
兩年只有兩、三幅地皮是由發展商勾出來，政府實際
上已經控制了土地供應的主導權。他又相信，市場有
需求就會有供應，不擔心此舉會影響發展商的投地意
欲。

遏樓價須由供應入手
對於取消勾地表制度會否影響政府收入，曾俊華

表示，政府去年主要的賣地收入都是來自政府主動賣
地，每季賣出六至七幅土地，今年會維持有關政策，
相信取消勾地表不會對政府收入有太大影響。他強調
，如果所賣的土地是符合市場需求，反而可因此增加
收入。

至於如何紓緩樓價高企的問題，曾俊華再次強調
，最終解決辦法肯定是從供應手，因為現在低息率
已維持了一段時間，他相信目前市場需求還是很大並
會持續下去，所以政府未來要繼續增加供應，他強調
，2013年可供出售的一手單位數目有2.4萬個，未來
三至四年，亦會有6.7萬個私人一手住宅單位推出。

對於外界質疑政府將22幅未完成規劃的地皮，包
括浸大前李惠利校舍地皮列入賣地計劃表，是繞過城
規會程序和為房屋土地供應 「篤數」，發展局局長陳
茂波昨晚出席電台戶外節目時表示否認。他解釋，將
未完成規劃的地皮列入賣地表有助增加賣地透明度，
令有意參與投標者可事先研究。

未規劃地入賣地表非篤數
陳茂波又說，城規會是獨立並有公信力，公眾有

兩個月時間透過城規會提意見，未完成規劃的地皮列
入賣地表，不代表地皮最後會成為住宅用地，但
政府會全力以赴，做好改規劃和游說工作。他估計
需要改劃用途的土地，可以在未來不同時間供應市
場。

對於會否將前勾地表的土地用作興建公營房屋，
陳茂波表示，早前已將一幅將軍澳的地皮撥給房委會

興建居屋，他不排除將來還會這樣做，但他強調，未
來五年公營房屋的土地供應已達標，加上近年樓市急
升，與有意置業的市民的負擔能力脫節，當局亦需要
增加私樓供應。

陳茂波又坦承，市民希望短時間內解決住屋問題
的想法是不切實際，他希望自己能在五年任期內，為
將來解決房屋問題 「鋪好一條路」。

【本報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表示，
本港稅基狹窄，超過50%的勞動人口不用交薪
俸稅，90%的企業不用交利得稅，當局會繼續
研究是否需要擴闊稅基，但他指出，不會考慮
開徵銷售稅、資本增值稅或股息收益，以免對
經濟造成太大影響。

曾俊華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有聽眾認為
本港稅基太過狹窄，曾俊華對此表示認同。曾
俊華說，薪俸稅方面，目前6%的勞動人口，
即20萬人，需承受80%的薪俸稅，過半的勞動
人口不用交稅， 「這比例相當低」。他又指出
，目前70%的利得稅來自1000間企業，但90%
的企業，大部分為中小企，則毋須交利得稅，
當局會繼續研究是否需要擴闊稅基。

對於開徵銷售稅的建議，曾俊華表示，早
年已就此諮詢過公眾，他還清楚記得當時市民
都贊同擴闊稅基，但不歡迎銷售稅，他又認為
，如果開徵銷售稅，會對零售業有很大影響。
他又說不會考慮開徵資本增值稅或股息收益，
以免對經濟造成太大影響。

對於有聽眾指曾俊華再次計錯數，他解釋
，去年外圍經濟不穩，預計本港稅收會受到影
響而減少，但最終利得稅和薪俸稅收入卻比預
期多，盈餘因此增加。又指估算政府收入較為
保守，但稱保守作風是作為財政司司長應有的
美德，他強調，任內六年都有還富於民措施，
包括增加87%的政府支出，在教育、醫療、福
利等項目投入資源。

預算案亦建議投放逾四億元成立基金，每
年資助20名學生赴海外深造。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爭拗日益政治化，
累苦恪守政治中立、主理行政的議會秘書處。反對派早前就
民建聯葉國謙的剪布議案提出近200萬條修訂，秘書處預計
要花約40年時間才可審核完。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昨日表示
，財委會如果認為有需要，秘書處會向行管會申請資源，增
聘審核人手，但他指出能否招到合適人才亦是難題。

立法會秘書處昨日與傳媒舉行午宴，秘書長陳維安表示
，對於是否增聘人手處理近200萬條修訂，財委會目前仍未
決定，如果財委會認為有需要馬上處理這些修訂，他們會按
情況向行政管理委員會申請資源，增聘人手。但他認為，招
聘到合適人才去處理這些修訂並非易事，即使請到人，亦需
要一定的時間去培訓他們，另外亦要看立法會有無足夠的空
間去容納這些新增人手。他預料，如果要短期內處理所有修
訂，需請多400幾人，議會就要額外支出400多萬元公帑。

陳維安早前和家人去新西蘭度假時不小心跌斷左手，他
昨日笑言傷勢已基本康復，但手掌未能伸張自如，所以每日
都手握網球，逐步鍛煉，希望促進恢復。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中聯辦經濟部貿易
處癸巳年春茗晚宴昨在港島香格里拉酒店隆重舉行。
中聯辦經濟部部長楊益，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蘇錦樑，常任秘書長黃灝玄，投資推廣署署長賈
沛年，海關關長張雲正，工業貿易署署長麥靖宇等出
席晚宴。楊益表示，貿易處今年將繼續推進內地與
香港服務貿易自由化。

楊益致辭時表示，去年世界經濟繼續低迷震盪，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中徘徊不前，但令人高興的是
，在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之際，不論是內地經濟還
是香港經濟，都取得了不俗成績，內地與香港的經貿
合作也變得更加緊密。他表示，去年CEPA補充協議

九順利簽署，為「十二五」期末兩地服務貿易基本自由
化目標的順利實現，奠定了堅實基礎。此外，內地與香
港天然砂貿易合作機制的建立，為港珠澳大橋在內的
香港中大型基建的順利進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質保障。

港超越日貿易夥伴地位
楊益指出，去年內地與香港經貿合作形勢喜人，

全年兩地貿易額達到3414.9億美元，同比增長20.5%
，其中內地對香港出口3235.3億美元，同比增長
20.7%，從香港進口179.6億美元，同比增長15.9%，
增長速度均遠遠高於內地或香港對外貿易的整體平均
增速。楊益強調，香港已經取代日本，成為內地第四

大貿易夥伴，內地與香港的貿易額佔內地進出口的比
重達到8.8%。

至於兩地投資方面，楊益表示，去年商務部共核
准近1900家內地企業在港新設或增資，同比增長近
40%，內地對港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金額達到465.1億美
元，同比增長32.9%，佔內地全年對外投資的比重達
到60.2%。楊益又說，受國際經濟形勢不景氣影響，
去年內地吸收港資數量雖有所下降，香港對內地直接
投資金額712.9億美元，新批准港商投資項目1.3萬個
，分別同比下降9.7%和7.4%，但從存量看，香港仍然
是內地最大的外資來源地，香港也是內地最大海外投
資目的地。

加強與特區政府溝通
展望2013年，楊益表示，從外部環境看，世界經

濟復蘇進程仍將艱難曲折，風險與機遇互相焦急，從
內地來看，今年是國家新一屆領導集體實現新老交接
之後的開局之年，也是貫徹落實 「十二五」規劃和推
進兩地服務貿易基本實現自由化的重要一年。中聯辦
經濟部貿易處將繼續努力為加強內地和香港工商界的
溝通交流服務。

楊益指出，貿易處今年將重點做好幾項工作，包
括以CEPA簽署10周年為契機，加強跟蹤調研，努力
推進各項政策措施的落實，尤其是加快推進兩地基本
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進程；密切跟蹤內地和香港物價
變動，加強與特區政府的溝通聯繫，確保內地農副產
品對港穩定供應和質量安全；關注香港業界對人員來
往和商貿進出通關便利的需求和要求，進一步推動通
關便利化；密切關注香港經貿發展中的重點問題，及
時了解反映工商界意見與訴求，加強政策研究，提出
支持香港中小企拓展內銷市場的政策建議；繼續推進
兩地企業聯合走出去。

中聯辦經濟部長楊益春茗晚宴致詞

兩地經貿合作更加緊密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政府多項基建工
程如箭在弦，卻面對 「有工無人做」情況，對於有
聲音建議輸入外勞解決問題，工聯會表示堅決反對
，指人手不足是假象，人手錯配問題才是根源所在
。工聯會希望拓展建造業求職設施 「建工易」，方
便招聘人手，並希望承建商進一步加薪與改善福利
及工作環境，吸引新人入行。

工聯會轄下的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表示
，現時本港註冊的建造業工人約有三十萬，其中 「
日日有工開」的有22萬5千人，另外8萬位建造業工
人中，除去3萬位年屆退休之齡，另有5萬位 「下落

不明」。他說，建造業工人人手不足只是一個假象
，行內人手錯配及資訊錯配才是主因。工會希望建
造業議會的免費就業資訊設施 「建工易」可拓展服
務地區，讓建造業工人可透過 「建工易」瀏覽 「建
工網」，知道最新空缺，也方便僱主招聘人手。

業界研手機App助搵工
建造業議會總監（培訓及發展）黃敦義表示，

原本有望在港鐵站設立類似提款機的 「建工易」，
與港鐵磋商後，發現並不適宜於港鐵站安裝，計劃
已經擱置。但議會同時在勞工處轄下4個就業中心

安裝 「建工易」，連同原本的8個，現時全港有12
個 「建工易」。

黃敦義續說，議會也於去年9月透過手機短訊
形式及開發手機程式，將建造業就業資訊發送給建
造業工人。截至2月底， 「建工網」上建造業累積
空缺有4830個，超過11萬瀏覽人次，每人平均瀏覽
7頁。黃敦義表示，今年會繼續發展手機程式，因
其效用較互動，覆蓋率也較高，但不會取締 「建工
易」。

另外，工聯會會繼續就全民退休保障，改革強
積金制度，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標準工時立法等
議題作出跟進工作。身兼香港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
的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表示，對於勞顧會最後通過
男士3天侍產假只能無奈接受，但強調推行一年後
會再作檢討。

再培訓局開特種警衛課程
【本報訊】財政預算案向再培訓局注資150億元，再培

訓局行政總監吳家光表示，會審慎運用款項，考慮以種子基
金的模式運作，將投資回報用以支援再培訓局的經常性運作
與開支，又指已制定未來三年的計劃，下年度預計提供13萬
個課程學額，擴展高端 「特種警衛訓練」，並為新手陪月員
提供一站式轉介服務，將基層工作專業化，提高從業者的晉
升機會。

吳家光說，僱員再培訓局已制定未來三年的計劃，下年
度將提供13萬個培訓課程學額，其中，新增家居照顧服務與
離院病人照顧課程，還將推出保安服務與高端警衛的培訓，
教授學員自衛術及在突發場合的應變方式，培訓青少年成為
特種警衛，亦將為中學畢業生提供初級管理員培訓。

同時，再培訓局會繼續開辦近年來受到追捧的陪月員課
程，並為新手陪月員提供一站式轉介服務，即從修讀課程至
入職，都會從旁協助，並由有經驗的陪月員帶同新手提供服
務，吳家光說， 「陪月員是否有工作經驗是搵工重點，若培
月員本身是媽咪，則有優勢，所以我們就此加強了支援服務
。」稱新增課程是為了令基層工種專門化，為基層工種加入
專業元素，以提高從業者的薪金待遇。

反對派反剪布修訂
立會秘書處難處理

工聯反對輸入建造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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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左）在電台節目表示，政
府在2年前主動賣地已取回土地供應主導權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稱，勾地表土地或用作建公
屋 本報記者 麥潤田攝

▶中聯辦經濟
部部長楊益致
詞，繼續推展
內地與本港貿
易 自 由 化 工
作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