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午出席一個商界
午餐會時表示，現時本港稅基狹窄，暫沒
有空間調減利得稅。他又強調政府需考慮
財政政策的延續性，因為現時的決定會影
響香港未來的發展。他表示，本港要留意
歐美經濟下行的風險，並發展好本身的優
勢產業。

本報記者 陳錦輝

財爺憂歐美經濟下滑

聯國副秘書長吳紅波引各國制度各有不同

港政制發展需符實際情況

預測今年增長1.5%仍高於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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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聯合國主管經濟和社會事務的
副秘書長吳紅波，昨日應邀來港出席中華能源
基金委員會的午宴沙龍，講解聯合國的工作。
他在回應香港政制發展的問題時表示，世界上
並沒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香港的政制發展
必須符合本身的實際情況，並按《基本法》的
相關規定循序漸進推進。

曾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中
國外交部港澳台司司長的吳紅波，在會上被問
及對香港政制發展的看法。吳紅波說，自己已
經不再擔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作為聯
合國的高級官員，也不適合對特定地方的政治
發展作出評論，不過，作為一名資深的外交官
，他願意分享一下他個人的觀察。

吳紅波指出，一國的政治制度必須經過漫
長而複雜的過程，當中有比較成功的，也有不
太成功的。在英國統治的一百五十多年裡，香
港的政治制度實際並沒有太大的轉變，而在一
九九七年後的十六年裡，香港卻取得了很大的
進步，這是事實。 「香港人能透過他們的智慧
解決問題，並能尋找到一個符合香港長遠利益
的政治制度。」

他說，每個國家的政治結構都不盡相同，
即使是西方也並非每個國家也一樣。例如英國
有英女王，日本有天皇，但德國和美國就沒有
君主。吳紅波指，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實際上

也必須切合該國的本土環境。因此，他相信，
無論香港未來如何發展，也必須符合其本身的
情況。同時需要按《基本法》的相關規定，循
序漸進推進。

有關民主的討論，吳紅波又特別提到成熟
的公民社會的重要性。他說，自己曾到訪過一
些國家，其政治制度跟美國一模一樣，都是一
人一票選出總統和國會，但卻被設在柏林的 「
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評為
全球貪污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他認為其中一個
原因，是該國缺乏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選民
只投票給一些答應帶給他們好處的候選人。

出席昨日活動的還包括外交部駐香港副特
派員姜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以及約
60名來自香港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和社會各界人
士。

吳紅波是一名資深外交家，與香港有深厚
的淵源，外交生涯中有十六年是與香港事務有
關。1987年起在中國外交部長期從事港澳工作
，對香港回歸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歷任中英聯
合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外交部港澳台司司
長、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等。
2003年起，他先後擔任中國駐菲律賓特命全權
大使、外交部辦公廳主任、外交部部長助理、
中國駐德國特命全權大使等。同時，他亦曾參
與2006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中國的機構間協調機

制工作，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實施機制的中
國工作小組，以及2007年世界經濟論壇新領軍
會議的中國部際協調機制工作，憑出色的協
調能力和談判技巧，以及豐富而廣泛地參與多
邊組織和國際會議的經驗而備受讚賞。2012年
8月1日被任命為聯合國主管經濟和社會事務的
副秘書長。

聯合國首要滅貧減飢
吳紅波亦前往中文大學，以聯合國工作與

年輕人為題發表演講，他在講座中以千年發展
目標（millenniumgoals），作為聯合國工作的
重點，指出千年發展目標正式成立於2000年的
聯合國千禧高峰會，聯合國千禧年宣言通過後
，所有193個聯合國成員國和至少23個國際組
織已同意在2015年之前實現這些目標。每項目
標均附有具體目標、發展現狀及監察指標。

千年發展目標首要目標即為消滅極端貧窮
和飢餓，未來挨餓的人口比例減半、靠每日不
到1美元維生的人口比例減半；同時實現普及
初等教育，包括確保不論男童或女童都能完成
全部初等教育課程、在各級教育中消除性別差
距；另有確保環境的可持續能力以及降低兒童
、產婦死亡率，遏制愛滋病病毒蔓延等多個方
面的內容。

按以往慣例曾俊華在公布財政預算案後，都會出
席商界的午餐會。昨有與會人士提到，香港稅制已不
如以往吸引，政府未來會否有新構思處理問題。曾俊
華表示，按世界銀行2013年的報告顯示，香港仍是全
球最低稅率的地方，但事實上，近90%公司不用交稅
，只有12%的企業需要交稅。他解釋，雖然有關的稅
基狹窄，但對中小企有利，而政府需考慮政策的可持
續性，認為現時沒有調整稅率的空間。

至於政府會否考慮放寬輸入外勞，曾俊華表示，
現時的失業率只有3.4%，政府已努力設法增加勞動力
，特別是建築行業上，已由相關機構提供培訓，鼓勵
和吸引更多年輕人入行。他續說，現已在部分行業上
推行輸入外勞的計劃，而條件優厚的工作一定會是港
人優先，政府會繼續關注行業的需求，推出適當政策
配合。

成立專組研究人口老化
有與會人士亦提到本港人口老化問題，曾俊華表

示，由庫務科組成的專責小組會就人口老化引起的問
題，在技術層面上研究解決方法，並提出財政或其他
範疇上的政策建議，又指政府要推行涉及龐大開支政
策，須增加收入才可做到。他強調，小組會由公務員
組成，不會有政治人物的參與。他回應有關展覽業發
展的提問時指，政府已經與業界討論，希望與業界一
同合作，不會放棄任何機會，並用好現有資源。

另外，曾俊華致辭時表示，目前香港仍要注意歐
美經濟體系出現下行的危機，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預
期主要歐元區的經濟會持續停頓。他預期，今年本港
經濟增長1.5%至3.5%，高過去年的1.4%，認為預測審
慎及有信心，但指出香港既是中國的一個城市，受惠
內地急速發展，但同時是有強大貿易和投資的國際城
市，因此香港仍會感受到歐美帶來的經濟影響。

加強發展貿易及物流業
他引用著名演員羅素高爾在電影《帝國驕雄》中

的對白，並改成適合香港的情況 「現時所做的對未來
造成長期影響」，因此政府要注意政策的延續性，政

府每個舉措對未來都會構成很大影響，為免連累下一
代，要謹慎理財。

曾俊華表示，香港要留意自身的支柱產業，並抓
緊機會讓各產業成長和多元化，以維持本港的經濟發
展。他特別提到貿易和物流，指政府除了預留兩幅土
地作物流服務後，未來港珠澳大橋等基建亦相繼落成
，配合物流業發展，而未來本港亦需發展創新科技、
文化創意等產業，政府亦會繼續支持中小企的發展。
曾俊華又期望，本港能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扮演更重
要角色，他歡迎中國證監會擴闊RQFII試點機構範圍
及申請資格，相信能吸引更多人來港投資。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被譽為 「人民日報
的未來」的人民網今日於香港正式成立分公司，人民
網總裁兼總編輯廖玒昨日在港接受傳媒採訪時表示，
希望透過新媒體的平台，向內地和世界各國全面地報

道香港的情況，並 「說一些香港市民聽得懂和願意聽
的話，做香港和內地溝通的橋樑」。

人民網股份有限公司是內地官方媒體《人民日報
》控股的公司，去年4月在上海交易所上市，香港分
公司今日正式成立，是繼日本、韓國、俄羅斯、美國
等地後，人民網在海外的第8個分公司。

對於人民網將來在報道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熱點問
題時有何側重，廖玒認為，傳媒報道新聞時要全面客
觀，人民網將來報道內地與香港新聞時，亦會全面地
展示各方面的聲音，包括中央政府、特區政府的聲音
，以及民眾內部的不同聲音。廖玒強調，媒體不應撕
裂社會，而是要在不同的聲音中尋找 「最大公約數」
，促進社會的和諧。

廖玒續稱，媒體的重要的功能是溝通，他以人民
網的品牌欄目 「地方領導留言板」為例，老百姓可以
在人民網的平台上留言，直接反映給全國50多個省級
領導、300多個市級領導及600多個縣級領導，其中去
年有5萬件留言問題得到解決。廖玒說，人民網在內
地是官民互動的橋樑，他期望人民網將來成為香港和

內地溝通的橋樑。
據統計，人民網的港澳頻道每日的訪問量是20萬

人次，一半來自港澳地區，廖玒期望香港分公司成立
後，將來有更多港澳新聞，網站亦會更突出港澳的版
面，吸引更多港澳受眾。

傳統紙媒出身的廖玒，96年起全程參與人民網的
創建、發展和壯大過程。談及新媒體將來的發展，廖
玒表示，受新媒體的衝擊，英美的傳統媒體近年一直
走下坡路，而去年中國紙媒廣告收入亦較2011年下降
約7%，基於憂患意識，人民網成為國內第一家上市
的由中國傳統媒體辦的網站，股價已由去年上市時的
20元人民幣，漲至目前的37.6元，市值約104億元。

對於將來會否在香港上市，廖玒說，近期還未有
考慮，而去年集資的4億多元人民幣，將投放於改造
採編平台、各分支機構以及建設無線互聯網，而超募
的10多億元基本還未動用。他期望香港公司在經營模
式上，可借鑒日本分公司的經驗，幫助當地機構往國
內推廣，以及協助國內政府對外招商引資，長遠達至
盈餘。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昨
日討論選民登記事宜，政府表示，就種票個案，廉政公署及
警方共調查合共逾萬名選民，成功檢控52宗種票個案。另外
，會上有功能組別議員提到擴大功能組別選民基礎，政府表
示會研究有關意見。

昨日會議上，議員要求政府交代如何處理有關種票的個
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表示，政府會建立一個
可靠的選民登記制度，而選舉事務處及廉署亦會做有效工作
，他又說，希望日後功能組別的選民登記冊都可以增加透明
度。

當局檢控52宗種票案

香港影視娛樂博覽及香港國
際影視展昨日開幕，今屆大會首

次展出全天幕影院設置（見圖），並首設微電影專區，引起
業內人士關注。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政府將繼續扶植新
興行業，向 「創意優質計劃」額外注資三億元，助香港成為
亞洲創意之都。

影視博覽開幕

▲聯合國副秘書長吳紅波昨在本港一個午餐會發
表演說

◀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出
席財政預算
案商界聯席
午餐會
本報記者
林少權攝

▲人民網總裁兼總編輯廖玒透露，報道會全面展
示各方聲音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本報訊】政府下個財政年度將增加1700多個公務員職
位，令公務員人數增至17.1萬人，為近年的高位，其中460
個職位是由非公務員合約員工轉正為公務員。但有議員認為
只有460個轉正職位太少，令同工不同酬問題持續。立法會
昨日亦通過無約束力議案，促請政府立即檢討不為公務員提
供中醫藥服務的政策。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公務員
編制，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表示，下年度會增加1700多
個公務員職位，較去年上升1%，其中1200多個新職位是為
了應付新增服務和需求，另外460個職位用以取代非公務員
合約僱員，預計在下年3月，公務員將增至約17.1萬人。

鄧國威形容，17.1萬個公務員的數字是近年的高位，政
府會確保公務員體制不過分膨脹，包括與各部門溝通，做好
內部資源調配，他又說正考慮人口老化對公務員體制的影響
，但將退休年齡延長是言之尚早。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立法會印花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昨日討論政府調控樓市措施，多名議
員建議，由本港永久居民持有的公司應豁免繳交新增
的印花稅，否則會造成不公平。政府表示，如果印花
稅豁免公司將造成很大漏洞，而且公司架構複雜，難

以追查公司有否違反申報，執法上有困難。
地產及建造界議員石禮謙認為，只要所有公司股

東申報個人身份為香港永久居民，並將股東虛假申報
股權定為刑事罪行，有關公司就可保證是香港永久居
民持有，應獲得新印花稅措施的豁免，否則會阻礙本

地公司正常投資。獨立的謝偉俊亦認為，政府不豁免
公司是過分反應，當局可要求公司股東集體宣誓，承
諾不會轉讓物業給非本地居民。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王天予強調，若豁免公司
額外印花稅，條例將有很大漏洞。她指出，公司架構
複雜，公司可以透過股權轉讓或增發股票，轉變公司
實質持有人，即使股東申報亦不可行，因為當局在追
查執法上有困難，因此政策暫時不會豁免香港永久居
民持有的公司。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已把 「拉布」當成絕技的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揚言要在立法會審議財政預算案時拉布
，用公共開支和市民利益作為 「玩具」。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昨日出席一個研討會時表明，若議員審議預算案時拉布，他
會作 「剪布」的決定，認為這樣做是順應民意，相信議員也
要顧及公眾的感受。

反對派議員社民連梁國雄、人民力量陳偉業等人已事先
「打開口牌」，威脅政府會拉布。由於預算案撥款條例草案

涉及來年開支，因此一旦受到阻撓，將會影響新一個年度的
公共開支，包括醫療系統和警隊運作等，後果將十分嚴重。

曾鈺成於一個研討會時表示，不擔心立法會審議預算案
撥款條例草案時，有議員進行拉布，但若果真的出現拉布，
他會 「剪布」，強調議員的拉布行為，及主席的剪布決定，
都是政治行為，是按民意而行。他相信議員有智慧下決定，
希望他們顧及社會及民意。

曾鈺成解釋，若立法會未能通過撥款條例草案，行政長
官有權解散立法會，後果將非常嚴重。他認為，近年議會文
化的確出現轉變，尤其是反對派人民力量的黃毓民進入議會
後，議事方式及議員與官員的關係都起了變化，他形容為 「
黃毓民現象」。

對於反對派曾批評曾鈺成剪布，他表示，議事規則容許
議員可以拉布，同時給予主席足夠權力在有需要時剪布，而
他會視乎當時社會的訴求作出決定。他重申立法會主席要按
議事規則行事，不能違反議事規則去剪布。

事實上，反對派去年五月便開始在立法會內大玩拉布，
希望拖垮立法會出缺方案和政府架構重組方案，結果前者在
曾鈺成剪布下，最終能順利通過。由於需趕及通過其他方案
，結果政府把架構重組方案排到最後，未及在立法會換屆前
表決。事後社民連的梁國雄在長者生活津貼上再玩拉布，並
到法院挑戰曾鈺成剪布的決定，結果法院裁定，立法會主席
有職責及權力剪布，而梁國雄上訴後再被判敗訴。

港人公司不獲豁免印花稅

財案若拉布 曾鈺成誓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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