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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最會諜喊捉諜

抗疫基金及時雨 全城同心戰疫情
特區政府昨日宣布延長限聚措
施，同時推出第五輪抗疫基金，堪稱
「及時雨」 ，不僅可以幫助受影響行
業渡難關，也可以大大增加香港社會
的抗疫信心。另一方面，特區政府和
整個社會也需要不斷總結經驗，繼續
提升戰疫水平，建立及完善一套長效
抗疫機制。
鑒於疫情危機未解除，特首林鄭月娥
昨日果斷宣布，原定1月20日到期的一
系列限制社交距離措施，包括禁止晚
市堂食、關閉表列處所延長14天，直
至大年初三；取消大型活動，如年宵
花市、美食嘉年華等。她還預告，年
初四開始，除非疫情明顯逆轉或大規
模爆發，否則政府將以 「疫苗氣泡」
為基礎，逐步放寬限聚措施。
春節是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但
連續兩年市民都無法歡度春節，難免
有些無奈，但大家理解這是抗疫必須
付出的代價。本地確診個案持續出
現，顯示社區存在多條隱形傳播鏈，
現在是抗疫關鍵時刻，只有採取嚴格

措施限制社交距離，配合強檢，才能
切斷傳播鏈。好消息是，近日整體確
診個案有所放緩，本地個案也在減
少，顯示特區政府的抗疫策略奏效，
堅持下去，香港就一定能控制疫情。
林鄭日前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指出，
只要香港持續 「清零」 14天，通關就
有希望，可見市民付出的抗疫努力都
是值得的。
過年缺少 「年味」 尚可忍受，因
抗 疫 需 要 而 暫 時 關 閉 的 15 處 表 列 處
所，如美容店、酒吧、娛樂場所、補
習社以及首當其衝的旅遊行業等，則
是 「年關難過」 。特區政府急民所
急，想民所想，迅速推出第五輪抗疫
基金逾35億元，春節前就可以申請。
特首還指出，如果限聚措施延長，政
府的抗疫基金可以再加碼，為受影響
的各行各業解決燃眉之急。
新一屆立法會也為抗疫積極建言
獻策，在昨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不少
議員要求政府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
加碼推出消費券，一方面以 「派糖」

方式為市民提供支持，同時為振興經
濟作出貢獻。
大多數香港市民以大局為重，積
極配合特區政府抗疫措施。但無可否
認的是，仍然有少數市民未能理解政
府的苦心，包括收到強檢令不去檢
測，拒絕開門讓檢測人員進入等，而
全港疫苗接種率未如理想成為抗疫的
最大軟肋。說到底，抗疫是全民之
事，只有齊心協力，才能戰勝疫情，
否則抗疫措施再好，若得不到社會充
分配合，只會事倍功半。
這場抗疫之仗打了兩年，值得好
好總結，例如如何才能進一步增強動
員能力，改良戰鬥武器，以及提升戰
略、戰術。在這方面，香港可借鑒內
地的一系列抗疫成功經驗。即使一些
抗疫措施有爭議，但只要是對香港有
利，對抗疫有效，特區政府都要努力
爭取落實。 「一國兩制」 是香港的最
大優勢，何況香港有中央支持，有內
地作靠山。盡快走出疫情陰霾，回歸
正常生活，就是市民的新年願望。

炒作華人 「間諜」 是西方樂此不
疲的把戲，英國軍情五處點名華人律
師李貞駒透過政治捐款滲透國會及干
預英國內政，就是一個抹黑華人、妖
魔化中國的陰謀。但這招 「諜喊捉
諜」 並不高明，反而揭了英國大搞間
諜活動、干預別國內政的老底子。
所謂李貞駒捐款事件並非新聞，
而是5年前炒過的舊料。英國內政大
臣彭雪玲直指事件 「不涉刑事」 ，足
以證明英國已進行充分調查，李貞駒
是完全無辜的。英國軍情五處明知李
貞駒無辜，但繼續煞有介事，無中生
有，除了顯示英國人骨子裏的種族歧
視，挑撥對華人的仇視、憎恨，更是
一招項莊舞劍，矛頭指向中國。
也有人分析，約翰遜政府近日陷
入 「派對門」 醜聞難以自拔，翻炒
「華人間諜」 事件是為了轉移焦點。
其實，世界各國的反間諜機構都
有神秘色彩，不會大聲嚷嚷，更不會
毫無根據地指控別人。軍情五處這次
大打開口牌，欲往別人身上潑髒水，

結果反濺了自己一身。
作為最老牌殖民帝國的英國，最
擅長搞間諜活動， 「007」 系列電影
正是英國諜影幢幢的反映。香港是英
國從事間諜活動的最重要據點之一，
英國人從香港撤退前部署了大量暗
樁，埋下大量 「地雷」 ，那些以大律
師、教授、非政府組織身份接受外國
捐款、接觸香港議員、推動西方國家
政治議程的，統統有間諜嫌疑，至於
身為英國反華政黨成員又曾隱瞞做過
英國地區議員的現任大律師公會主席
夏博義，身份更加可疑。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駐港總領事
館被視為英國駐外的最大外交機構，
其人員眾多、規模龐大，超過英國不
少駐外國大使館，所為何來不言而
喻。負責駐港總領館的建築師事務
所，與設計英國軍情六處總部大樓的
是同一家，絕非巧合那麼簡單。
這應了那句中國古話：來說是非
者，正是是非人！

龍眠山



新一屆財會首次會議 預告財赤遠低於估算

財爺報喜：去年GDP料增6.4%
新一屆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昨日舉行首
次會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會上簡報了香
港整體經濟最新狀況及2022-2023年度財政
預算案諮詢，希望盡早了解議員的想法及建
議。
陳茂波表示，受惠於出口表現強勁等利
好因素，2021本地全年經濟增長幅度可望達
至6.4%，扭轉了之前連續兩年的衰退走勢，
今年度財赤亦遠低於年初時的估算。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文）
本屆政府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將於下
月23日發布。陳茂波在會上表示，期待各
位議員的監察，以及與議員緊密合作，攜
手為市民做實事、做好事，他亦希望盡早
了解議員就預算案的想法及建議。隨後，
陳茂波就向各位議員簡報了香港整體經濟
的最新情況和短期展望。

扭轉連續兩年衰退走勢
陳茂波指出，受惠於出口表現強勁，
本地疫情大致穩定受控，內需動力持續恢
復，加上電子消費券發放令私人消費開支
錄得可觀增長，香港去年經濟顯著復甦。
去年經濟首三季合計按年大幅增長7.0%。
根據掌握的最新數據，估計2021年全年合
計的增幅可望達到6.4%，符合去年11月的
預測，扭轉了2019及2020連續兩年的衰退
走勢。
展望本地經濟，陳茂波表示，綜觀外
圍形勢複雜多變，各地仍受疫情威脅，但
市場仍普遍預期主要經濟體在今年將穩步
復甦，相信有利區內貿易往來維持蓬勃，
支持香港貨物出口的表現。若經濟大環境
繼續好轉，服務輸出亦有望持續改善，但
復甦的步伐仍要視乎跨境旅遊恢復的情
況。

▲▼受惠於出口暢旺、賣地收入等因素，
陳茂波估計今年度的財赤將遠低於年初估
算。

馬丁（圖）

陳茂波說，過去兩年，面對經濟下行
及應對疫情對市民及企業帶來的壓力，政
府採取了力度甚大的逆周期財政措施，加
上經常開支持續上升，2021年度的財政赤
字超過2300億元，若撇除發債及房屋儲備
金回撥，則赤字高達2800億元；而今個財
政年度預算案的赤字為1016億元，若撇除
發債、房屋儲備金及未來基金投資回報的
回撥，則赤字高達1800億元。不過，受惠
於包括出口暢旺、賣地收入及發展商補地
價的金額遠高於預期等，估計今年度的財
政赤字將遠低於年初時的估算。

消費券提振0.7%GDP
此外，政府去年下半年向市民派發了
電子消費券，議員關注對本港經濟帶來的
整體成效，以及對電子支付服務的推動
作用。陳茂波表示，電子消費券暫見對本
港GDP有0.7%提振作用。他說，消費券在
疫情受控時推出，加上奧運會帶動氣氛，
的確能推動消費餐飲及零售業，餐飲業
營業額一度升至疫情前水平，八月開始
超過300億元零售銷售貨值。他表示，會
檢討電子消費券計劃，又透露政府正研
究會否邀請更多電子支付營運商參與計
劃。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小圖）出席第七屆立法會財委會首次會議，簡報整體經
濟最新狀況及為新一年度預算案作諮詢。

議員促再派消費券 刺激消費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
道：第七屆立法會昨日首次舉行財務
委員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簡報本港
最新經濟狀況及預算案諮詢。多位議
員在會上聚焦下個月的財政預算案能
否再次全民派發消費券，刺激香港消
費，促進香港電子支付的發展。
工聯會陳穎欣認為，上次派發
消費券對於市場環境有利，希望今年
再向市民派發至少一萬元消費券，短
期來說，可對市場帶來動力，增加就
業；長遠來說，可以促進香港電子支
付的發展。
民建聯顏汶羽認為，派發消費
券可帶動本港就業及經濟，期望消費

民建聯就預算案提四建議 改善民生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出席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民建聯議員鄭泳舜、陳學鋒、
顏汶羽及何俊賢在會後代表民建聯發表對
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的初步建議，包括再
推出不少於5000元的消費券，設立聘請
外傭開支扣稅額，設立 「失業援助金」 ，
及支援因年宵花市取消而影響的花農等四
項措施。

到打擊，建議政府再推出不少於5000元
的消費券措施，讓市民可在今年使用，以
支持市道，估計涉資約300億元。
民建聯又建議政府設立聘請外傭開支

倡設外傭開支扣稅額
民建聯認為，去年政府派發消費券成
效良好，同時有助提升及推動本港電子消
費發展。面對兩地短期內未能通關，加上
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各行各業再受

▲去年有花農為求盡快清貨需自行出招在
街上租舖。

扣稅額，以減輕因需要照顧長者或兒童而
要聘請外傭的家庭的負擔。每位納稅人均
可享有一名外傭扣稅額，扣稅金額上限以
外傭 「規定最低工資」 作標準，即每年為
55560元。
此外，民建聯提出政府應常設 「失業
援助金」 ，向失業一個月或以上的香港居
民發放臨時援助金。失業人士只需以個人
名義申請，不用資產審查，每名申請者同
一時間只可選擇綜援或臨時失業援助金之
一。 「失業援助金」 的援助期宜設六個
月，失業人士每月獲發放金額6000元。
民建聯期望政府可在新一輪防疫抗疫
基金或財政預算案支援因年宵花市取消而
影響的花農，減少對花農行業的影響。

券金額可以多於去年的5000元。

陳茂波：沒這麼容易
陳茂波回應指出，上一輪電子
消費券暫見對本港GDP有0.7%提振
作用，對餐飲及零售業帶來正面作
用，政府正研究會否邀請更多電子支
付營運商參與計劃。他說，針對疫情
推出的紓緩措施與針對整個香港推出
的預算案有所不同，對於消費券他聽
到很多不同的意見，但是再派錢沒有
這麼容易。
新民黨李梓敬問到受防疫措施
影響，不少自僱和 「打散工」 人士收
入大減，政府過往拒絕津貼沒有強積

金戶口的自僱人士，促請政府向相關
人士派發一萬元津貼，以解燃眉之
急。陳茂波說，最受疫情打擊的是基
層人士，政府已公布新一輪防疫抗疫
基金，目前距離新一份《財政預算
案》公布還有一個多月，政府會保持
開放態度，多聽大家意見。
民建聯陳學鋒則希望，政府可
推出短期失業援助金，認為香港市民
有機會都想工作，但在疫情下失業實
在需要政府幫一把。陳茂波回應說，
特首林鄭月娥在答問大會表達了政府
立場，政黨早已提出建議，相關政策
局當時未看到有需要，但承諾會將意
見交給政策局研究。

內會下周商討遙距會議安排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
道：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昨日舉行今
屆會期首次會議。會議通過，將在
下周三（19日）舉辦的立法會大會
上提出決議案，以決定立法會及委
員會會議在今年若因新冠肺炎疫情
未能舉行實體會議時，可以舉行遙
距會議，同時訂明相關會議安排。

因應疫情 做好準備
內委會主席李慧琼表示，現時
疫情發展嚴峻，立法會要做好準
備，有需要時在遵守社交距離情況
下繼續舉行會議，以履行憲制職
能，立法會法律團隊正處理相關法

律文件。
多位議員支持有關做法，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認為，應該只
有極端情況才舉行遙距會議，如可
行亦應舉行實體會議。選委會界別
議員鄧飛支持舉行視像會議，指出
有不少企業對在家工作有疑慮，學
校視像課堂亦引起爭議，若立法會
推行視像會議，將有示範作用。
立法會法律顧問表示，早前已
修訂《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令立法會可藉決議，授權立法會及
委員會會議以遙距方式進行，決議
要訂明一個指明時間，並提出有什
麼緊急情況要開遙距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