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階段消費券昨日開始分批發
放，首日已有合共130億元的消費力注
入本地零售和餐飲市場，連同各儲值支
付工具營運商、商戶及商場的疊加優
惠，以及市民的加碼消費，將產生 「乘
數效應」 ，為陷入困境的本地經濟帶來
及時提振作用。但也要看到，消費券的
刺激作用始終有限，採取積極有效措施
控制疫情，推動社會早日復常，充分發
揮對內和對外聯繫的角色，才是實現經
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之道。
昨日有636萬合資格市民獲派2000
元消費券，許多市民一家大小到酒樓聚
餐，酒樓食肆比往日熱鬧得多。也有市
民購買較昂貴的電器 「獎勵自己」 。第
二階段消費券對亟需支撐的本地經濟而
言，不啻 「及時雨」 。
消費券對經濟的提振作用立竿見
影，已為事實所證明。政府去年八月和
十月發放兩期消費券後，兩個月的消費
總額同比增長11.9%和12.1%，遠高於其
他月份。今年三月本港第五波疫情高峰
期，消費倒退13.8%，但四月發放5000
元消費券後，當月的零售業消費同比上
升11.7%，但五月份又回落至-1.6%。這

足以顯示，發放消費券的宏觀政策有
效，消費券總額越大，對消費市場的提
振作用越大。
然而，當消費券用完後，市道又會
回歸基本面。可見消費券確實有效果，
但絕非萬能藥。消費券由公帑支出，屬
於非常環境下的非常措施，不可能經常
為之，否則庫房無以為繼，也會影響對
其他領域的支持和對未來的投資；其
次，消費券是 「皆大歡喜」 ，未能針對
性地幫助有需要的居民，長遠不符公共
財政第二次分配的原則，所以只能是短
期刺激措施，解決不了香港經濟的結構
性問題。香港要走出當前經濟困境，還
需更加有力的舉措。
本港目前的經濟形勢相當嚴峻，堪
稱 「內外夾擊」 。俄烏衝突、能源危
機、全球通脹、息口上升，種種不利因
素導致寰球經濟顯著惡化，拖累香港出
口表現，已經連續兩個季度經濟負增
長。國際大行紛紛調低本港今年經濟預
測至負增長，並認為今年下半年及明年
香港的環境會更嚴峻。就內部情況來
看，由於疫情反覆，香港生活復常的進
度被拖延，尤其是香港與內地遲遲未能

通關，對香港經濟復甦的影響最大。而
香港長期未能與國際保持暢通往來，負
面影響也越來越明顯。
香港的未來，在於主動對接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 「一帶一路」 優質發展等
國家戰略，在助力國家構建 「雙循環」
新發展格局中發揮重要角色。香港要做
到這一點，就必須在控制疫情和發展經
濟方面做到 「兩不誤」 ，否則難以打破
「兩頭不到岸」 的困局。同樣重要的
是，香港必須加大力度推動北部都會區
建設，引入科技人才，發展創新科技，
為香港提供新的經濟增長點。
習近平主席對香港提出的 「四點希
望」 ，包括着力提高管治水平、不斷增
加發展動能、切實排解民生憂難、維護
社會和諧穩定，為香港發展指明了方
向。特區政府要深刻領會、貫徹落實
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積極作為，將市
民的期盼當成施政的最大追求，增加市
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新一屆政府開局
好過預期，展現了新氣象，有調查顯示
民意支持度為近年新高，相信新一屆政
府必將繼續奮力，以實際行動，證明不
負中央所託、不負市民期待。



提振經濟需要更有力的舉措

台獨不敢正視現實
美國政治諷刺電影《千萬別
抬頭》，有了台灣現實版。不是
嗎？ 「台獨」 分子抬頭一望，不
是解放軍的軍艦、軍機，就是越
空而過的導彈，嚇也嚇死了，所
以 「千萬別抬頭」 ，只能扮鴕鳥
將頭埋入沙堆，自欺欺人。
解放軍連續多日的圍島實彈
軍事演訓，展現了統一祖國的堅
強決心與強大能力， 「台獨」 分
子對發生在眼前的事實不敢相
信，也不願相信，只好自己騙自
己。
當解放軍的艦機穿越所謂
「海峽中線」 ， 「台獨」 分子忙
不迭聲稱 「不可能」 ；當解放軍
艦艇逼近台灣島12海里之內，肉眼
可見台灣海岸線和發電廠的白色
煙囱， 「台獨」 分子又以 「圖片
是P的」 來自我安慰；當解放軍導
彈穿過台灣本島，台 「軍方」 沒
有發警報，更不敢攔截，藉口冠
冕堂皇：有關導彈在大氣層之
上，對台灣未構成實質損害，不
算進入了台灣上空……

面對強大的解放軍， 「台
獨」 分子為何裝着看不見？原因
不外乎兩個，一是井底之蛙，以
為大陸人民連茶葉蛋都吃不起，
解放軍軍力還停留在上世紀九十
年代，不相信大陸有了收復寶島
的能力；二是即使親眼見到解放
軍的強大實力，也只能乾瞪眼，
難道指望銹跡斑斑的 「老爺」 軍
艦與解放軍的先進軍艦抗衡？萬
一打起來，台方那些 「海上移動
的古董」 只能葬身魚腹。
蔡英文無疑是最大的那隻鴕
鳥，連日來，除了埋頭狂發推
特，向美國、日本求救，充當漢
奸，就是欺騙台灣人 「眼見不為
實」 ，還聲稱要瓦解大陸的 「認
知作戰」 云云，活生生的《千萬
別抬頭》裏欺暪民眾的政客。
魯迅有句名言： 「一些人不
敢正視現實，用瞞和騙，造出奇
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
套用在今日的 「台獨」 分子身
上，正合適。

龍眠山



130億消費券發放 市民開心爆買
港漂喜獲派錢：感到政府重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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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消費券昨日起
分階段派發，約六百二十
一萬合資格市民可收到首
期二千元，另外十五萬新登
記香港永久居民或新來港人士
可獲首期三千元，意味昨日有近一百三十億元
消費力注入本地零售及餐飲等市場。昨日多區
商場及食肆，人潮絡繹不絕，有電器店形容旺
丁旺財，生意額有望按月升一倍。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表示，消費券對急需支撐的本地經濟，
提供一定提振作用。
有市民表示消費券可幫補日常開支，但若
一次過全額發放更好；不少首次領取消費券的
港漂一族對 派錢 感到驚喜，更不介意額外
多花一些錢買心頭好。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文） 黃洋港（圖）
﹁

城中話
熱

﹂

在派發消費券的周末，銅鑼灣各大商場人頭湧湧，街邊小店
亦有不少人光顧，購物氣氛熱烈。謝先生由新加坡來港近3年，
對於獲派消費券感到興奮，他認為5000元也不算少，會好好籌劃
下如何使用， 「政府讓大家都有消費券是很好的安排，畢竟同住
在香港，都屬於本地消費者，有消費券肯定可以帶動更多本地購
物消費。」

▲商家推出各式優惠，爭奪電子消費券市場。

餐飲業：消費券是及時雨

商戶：這個周日人流特別多

幫到基層市民

今日趁放假特
意與家人一起出門
購物，準備買眼
鏡、電飯煲等的日
用品或家電，因為
不趕着用，所以一直等這次派錢後再
買。我認為每次派消費券對提振經濟
有不少幫助，又幫到市民，尤其對很
多基層市民，可以多添置些日常生活
用品。

政府派發新一輪消費券，有
短期 餐飲業者形容，消費券是疫情下
幫助 的 「及時雨」 ，業界普遍加推優
惠，提升競爭力，預料八月生意
額可增加約四至五成；酒吧業亦預期可短期受
惠，生意額有望提升兩成。
龍圖閣負責人陳強表示，七月的生意額因
疫情反覆已下跌約兩成，消費券算是「及時
雨」，令餐飲業受惠。今輪消費券下有不少商
戶再推出新優惠，金額會分散到更多行業，故
餐飲業亦需再加推優惠，吸引消費者，「除了
送紅、白酒外，我們亦會加送貴價小食如半隻
雞」。他說，周日晚市的預訂率爆滿。按照以
往經驗，料八月生意額可望因消費券升約五

成，當中以家庭客、4至8人一枱的數量最多。
倫敦大酒樓副總經理蘇萬誠表示，生意額
較正常的周日高5%，平均每張枱多一至兩個
客人，但認為今次消費券發放，市民的消費意
欲較低，估計因臨近中秋節，而物價貴、煤氣
費及電費加價，令市民預留更多金錢購買應節
食品及應付日常開支。

酒吧業界冀開放現場表演
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雋永認為，酒吧業
可短期受惠，生意額有望提升兩成，但擔心升
幅只是曇花一現，建議政府容許酒吧延長營業
時間至凌晨4時及開放現場表演，以紓緩酒吧
業困境。

發放5000更好

暫時沒有特別
的打算，主要還是
平日吃飯用。可能
會考慮做之前不捨
得花錢做的事，比
如報一個游泳或瑜伽班，或者吃兩頓
自助餐。我覺得一次發放5000元會更
好，因為有些東西價值超過2000元，
很多人沒辦法一次過用消費券買，可
能影響購買的積極性。

錢少難買傢具

鍾小姐

在觀塘的商場，部分店舖甚至要排隊進入。有金舖稱首個交
易已是 「大單」 ，有買了四萬多元金飾；電器店同樣好生意。有
連鎖電器店經理預期，生意可望比上月升一倍， 「上月起天氣
熱，冷氣都比較賣得多，再加上今個月有消費券推出，主打都是
冷氣、雪櫃。」
昨日大部分登記以八達通領取消費券的市民，即日起可領取
首期2000元，其餘3000元分兩期派發，最快10月及12月到手。
用其他支付平台的市民，消費券會分兩期自動存入賬戶。
陳茂波表示，各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商戶及商場的疊加優
惠，以及消費者的加碼消費，將可增強消費券帶來的乘數效應，
對急需支撐的本地經濟，提供一定的提振作用。至於秘書處收到
的逾15萬宗不合資格登記人覆檢申請，當中約10.4萬宗申請已覆
檢成功，至於其餘覆檢個案，覆檢成功後最快可於本月16日收取
到第一期消費券。
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認為，今次消費券5000元分
兩期派發，提振作用期間將比上期會較為延長，呼籲商界推出更
多策略性及較長期間的優惠，加強市民消費意欲。

王小姐

有金舖開四萬元「大單」

市民有Say

賴小姐

來自內地的桑小姐今年剛大學畢業，收到消費券後準備買新
款手機、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預計花費逾萬元， 「很多貴價產
品只要再加一小部分錢就可買到，我覺得很值，加上商場和不同
運營商的優惠促銷，消費者肯定會愈買愈多。」 桑小姐又說，獲
派消費券令她十分意外， 「之前每次都看着只有永久居民才有的
福利和補貼，這次自己也能收到，感覺到政府重視人才，也讓我
以後更想留在香港。」
至於本地市民顯然已習慣收到消費券，不少人準備把消費券
用在日常出行和飲食方面，或逛下商場再作打算。李小姐趁假期
與朋友一起出門行街，表示想先看看商家有何優惠再花錢，可能
會添置家電或生活用品， 「相信對刺激消費有一定幫助，如果能
一次過有更多錢肯定更能提升大家的消費意欲。」
銅鑼灣有小店商家表示，這個周日的人流明顯比平時多，相
信假期加上消費券，市民都願意出來行街，但領到消費券肯定第
一時間去買大件物品，未必對小店有很大幫助，不過昨日生意都
比平日至少增多兩三成，希望市民多出來幫襯。

▲部分市民收到電子消費券後，買金保值，昨日金舖人頭湧湧。

領到消費券覺
得很開心，剛好最
近要搬家，會用消
費券來買傢具。多
少有刺激消費的作
用 ， 但 第 一 期 只 有 2000 元 ， 傢 具 又
貴，幫助有限，如果一次能發放全部
5000元更好。
大公報記者 邵穎

王亞毛

財爺請街坊食棉花糖爆穀
新一輪消費券派發首日，
「財爺」 陳茂波一早便落區，除
花 絮 了自己外出 「嘆杯靚茶」 ，更大
派 「禮物」 。他直言 「今天收到
消費券很開心，所以預備了些棉花糖和爆

穀」 ，同街坊分享消費券發放的喜悅。現場有
不少街坊排隊，等着接受這份 「甜蜜」 的禮
物，更有市民舉起雙手，開心歡呼 「多謝波
波！」
「波波」 亦十分識做，將棉花糖一一遞送
予街坊，並同小朋
友合照互動。他親
切詢問街訪，拿到
消費券後 「諗住點
用呀」 ，有街訪笑
答曰 「飲茶、買餸
咯！」 現場傳遞出
掃一掃 有片睇
歡樂的氛圍。
◀陳茂波向街坊大派棉花糖和爆穀，分
享消費券發放的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