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新聞

A9

■責任編輯：陳啟恒

2020年9月22日（星期二）
2020年
2020
年 9 月 22
22日
日（星期二）

中總建言施政 速推旅商復常
2020年9月22日（星期二）

香港中華總商會日前就新一份施
政報告向特區政府提交意見書，當
中建議待疫情穩定後，特區政府可
進一步放寬豁免強制檢疫名額和範
圍，並落實與內地健康碼互認，同
時加緊跟香港有緊密旅遊和商務往

冀疫情穩定後放寬豁免強制檢疫範圍 落實與內地健康碼互認

來的地方商討「旅遊氣泡」、「商
務氣泡」，推動旅遊和商務往來盡
快回復正常。該會會長蔡冠深認
為，面對疫情和中美局勢不確定因
素，新一份施政報告既要推出更多
短期紓困措施，協助工商企業應對
經營困境，為經濟復甦作好準備，
同時也要就促進經濟和民生發展提
出中長期政策，帶領香港於後疫情
時代和中美博弈新格局下，探索發
展新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本港第三波疫情雖漸見緩和，不過，確
診個案宗數仍然反覆，各行各業經營

亦面對不少挑戰，特區政府近日推出第三輪
防疫抗疫基金。中總表示樂見政府接納該會
早前提出建議，寬減政府租金及收費，以及
優化「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等，有助紓緩

中小企現金流壓力。
蔡冠深期望，特區政府密切監察疫情對工
商各業帶來的經營變化，於平衡財政狀況和
促進經濟復甦考量下，適時為受影響企業和
個別行業提供進一步支援。

爭力，協助業界適應新
形勢。特區政府可加大
對研發及創科應用等資
源投放，提高政府於
「創科創投基金」配對
機制的出資比例，進一
步提升中小企研發開支
免稅上限，並為企業輸
入創科人才提供資金補
貼。
此外，粵港澳政府可
設立
「大灣區國際科技創 ■蔡冠深
新委員會」
，就創科政策
訂出短中長期規劃，並探討成立大灣區科技
發展銀行和基金，為促進創科與科研項目發
展提供財政支援。中總並期望，特區政府研
究設立人工智能辦公室，全面制定人工智能
發展策略，並建立具體機制讓本地和大灣區
企業參與人工智能項目發展，推動成果產品
化、市場化。

盼加緊商討旅遊商務
「氣泡」
中總建議待疫情穩定後，特區政府可進一
步放寬豁免強制檢疫名額和範圍，並落實與
內地健康碼互認，同時加緊跟香港有緊密旅
遊和商務往來的地方商討「旅遊氣泡」、
「商務氣泡」，推動旅遊和商務往來盡快回
復正常。面對疫情可能長期存在，該會認為
特區政府一方面要加強與內地配合，擴大香
港病毒檢測和治療能力，同時加強培訓本地
檢測人員，引入更多先進檢測技術和儀器，
為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疫情變化作好準備。

三地設委會促灣區創科發展
蔡冠深指出，疫情可能常態化和中美博弈
愈趨激烈，環球形勢將出現新格局，新一份
施政報告要積極推動長遠政策，提升整體競

優化基金助探索
「帶路」
商機

生產力局半價服務延至明年 3 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疫情反
覆，中小企營商面對不小挑戰。對此，生
產力促進局決定延續對包括初創企業在內
的中小企，提供指定服務 50%特別寬免，
有效期延至明年 3 月底，適用於所有最新
研發及顧問項目、測試服務、場地租借。
據了解，生產力局延續優惠的措施包
括，寬免研發及顧問項目人員定價、測試
服務人員定價、場地租借各 50%。所有企
業培訓課程的買三送一的優惠也繼續適
用，且不限於中小企業。企業亦可透過生
產力局的「HKPC Live」網絡研討會及線

上培訓課程，持續推動企業增值和學習文
化。
生產力局總裁畢堅文表示，新冠疫情反
覆，中小企和初創在營商時面對前所未有
的嚴峻挑戰。生產力局作為中小企和初創
企業的堅實夥伴，於今年 3 月起推出特別
紓緩措施，協助企業渡過難關，同時適應
疫情帶來的新常態。經濟在疫後仍需一段
時間方能恢復，生產力局將繼續與業界同
行，透過延長寬免措施，憑着各項技術支
援、活動和服務，竭盡全力協助企業克服
困難和加強競爭力，滿足業界急切需

要。」
除了推出紓緩措施外，生產力局在疫情
期 間 推 出 「 中 小 企 資 援 組 」 （SME
ReachOut）分別於今年 4 月和 8 月舉辦的
《資助基金網絡互動推廣周》和《資助基
金推廣全面觀 2020》。兩大網上展覽活動
旨在為中小企和初創企業提供有關政府資
助的第一手資訊。而《生產力局 Sourcing
Fair 2020》將於今年10月13日以網上形式
舉行，旨在促進本地技術採購和夥伴合
作，同時為中小企提供開拓公營界別新業
務的機會。

■中總建議粵
港澳政府可設
立「 大 灣 區 國
際科技創新委
員 會 」， 促 進
創科與科研項
目發展。圖為
今年灣區人工
智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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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特區政府表示已正式就美國改變對
香港貨品產地來源標籤規定正式提出撤回要
求，中總對此表示支持，並認為若美方沒有
正面回應，特區政府應盡快檢視相關規定是
否違反世貿規則，並適時提出申訴或相應行
動，以維護港商企業的合法商業權益。此
外，該會期望當局設立宣傳平台，加強向美
國以至全球市場強調港產品優點，提升消費
者信心，並透過優化「BUD 專項基金」及

「市場推廣基金」，協助港商探索內地、東
盟以至「一帶一路」沿線市場更多發展商
機。
中總亦就增加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土地及
房屋供應、完善醫療體系發展、優化安老服
務與監管、加強青年培育工作等議題向特區
政府提出意見，冀特區政府進一步完善社會
民生政策，為推動經濟持續發展與社會和諧
穩定構建重要基礎。

逾半人認同改善社區認知障礙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是
「世界認知障礙症日」。香港認知障礙症
協會日前進行「本地認知障礙症患者使用
社區措施狀況的調查」，結果顯示逾半數
受訪者認為現時的社區設施難以應付認知
障礙症患者的外出需要。洗手間位置，公
共交通工具，商場的休息設施是認知障礙
症患者外出活動時主要考慮的因素。
調查發現，64%受訪者表示患者難以找
到洗手間位置，以及離開洗手間後不能返
回原先地點。還有 67%指患者乘搭交通工
具時不懂在合適地點下車，而有 71%認為

商場休息設施不足。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主席戴樂群表示，
協會將把收集的意見向相關社區設施經營
者反映及跟進，並與各界持份者協作，制
定切合香港實際情況的設計標準，加快本
港成為認知友善社區的步伐。
此外，本港老年人口將於 2035 年到達頂
峰，認知障礙症人口將大幅增加。戴樂群
指，內地、澳門、台灣及日本等已有針對
認知障礙症的政策和具體目標，香港亦應
在政府決策層面成立認知障礙症辦公室，
從速訂立政策及照護作具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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