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推出的「2022保就業」計劃，
本星期五起開始接受申請，申請期為
兩星期，預料首批資助在下月初開始
發放。

第五波疫情對香港造成極大的衝
擊，多個行業因實施社交距離措施而
縮短營業時間或未能開業，加上停課
及在家工作，街上人流減少，消費大
減，香港經濟備受打擊，觸發新一輪
結業及失業潮。街上空舖處處，最新
失業率亦攀升至5%，超過18.8萬人
失業。眼見香港經濟情況每況愈下，
政府公布多項援助措施，包括在第六
輪「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臨時失
業支援」計劃，為失業人士及受限處
所中停工的僱員提供臨時失業支援，
又推出「2022保就業」計劃，保障僱
員就業機會。

「保就業」計劃資助的對象為僱
主，「臨時失業支援」則協助個別
失業人士，申請資格存在極大的差
異。「臨時失業支援」計劃申請
人，限於去年12月第五波疫情開始
以來失業，每月收入介乎 2,700 至
30,000元，遞交申請時已失業至少
連續30天。而「保就業」計劃則在
政府聽取商界、勞工界及政黨的建
議後，將申領資格由月入30,000元
或以下，改為沒有月薪限制。換言
之，仍然受僱的僱員，即使收入
30,000元或以上的，其僱主可獲政
府資助，但是已告失業的僱員，若
收入多於30,000元，便無緣申領失
業支援。如此差異對待，當然令失
業人士大呼不公。

筆者與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接
觸到多位月入30,000元以上的失業人
士，包括保險經紀及健身教練等行業
的從業員，即使他們近月因為經濟下

行及疫情失去收入，也
不合資格申請「臨時失
業支援」，生活十分徬
徨無助。亦有地盤工人
失業多月，但因為過往
月入只比30,000元高出
3,000元，仍被有關部門視為不符合申
請資格。雖然是次計劃的申請人數達
47萬人，遠超政府預期的30萬人，但
筆者相信仍有大批需要支援，但不合
資格申請的「漏網之魚」。

當局聽取社會意見，優化「保就
業」計劃，除了取消月薪上限，還
包括讓月薪介乎3,000元至8,000元
的散工或兼職僱員獲半額資助；又
容許以2021年第四季實際聘用人數
申請資助額，以及讓持有強積金賬
戶的自僱人士和65歲以上僱員申請
等。然而，當「臨時失業支援」計
劃與「保就業」計劃相比，這兩個
支援計劃雖然性質相近，但申請門
檻以及受惠人得到的資助出現落
差。當局應一視同仁，讓受僱與失
業者得到同等的支援。

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舉行在即，
候選人李家超強調「以結果為目
標」的施政方向，避免被無謂的規
條和制度阻礙社會前進的步伐，更
好地統籌政府資源和人手，解決各
項民生問題。對於這種想法，筆者
深表認同。以「保就業」和「臨時
失業支援」兩計劃為例，如「以結
果為目標」就應該以相同、相近的
準則推行，申請標準應該更為一
致。期盼新一屆政府帶來新的治理
風格，做到以解決問題為目標、以
達成目標為核心、以優越成效為政
績，說到做到讓市民有更多的幸福
感和獲得感。

發行零售綠債 政府大眾同得益
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James Tobin說：「不要把所

有的雞蛋全都放在一個籃子裏。」香港要鞏固及提升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必須持續發展債市，而擴大綠債市場，正

是當中一個選項。香港背靠祖國，宜充分利用「一國兩

制」優勢發行綠債，既可推動債市及綠色金融中心發展，

也能推動綠色項目及可持續發展，而以零售方式發行，更

能讓市民參與其中，一同享受成果，攜手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

林智遠 立法會議員 執業資深會計師

疫情稍緩之際，政府重啟綠色債券認購程
序，今天開始接受香港居民申請。此次是香港
首次以零售方式發行綠債，募資後將於政府擬
定的《綠色債券框架》下，發展符合環境效益
項目，並推動香港可持續發展項目。綠債與
iBond(通脹掛鈎債券)同樣設有最低保證回報，
而且人人有份，吸引不少市民躍躍欲試。

信貸評級高違約風險低
此次綠債由政府發行，信貸評級高而違約風險

低，利息亦與通脹掛鈎，利率趨升下保證息率上
調至2.5厘，比銀行活期儲蓄接近零利率息口當然
好。雖然市面上也有不少高息ESG(環境、社會及
管治)債券基金，但高息高風險，債券基金有機會
賺息蝕價；此外亦要注意，美國利率趨升，利率
升而債價跌，債券到期前轉手亦可能蝕價，大家

需視乎自己的風險承受度作決定。
「十四五」規劃確立香港在國家發展中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戰略角色。要鞏固及提升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發展股市和債市同樣
重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認為，香港債市在亞
洲區內雖仍處於領先地位，但「發展速度略遜
於股票市場」。因此政府銳意發展債市，通過
政府債券計劃，推動多種類和多幣種債券發
行，綠債就是其中之一；同時，發行綠債亦是
政府發展香港成為綠色金融中心的其中一環。

香港現時是亞洲最大綠債發行中心，去年發
行總額570億美元，政府政策是多管齊下推動
綠債及綠色金融發展。本港自2018年起首度
推出政府綠債，迄今發行逾70億美元綠債，過
往對象主要為銀行、基金等機構投資者；今年
則首度以零售方式發售予香港居民，市民賺利

息，政府募資推行綠色項目，實為雙贏。筆者
去年已提出香港應增加發行綠債的金融發展倡
儀，事實上去年全球綠色債券及可持續債券市
場的發行量逾1萬億美元，而據報道香港佔該
全球發行規模的20%，政府必須把握市場趨
勢，增加並鼓勵企業發行綠債，促進綠色金融
發展。

有效驗證香港融資能力
觀乎內地，低碳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理念令綠

債持續升溫，中國自2016年起連續4年成為綠
債發行量最大的國家；而據氣候債券倡議組織
2019年數據顯示，中國符合CBI綠色定義的綠
債發行量僅次美國，全球排名第二。內地的最
新統計數字顯示，2021年綠債發行量755隻，
共計8,027億元人民幣，較前年同期增長59%，

融資額增長46%。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周
誠君早前指出，香港在綠色金融發展的最佳定
位，是利用離岸人民幣業務國際樞紐地位，幫
助內地綠債與國際接軌，並在港發行更多人民
幣計價的綠色金融資產，以及內地綠色項目資
產證券化產品。

「十四五」規劃進一步支持香港成為綠色金
融中心，共建國家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
事實上香港也曾幫助深圳市政府在港發行人民
幣綠債，為大灣區利用香港市場進行綠色融資
牽頭，作出了良好示範。由此足證，香港的融
資能力與專業服務質素，備受綠色金融產品的
發行人與投資者青睞。既為優勢所在，香港未
來經濟發展更應加大力度，鼓勵內地綠色企業
到港上市，或吸引內企來港發行綠債，以加速
內地的綠色金融發展。

巴黎時間周日夜晚，法國總統大選最終投票結果揭
曉，現年44歲的馬克龍獲勝，成為最近20年來第一位
獲得連任的法國總統。最近幾個月來法蘭西政壇的不
斷喧鬧吸足了歐美乃至世界輿論眼球，如今大選終於
塵埃落定，但法國政治社會不會因此而平定。

媒體普遍認為，法國政壇依然波詭雲譎，存在諸多
不確定性，連馬克龍自己也坦誠當下的法國存在很多
的疑慮。法國廣播公司評論稱，在通貨膨脹快速增
長、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極端政治勢力強盛的背景
下，馬克龍的第二屆總統任期不會比第一任輕鬆，甚
至更為艱巨。

政黨林立相互攻訐造成撕裂
法國是歐洲主要大國，其政治社會制度尤其是所謂的

民選政治制度，在西方世界具有較突出的代表性，不少
人宣揚所謂的民主自由，相信所謂的民主選舉。但嚴酷
的事實是，此次總統大選一如既往，不僅沒有帶來法國
政治社會穩定的希望，相反造成了更大的分裂，進一步
折射出法國乃至整個西方民選政治的諸多亂象與難以化
解的政治社會矛盾與困境，讓更多的法國選民陷入深思
和困惑。

法國媒體哀嘆道：法蘭西至少已一分為二。法國政黨
林立，除了一般意義上的左中右三大陣營外，還有極右
翼和極左翼兩大色彩的政黨。所謂的民選政治與制度，
給法國政壇的四分五裂提供了溫床。

4月10日首輪總統選舉投票時有10位候選人角逐，
且得票相差不大。多個政黨參選，你爭我奪，相互攻
訐，都自稱代表了法國選民，為了法國利益，謀求更
加美好的法國，但在具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主張上確
有很大的差異。有評論指出，如果民選政治就是這種
樣子，那麼帶給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民生、民
族、種族甚至地域的衝擊後果與惡劣慣性是不言而喻
的。

此次法國總統大選，暴露出法國民選政治的一系列值

得深思的問題。

更多年輕人對民選政治失望
其一是越來越多的法國選民對民選政治不感興趣，甚

至公開表示厭惡。其中年輕人的比例更多，許多人因為
失望，乾脆拒絕投票。四家民調機構的統計表明，周日
第二輪總統選舉的棄權率高達 28%，比 2017 年
（25.44%）又高出2.5個百分點。民選已越來越不得人
心，缺乏真實民意的代表性。

其二是法國政治日益極端化。在第一輪十選二投票
時，自稱中間派的馬克龍和極右翼的勒龐選票相當接
近，位居第三的極左翼候選人梅朗雄雖未能入圍，但與
勒龐的選票極為接近，這表明極右翼和極左翼都有相當
的政治勢力，而中間派也缺乏吸引力。這些兩極化的政
治勢力同時存在和劇烈博弈，意味着法國的政治地殼四
分五裂，政治地震隨時可能發生。值得注意的是，
2017年馬克龍與勒龐對決時，馬克龍以66.10%的高票
當選，勒龐僅獲得33.90%的選票，但這一次勒龐卻獲得
了41.8%的選票，而馬克龍雖獲連任，得票率卻明顯少
於上次對決。

其三是法國的選民基礎和選區心態都在深刻變化。
投票結果顯示，支持馬克龍的主要是法國的退休人士
和中上階層，或者至少受過三年以上高等教育的人
群，而偏好極右翼勒龐的是經常感到自己受排斥的法
國基層選民。從地域看，選擇馬克龍的選民大多居住
在法國大城市，而更多居住在法國西部、東北部以及
地中海和安的列斯/圭亞那領地的選民，則支持勒
龐。

馬克龍雖獲勝，但他面臨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
挑戰。今年6月法國將舉行國民議會選舉，極左翼的梅
朗雄志在爭奪總理職位。如果馬克龍的中間道路政黨失
利，則不排除法國再次出現左右或左中共治的政治局
面，這勢必導致馬克龍的改革抱負難以實現，其內政外
交都將舉步維艱。

法國總統大選折射西方民選政制困境
馬躍 資深國際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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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過去的周日，
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
李家超落區接觸居住

在劏房以及板間房的基層市民，表示
希望在當選後盡力解決本港住屋問
題，尤其是基層住屋問題。筆者翻查
政府關於輪候公屋的申請人數，原來
一般申請數字已經由2016年3月的
15.05萬宗增加至去年12月的15.2萬
宗，再加上多達9.65萬宗配額及計分
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合共多達
24.85萬宗申請在輪候名冊，一般申
請者平均輪候時間創新高，達至6
年。

究竟為何公屋輪候人數不跌反升，
香港的基層住屋問題會越趨嚴重呢？
筆者認為，首先必須從政府的房屋政
策的思路入手。現屆政府在2018年
宣布將公私營房屋比例改為七三比，
確立了公營房屋應該作為日後發展土
地的大方向。但在過去一段時間，新
建公營房屋的數量，仍遠遠不足以滿
足市民大眾組織家庭的需要，背後反
映出，特區政府在收地、發展土地等
方面，面對過多冗長的行政程序，當

中《郊野公園條例》就
是阻礙發展土地、興建
房屋的「高牆」。香港
郊野公園佔全港土地總
面積40%，全國政協副
主席梁振英曾提議在郊
野公園邊陲地帶興建房屋，這個創新
思維是解決土地問題的一個可行方
法。

除了公營房屋，另一個受青年關注
的房屋議題，就是青年宿舍。眾所周
知，香港房屋租金高昂，對於青年而
言，租屋的支出可能佔收入的一半甚
至更多，故此政府於2011年提出青
年宿舍計劃，旨在幫助青年在置業階
梯中增加一個起始的台階作為過渡時
期，但第一個項目花了足足十年的時
間，直至去年才落成啟用。背後同樣
反映規劃、審批過程程序冗長的問
題，在現有過多規例下，不同種類的
房屋發展都舉步維艱。

房屋問題是長期困擾香港的深層次
問題，期望新一屆政府在增建房屋程
序上拆牆鬆綁，更有效地解決房屋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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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全國青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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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24日晚上在社交

平台表示，已經離開香港，前往英國，「打算在海外生
活一段時間」。鍾劍華曾在違法「初選」案中，到警察
總部協助調查；他主理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在去年立法會
選舉時，曾被指借假民調煽動他人投白票，教唆市民犯
法。明顯鍾劍華就是心中有鬼，畏罪潛逃。全國政協副
主席梁振英在社交平台踢爆鍾劍華明顯就是移民了，要
求他交回特區護照和身份證。

鍾劍華在社交平台以「不願作逃兵，無奈需避秦」為
題撰寫這篇離港文，意圖將自己畏罪潛逃的行為合理化
並抹黑政府和社會，指控「當前的香港，已經容不下真
心說話，只容許謊言與假話」。大家不妨反問：是誰一
直在製造謊言與假話？過去香港飽受反中亂港分子擾
亂、破壞和摧殘，是誰一直在背後推波助瀾、致力壯大
反中亂港力量？每逢香港有選舉或有大型爭議事件，是
誰為反中亂港分子製造彈藥，誤導民意，阻撓香港社會
向前發展？如今鍾劍華還好意思形容自己「一向抱持原
則，只說真心話」、「擔當一個讀過少少書的人應為大
眾盡最起碼的道義責任」？

2020年，香港民意研究所協助舉辦違法「初選」，計
劃在該年選舉中奪取立法會過半數議席，以圖透過否決
財政預算案等方式癱瘓政府運作，攬炒香港。事件中，
多人涉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捕，身為副行政總裁的鍾劍華
須到警察總部協助調查。當時，鍾劍華曾公開表示在
「初選」完結後幾天，研究所已將約60萬參與投票市

民的個人資料完全銷毀，儲存了市民首4
個身份證號碼和所有相關紀錄的電腦硬
碟，已經用機器壓碎。大家想想：為何鍾
劍華要急於銷毀資料？真是為了保護投票
者的個人資料？

立法會延任，並於2021年進行換屆選舉，鍾劍華主
理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就選民投票意慾進行電話調查及網
上調查，當中答案選項包括「投白票」，令不少市民質
疑其用意何在。當時，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發表聲明，
強調研究所進行所謂的「民調」，其目的是試圖誤導廣
大市民，並為那些想破壞選舉的人打強心針。基金會
進一步指出，研究所可能觸犯《選舉(非法行為及舞弊)
條例》第27A條，也可能觸犯《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101i條的「串謀及煽惑他人犯罪」。鍾劍華在離港
文中說「對很多年輕世代因為敢於爭取而身陷囹圄而
感到憂戚無奈」，筆者建議鍾劍華還是少一點貓哭老
鼠，並自我反省一下：若年輕世代真的身陷囹圄，那
是誰造成？

香港是法治之地，不論犯法者有如何冠冕堂皇的藉
口，也不能掩蓋其犯法行為。正如鍾劍華一樣，就算在
其離港文中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將自己畏罪潛逃的行為合
理化，並意圖將年輕世代面對囹圄「甩鍋」特區政府和
香港社會，也難於掩蓋他和香港民意研究所過去長期以
來為反中亂港分子推波助瀾，甚至在幕後協調反中亂港
勢力企圖攬炒香港的事實。

鍾劍華離港是心中有鬼畏罪潛逃
越毅強 香港群策匯思時事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