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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對 2020-2021 年度財政預算案期望 

 

2020 年 1 月 6 日 

 

過去半年多，香港面對中美貿易對弈，同時內部又經歷了嚴重社會動盪不安，整

體社會經濟、全港市民生活和公共秩序均受到嚴重影響及衝擊，各行各業經營困

難，失業率攀升，加上頻繁的暴力違法破壞活動一直仍未止息，對未來發展帶來

嚴峻挑戰。 

 

政府當務之急是恢復社會秩序，讓社會重新出發，並提振經濟及推出紓解民困措

施。同時必須看到，當前社會動盪不安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香港長期存在不

少深層次問題，一直未能有效解決，導致資源分配和經濟結構不平衡，貧富差異

銳增，社會結構固化，基層市民缺乏向上流動機會，民怨長期積壓。民建聯認為，

特區政府須突破固有政策框架和理財思維，通過較前瞻、進取和利民的財政政策，

積極應對當前困難和衝擊，以提振經濟，穩定民心，推動香港走出困局；另一方

面引入改革性措施，積極處理存在於資源分配、土地房屋、經濟結構等方面的深

層次問題，為社會修復及維持繁榮穩定創造條件。 

 

民建聯對 2020-2021 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以下建議。 

 

 

 

 

一.  恢復秩序  安定社會 
 

增加警方人手及提升裝備 

增加警方人手及提升裝備以有效面對及處理暴力破壞事件，減少肢體衝突。半年

來，警方人力及裝備已受盡考驗及挑戰，因此，建議增撥資源，增加警察人手編

制；同時，提升警方防暴、防護裝備及情緒管理，以及反恐情報搜集的資源和人

員培訓，提升應付複雜多變暴力場景的能力，以應對社會秩序失衡的新形勢需要。 



                                              民建聯對 2020-2021 年度財政預算案期望 

2 

 

 

加快處理被捕人士的檢控程序 

鑒於暴力破壞之社會動盪已持續多月，期間涉及被捕人士亦已逾六千，特區政府

必須盡快對所有非法暴力行為作出處理，加速調查步伐，及時向社會傳達及確認，

違法暴力者不論是誰、不論階層、不論背景，均必須承擔違法後果的信息，以彰

顯法治。因此，建議增撥資源，分別增加警方的調查搜證與檢控的人員，以及律

政司設立專職隊伍負責處理硏查修例風波中一切涉嫌施行暴力行為的刑事責任，

或因而被捕人士的檢控工作；以及為司法機構增加資源和人手，設立 24 小時運

作特別法庭，以加快處理大量積壓於法庭等待審判的工作。 

 

設聯合隊伍清理違法標語 

各區出現的違法標語，嚴重影響市容，當局應聯同食環署、地政署及路政署，在

十八區設立聯合特遣隊，負責及時清理全港違法標語，以還原本港潔淨和諧的街

道和市容。 

 

設立復元基金 善用民間智慧 

面對社會陷入嚴重的撕裂及警民相互仇視及充滿暴力對抗的困境，建議政府應借

助民間力量，以扭轉這社會歪風，並正確認識了解國家。當局應成立基金，向提

出具體活動方案，以協助社會修復撕裂、重新出發，例如宣傳推廣活動、展覽、

課程、文藝表演等的民間團體，經適當評審批准後，提供活動資助金，以加強社

會復元、恢復和諧的力量。 

 

 

二.  提振經濟  紓解民困 
 

減低工商企業負擔 

⚫ 寬減 2019/20 年度百分之一百的利得稅，上限 50,000 元。 

 

⚫ 2019/20 年度繼續利得稅可分期繳稅，並毋須繳付 5%附加費的措施。 

 

⚫ 豁免中小企商舖的商業登記費及相關牌照費用，包括「商業登記證」、「販商

牌照」、「船隻牌照」、「魚排牌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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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產業額外多 6 個月減租一半，並主動聯絡各大地產商及港鐵、領展等一

同行動，推出減租措施，以支援中小微企避免裁員倒閉潮。 

 

設立中小企設備受損支援基金 

多個月來，施行暴力衝擊的人士往往向商舖及交通運輸工具進行「裝修」的打砸

燒破壞行動，大大加重相關中小微企的經營壓力，建議特區政府為因暴力破壞的

私營商戶及公共交通的中小微企設立「中小企設備受損支援基金」，經適當審批

後，向合資格的商戶及中小企，發放基金資助，以協助他們修復商舖設備及相關

車輛，維持營業。 

 
大規模海外經貿路演 

持續暴力破壞活動導致各行各業受影響，特別是旅遊、零售、會展及演藝事業，

建議特區政府在合適時間，率領相關政策官員隊伍，展開一連串龐大的海外經貿

路演，為重整香港的經濟發展優勢，重建具活力有序的大都會，進行環球宣傳推

廣及與各地商貿機構互動互利的工作。 

 

紓解民困措施 

⚫ 為公屋住戶代繳兩個月租金。其中，為須向房委會繳交額外租金的租戶繳

付單位兩個月的基本租金。至於香港房屋協會乙類單位的非長者住戶，則

為他們繳交兩個月租金的三分之二。 

 

⚫ 發放額外兩個月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長者綜援、60-64 歲

人士的綜援金及就業支援補助金、在職家庭津貼金額。 

 

⚫ 為合資格領取長者醫療券的長者額外提供一次性 1,000 元金額。 

 

⚫ 寬減 2019/20 年度百分之一百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上限 50,000 元。 

 

⚫ 2019/20 年度繼續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可分期繳稅，並毋須繳付 5%附加

費的措施。 

 

⚫ 寬免 2020/21 年度全年差餉，以每戶每季 2,500 元為上限。 

 

⚫ 向住宅單位業主退還全年地租，每季每戶上限 1,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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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窄貧富差距 

 

增設銀齡咭 

關顧 60-64 歲「銀齡一族」，包括讓他們享用 2 元乘車優惠及醫療券，並新設銀

齡咭，容許年滿 60 歲人士申請，優惠與長者咭相同。 

 

放寬長生津資產門檻 

上調「長者生活津貼」 （長津）及「高額長者生活津貼」（高額長津）的資產限

額至 80 萬及 30 萬元。 

 

生果金下調至 65歲 

將毋須經濟審查「高齡津貼」的受惠年齡下降至 65 歲。 

 

訂立「劏房」租管 

修改《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實施租務管制，務求將所有分間出租 （主要是

「劏房」，亦包括「板間房」及床位等分租的單位）的住宅單位納入管制，以保

障租戶免於亂加租及迫遷困擾。鑒於重推租管涉及較複雜的修訂，可能需要花

一些時間，因此建議，作為過渡方案，當局應先立法規定所有住宅租賃，業主

與租客必須訂立書面租約。 

 

過渡性租金津貼 

鑒於目前公屋輪候冊中，一般家庭輪候的時間已達 5.5 年，他們面對擠迫及惡

劣的居住環境之餘，又要面對加租及迫遷的夾擊，處境坎坷。建議政府設立

「過渡性租金津貼」，為輪候公屋超過三年，並通過資產審查而租住私人住宅單

位（特別是「劏房」）的申請人，提供過渡性租金津貼，以紓緩租金壓力。 

 

優化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將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門檻，由現時 400 元降低至 200 元。 

 

優化低津津貼計劃 

增加「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及「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

生活津貼」的津貼額至不少於每月 3,000 元；另增設培訓獎勵，若受助者完成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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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護理培訓，可獲額外的津貼金；同時，降低津貼申請門檻，如撤銷同住要求，

讓更多照顧者受惠。 

 

為有需要中學生提供午膳津貼 

參照「在校免費午膳」計劃，為低收入家庭的中學生提供午膳津貼，讓合資格學

生在學期間能獲得較均衡及充足的膳食。 

 

 

四.  支援中產 

 

設立外傭開支扣稅額 

設立聘請外傭開支扣稅額，以幫助中產及有需要照顧長者或兒童的家庭。 

 

提高子女免稅額 

將子女免稅額由目前 120,000 元提高至 132,000 元，與個人基本免稅額看齊。 

 

提高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 

將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由目前 37,500 元提高至 43,000 元。 

 

優化免稅額制度 

優化免稅額制度，建議包括：容許擁有超過一名子女的父母，可分開申索他們個

別子女的免稅額；准許兄弟姊妹攤分供養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免稅額，以

及「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除；把「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除的適用院舍範圍，

擴展至社會福利署「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下兩家分別位於深圳及肇

慶的安老院；以及將「傷殘受養人免稅額」的受惠範圍擴闊至「傷殘及長期病患

受養人」，減輕照顧傷殘人士及長期病患者人士的稅務負擔。 

 

降低差餉 

降低差餉，包括降低自住物業差餉徵收率水平；及豁免退休長者自住物業應繳付

的差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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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拓土地  助安居  發展多元交通 
 

加快「明日大嶼」發展計劃 

全方位開拓土地，積極建立土地儲備，包括加快「明日大嶼」發展計劃，重啟計

劃的前期研究工作，為未來盡早做好具高效益的增加土地供應措施。 

 

強化運用土地收回條例 

政府須盡快落實積極運用《土地收回條例》收回土地，以加快興建公營房屋及相

關基建配套設施之用；同時，改善收回土地的賠償及安置的安排，以減少收回土

地的阻力，更快完成收地程序。 

 

重推「租者置其屋計劃」 

按原有優惠和保障推售現存的「租者置其屋計劃」及「可租可買計劃」單位，並

研究推出覆蓋其他出租公屋單位的新「租置計劃」，讓較有能力的租戶可以置業

安居，改善居住環境。 

 

規劃發展多元交通運輸 

本港需要就整體交通運輸系統規劃作全面通盤檢討。建議當局立即檢視全港各區

交通網絡，並未雨綢繆規劃多元交通運輸，項目及措施包括：一，盡快落實《鐵

路發展策略 2014》內建議的各個鐵路項目，完善各區交通網絡；二，及早規劃未

來的鐵路網絡，包括增建可伸延至沙田的屯荃鐵路，及東九龍線；三，發展東鐵

新支線，新增新界東至九龍的鐵路線；及四，重整渡輪港內線服務，資助發展水

上交通服務，為市民提供多元交通服務。 

 

 

六.  提升醫療服務 

 

增加醫生人手及醫院病床數目 

盡快採取一切可行措施，增加本港醫生供應，包括放寬海外醫生來港註冊機制、

優化醫管局特別退休後重聘計劃，及研究興建第三間本地醫學院等。具體而言，

政府應訂定施政績效指標，即在 2030 年前，政府應提升本港醫生與每千名人口

比例至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成員的平均水平，即從現時本港每千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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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9 名醫生，提升至有 3.4 名醫生。此外，政府應加快第二個十年醫院計劃的

推展，爭取更多新增病床盡快投入服務，紓緩病床不足問題。 

 

增加門診輪候名額，增設 24小時服務 

增撥資源，改善公營醫院門診及急症室服務，包括增加普通科及專科門診輪候名

額，及增設 24 小時門診服務。 

 

增撥資源支援自身免疫疾病患者 

增撥資源支援自身免疫疾病患者，包括盡快把治療相關疾病的昂貴藥物（例如標

靶藥物、生物製劑）納入《藥物名冊》，及放寛撒瑪利亞基金及關愛基金相關藥

物資助計劃的申請門檻，讓患者獲得適切的用藥及治療。 

 

設立公營牙科門診 

開設公營牙科門診服務，增設長者服務專區，除了處理止痛及脫牙外，同時為他

們提供各項牙科保健、護理和鑲牙，以及早防治口腔問題。 

 

增加中醫公營服務 

盡快興建公營中醫醫院，及在醫管局聯網增設中醫住院及中西醫會診服務，加強

推動公營中醫服務普及化。 

 

加強學生眼睛保健工作 

增設「學童驗眼及配眼鏡津貼」（按年發放津貼，不可跨年累積），鼓勵市民善

用私營眼科服務，為學童定期驗眼及配置合適眼鏡。 

 

設立適鹷女性免費接種 HPV 疫苗服務 

在目前為小五小六女生提供免費接種子宮頸癌疫苗的基礎下，增加追加計劃，為

所有適齡中學女生及 26 歲或以下的女性免費接種 HPV 疫苗。 

 

推行乳癌篩查計劃 

透過資助方式，提供乳癌篩查計劃，例如乳房超聲波檢查及乳房 X 光檢查，支援

本港婦女預防乳癌。 

 

推行長者心房顫動篩查服務 

盡快為 60 歲或以上長者開展心房顫動篩查，及早找出社區隱性患者，提供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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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增設預防性骨質密度篩查服務 

盡快為全港 50 歲或以上女性及 65 歲或以上男性提供免費骨質密度篩查服務。 

 

增撥資源在公營醫療系統引入基因檢測 

增撥資源在公營醫療系統引入基因檢測，包括為孕婦提供免費產前非侵入性胎兒

染色體基因檢測服務，以便及早知悉胎兒患有罕見疾病的風險；以及向有意生育

人士提供孕前染色體基因檢測服務，讓他們了解誕下患有罕見疾病嬰兒的風險及

所需的治療，以便他們作出合適的生育決定。 

 

增設兒童醫療券計劃 

參照長者醫療券計劃，增設兒童醫療券計劃，每年向每個兒童醫療券戶口注資

2,000 元。 

 

 

七.  扶助就業 
 

鼓勵及協助婦女就業 

檢討現時再培訓課程的類型及上課時間，就婦女的需要提供更多元化的課程種

類、支援服務及彈性上課時間，以鼓勵她們裝備自己。同時，增撥資源，開辦更

多適合婦女就業的社企計劃及培訓課程，並以地區為本，為婦女在地區上作就

業配對，避免婦女因跨區工作而打擊就業意欲。 

 

為青年創業提供「免息貸款」 

除現行協助青年創業的「青年發展基金」外，當局應研究透過成立基金、提供擔

保或鼓勵市場為青年創業提供「免息貸款」的渠道，以協助青年籌集創業所需的

啟動資金。 

 

提供更多廉租的「共享工作間」 

由政府提供或鼓勵市場提供更多廉租的「共享工作間」（co-working space），讓

創業者在場地選擇上有更多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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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灣區增設青年創業中心 

參考「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的經驗，在南沙和橫琴這兩個自貿區也開設類似的

青年創業中心，充分利用這兩個自貿區的不同發展定位與地理位置，培養具創

新創業意念的青年，以及具高潛質的初創企業，並同時探索創新創業孵化器產

業化發展的新模式。香港亦應發揮更多商貿平台和融資平台的優勢，為青年創

業中心提供更豐富的資源。 

 

研究向自由工作者提供合適支援 

隨著工作模式的轉型，現時不少年輕人會選擇成為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 或

Slasher）。建議當局成立一站式支援，協助自由工作者能認識他們的工作權益和

配對僱主；並研究如何透過勞工處及在需要時通過本地立法，讓自由工作者亦

能獲得合適的保障。 

 

 

八.  發展創科 鞏固金融優勢 

 

建設國際數據中心 

本港擁有完善通訊基建、大量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人才，以及穩定電力供應，有

利成為國際數據中心，為各國企業提供跨境數據傳輸服務。為此，當局應增撥資

源成立專責小組去協調跨境資料傳輸的管理工作，並就相關工作與內地及其他司

法管轄區建立更緊密的溝通機制；參考內地及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數據出境安全和

資料安全評估準則、程序及標準，制定出同時符合國家標準及國際準則的統一政

策框架，以爭取國家、歐盟及其他地區認可香港作為國際數據中心的地位。 

 

為本港創科成果提供足夠應用場景 

香港特首在 2018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推出一套支持創新的政府採購政策，

提高評審標書時技術因素所佔的比重」，讓具創新建議的標書有更大機會中標。

期望特區政府盡快提出執行細節，並改變目前的保守做法，在各部門的預算中預

留專款，甚至增撥資源，主動採購切合部門需要的本地創科產品和服務，以及修

改相關法例，及與廣東省及澳門政府加強協調，藉以建立足夠的應用場景，鼓勵

及便利本地創科公司在大灣區內尤其是香港試驗及優化產品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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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提高科研開支佔 GDP比例 

近年特區政府雖然已透過投入大量資源及提供稅務優惠等政策，推動本港創新科

技發展，但目前本港科研開支佔本港經濟生產總值比重仍然在 0.7%左右水平，

與政府指要在 2022 年前達致 1.5%的目標距離甚遠。政府須加強支援力度，盡快

提高本港科研開支佔 GDP 的比例。 

 

設立漁農業結構轉型基金 

鑒於現時政府的漁、農業相關貸款的貸款額一般只有十多萬元，漁、農業持續發

展基金僅可提供業界項目的起動資金，而其他政府或坊間相關基金也無法配合行

業的運作及轉型，更無助回應業界期望把握一帶一路或大灣區機遇開展升級轉型

計劃，例如遠洋漁業、大灣區海洋牧場等的訴求，故此，建議由食衞局牽頭設立

五億元的「漁、農業結構轉型基金」，並委任漁農業界人士作委員審批申請，讓

上述行業升級轉型計劃可順利開展。另外，由於現時部份漁農行業難以購買保險，

而政府現時的「緊急救援基金」於 2018 年向每戶發放的金額平均僅 6,074 元，

導致漁農民不敢作出較大投資，只能維持較小規模的生產，建議政府參考南韓及

台灣地區經驗，以公私營合作模式推出「漁農業公私營合作天災保障機制」，讓

漁農民的生產更有保障。 

 

聯合大灣區力量發展新金融服務產品 

香港應抓緊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與產業將深度融合，以及與科技雙向融合的契機，

利用本身金融業發展優勢，積極加強與珠三角金融業合作，並擔當推進跨境金

融服務創新的發起人，大力發展綠色金融、創新金融產品與服務，以推動區內產

業轉型升級的目標，同時為區內創新型經濟的發展提供重要支援及保障。同時，

聯合發展金融科技，透過對人工智能和電子支付等範疇的研究和實踐，打造高

度互聯的電子支付系統，以建立一個可以廣泛應用的區域性平台，提升區內金

融機構及工商業的營運效率，協助業界開拓新的發展模式。 

 

進一步擴大兩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除了容許香港的保險公司在大灣區設立售後服務中心，提供理賠及其他售後服

務外，建議內地與香港兩地市場在中長期內建立保險產品互聯互通機制，積極

研究並推動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以及上海之間的保險業務互聯互通，在規管、

理賠及客戶保障等方面制定完善的規則，讓兩地市民可以方便地購買對方的合

規保險產品。同時，建議積極與內地推進擴大「深港通」、「滬港通」的交易產

品範圍至 ETF（交易所買賣基金）等，把債券通擴展到包括「南向通」，以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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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新的產品和服務，如設立新股上市認購、大宗商品衍生產品及場外金融衍生

產品市場的互通模式，以及推動兩地建立優勢互補、分工合作、共同發展的期

貨市場體系。 

 

逐步建立民生金融產品互認 

調整及優化兩地基金互認規則和監管政策，將《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擴展

到銀行領域產品的雙向互認和市場聯通。循序漸進建立雙向民生金融產品及服

務，香港應與內地商討，在粵港澳大灣區透過「單向先行、總額控制」等辦法，

推出各種包括個人理財產品的民生金融產品和服務，盡可能為香港居民在大灣

區提供金融便利，其後再由單向逐漸擴展至雙向，形成大灣區金融生活一體化。 

 

強化人民幣業務 

粵港兩地政府應盡快擴大跨境人民幣資金雙向流通渠道，包括大灣區內銀行機

構可按照相關規定開展跨境人民幣拆借、人民幣即遠期外匯交易業務以及與人

民幣相關衍生產品業務，而大灣區內的企業亦可按規定跨境發行人民幣債券。

同時，應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境外市場對人民幣結

算、融資及資金管理需求會逐步增加的機遇，以鞏固及提升香港作為全球離岸

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 

 

推動大灣區智慧城市群發展 

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智慧城市群發展，包括於區內加強推動建設金融科技、

醫療科技、教育科技的沙盒；加速區內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動通信、物聯網、

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突破應用；盡快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共享平台，

並加強區內人流、物流、服務流、資金流及資訊流的互聯互通。 

 

吸引金融機構落戶香港 

共同推動亞投行、金磚國家發展銀行、絲路基金，及亞洲金融合作協會等金融機

構，以及大型企業以香港為重要金融基地，從事相關的融資、財資管理及項目風

險管理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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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便利港人到內地生活 
 

擴大福利可攜範圍 

將「廣東計劃」及「福建計劃」的安排擴至內地其他省份，並研究將其他福利

安排納入跨境可攜的範圍內，以方便在內地居住的市民的需要。 

 

設立本港長者跨境醫療服務 

把「長者醫療券」計劃進一步擴展至廣東省內其他合適的認可醫療機構（例如三

甲級醫院），令居於內地的香港長者可以在廣東省內其他指定醫療機構使用；資

助長居於廣東省而患長期病的長者，在粵港認可的醫療機構內享用基本的覆診或

簡單的身體檢查服務。 

 

設立港人內地學券 

研究以資助津貼學校學生的水平設立學券，讓港人的子女可到內地的私人或國際

學校求學。 

 

 

十.  新一代教育 
 

推動國民教育活動 

增撥資源予國民教育活動及學生內地交流計劃，擴大包括姊妹學校計劃、「薪火

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等的規模，以增加受惠學生人數，從而有效促進童學及青

少年進行具親身體驗的國民教育活動，加強香港與內地青少年的直接交流與交

往，使香港愛國愛港情操得以薪火相傳，以達致國民身份認同的目標。 

 

提高「一校兩社工」措施靈活度 

現時學校及學生都面對不同的問題，需要更多的專業人士輔助，但現時一校兩社

工的安排只可聘用社工，令學校在處理複雜的問題上少了靈活性，也不能因應學

校實際情況聘用合適的專業人士，建議政府優化「一校兩社工」措施，讓學校不

只局限於聘請社工，而是可按校本需要，聘請合適的專業人士，如心理輔導員、

臨床心理學家等，照顧學生的身心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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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撥資源支援學生情緒和成長 

增撥資源支援學生情緒和成長，透過不同途徑，例如生涯規劃支援，校內冥想靜

念練習，憤怒管理練習，成長課，宗教思考，動物輔助治療，訓練營等，去訓練

年輕人建立自理能力和安全危機意識。同時，檢視現時輔導資源是否足夠和使用

是否到位，考慮加強宣傳和增撥資源予線上情緒支援服務。 

     

增加學生恆常學習津貼金額 

將向每位學生提供的恆常學習津貼由 2,500 元提高至 3,000 元。 

     

擴大書簿津貼受惠範圍 

把學校書簿津貼擴展至幼稚園，以支付必須的書簿費用，協助有經濟需要的家庭。 

     

增加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由於現時學生每年的活動津貼只有 350 至 650 元不等，資助額不足以購買學習

活動的物資、制服或器材，因此建議當局增加有關津貼金額。 

 

增加 SENCO 常額職位至幼稚園 

就支援學前階段的學習差異學童方面的工作，教育局應研究將現時在中小學設立

的 SENCO 常額職位，進一步推廣至收錄有較多特殊學童的幼稚園。 

 

提高對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支援 

檢視對非華語學生學校的支援，確保所有學校都有足夠資源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抽

離班、平行班，或其他共融學習計劃，以改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 

 

改善課後學習計劃 

完善及優化現時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以擴大受惠學生範圍，減

輕雙職父母的負擔。 

 

持續增加資助大學學額 

持續增加資助大學學額，讓所有符合資格入讀資助學士學位的本地學生，均有機

會升讀本地大學的資助學士課程，並參考外地做法，完全寬免本地 JUPAS 學生的

大學學費，以全面落實 19 年免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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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改善社區 推廣體育 

 

成立聯合特別職務隊 解決建築廢料、四電一腦非法棄置問題 

現時環保署及食環署分別就建築廢料、四電一腦及固體廢物非法棄置問題執法，

但現實中兩個部門卻出現不協調及你推我讓的情況，令社區非法棄置問題從沒有

獲得認真解決，故建議成立跨部門聯合特別職務隊，特別針對建築廢料、四電一

腦及其他固體廢物非法棄置問題，先進行清理，回復市容潔淨，並同時加強巡邏

監察，包括設置監察器材及嚴格執法，解決因部門不協調而導致非法棄置問題持

續的弊病。 

 

加強滅鼠工作 

檢討「鼠患參考指數」計算方法，例如引入鼠患投訴數字、捕獲活鼠與收集死鼠

數目等多元參考指標，定期因應鼠患指數的變動調整滅鼠策略；加強滅鼠工作，

包括增加放置毒餌、捕鼠器、毀滅鼠洞及防阻鼠隻設施，並積極引入新的滅鼠科

技與措施。 

 

進一步加強防治蚊蟲 

制訂全面的「綜合蚊患管理策略」，加強防蚊滅蚊工作，杜絕成蚊及其幼蟲的滋

生環境，在各區增加誘蚊產卵器的數目，全面監察蚊患情況，並因應蚊患指數的

變動適時調整防蚊滅蚊策略；仿照蚊患指數的方式設立監察蠓患指標，並加強市

民對蠓患防治的宣傳，做好社區層面的防治工作。 

 

增加資源處理滲水滋擾 

為「滲水投訴調查聯合辦事處」提供一次性的特別資源及增撥人手，優先處理積

壓超過一年而仍未解決的滲水個案。同時，引進最新的技術及設備，以提高確定

滲水源頭的成功效率。 

 

政府購買大型體育活動轉播權 

東京奧運將於明年 2020 年 7 月開鑼，建議政府主動競投東京奧運等賽事轉播權

事宜，例如透過委託香港賽馬會購入，以確保香港廣大市民能免費觀看各項大型

比賽活動。另外，為扶持香港體育發展，建議政府向贊助舉辦體育活動的機構團

體提供贊助費扣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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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推動環保 
 

提高環保車稅務優惠 

提高電動車「一換一」計劃的首次登記稅寬減額，下調非「一換一」計劃下購買

電動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和提供混能車稅務優惠。 

 

建立回收循環經濟 

投入資源建立回收物料循環經濟，協助發展本地環保工業，成為可持續的綠色經

濟產業。 

 

增加資源發展太陽能發電 

提供資金和支援以鼓勵商業大廈，大型購物商場，大學校園等設置太陽能板發電，

善用太陽能資源。 

 

重視寵物福利 

增撥資源增設寵物公園或建設更多讓主人與寵物共同使用的設施；以及支援寵物

主人購買治療寵物常見疾病的昂貴藥物和善寧服務。 

 

 

十三.  扶持下一代 
 

育嬰津貼 

本港生育率持續偏低，建議政府為進一步鼓勵生育，推出向所有初生嬰兒父母提

供一筆過 12,000 元育嬰津貼。同時，盡快落實 14 周產假政策，並且逐步將產假

薪酬增至全薪，讓在職女性有更長時間作產前準備、產後休養及照顧初生嬰兒。 

 

設立新生代嬰兒基金 

為 18 歲或以下合資格兒童設立「新生代嬰兒基金」（前亦稱「嬰兒基金」），透過

政府、家庭及第三方共同持續性供款及投資收益，協助香港新生代籌劃未來進修、

置業及應付危疾用途。 

 

推出以年青人為對象的租住房屋計劃 

加快落實以年青人為對象的青年宿舍計劃，幫助他們儲蓄買樓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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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青年發展基金」金額 

「青年發展基金」的本意就是讓創業者有啟動資金，幫助創業者踏出第一步。但

30 至 45 萬元的啟動基金金額有限，更要分兩年發放，令創業者在面臨商機時容

易出現缺乏足夠資金應對的情況，因此，建議當局能提高「青年發展基金」到 60

萬元，以鼓勵青年創業。 

 

組織更多初創青年交流活動 

除了由政府提供或鼓勵市場提供更多廉租的「共享工作間」（co-working space）

外，應組織更多的適合初創青年交流的活動，幫助他們進行業務配對，獲取市場

資訊及發掘商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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