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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政預算案 建議書  

2018 年 1 月  

前言︰  

香港 2018/19 度 盈餘預計 逾千億元，是過去 10 多 最高 本

會期望 府利用充裕的 盈餘，全面配合 報告提出的建議， 力鞏

固傳統支柱產業 推動經濟多元 展及支援中 企業持續拓展業務，提

升香港的競爭能力， 時亦體恤中產 基層家庭的經濟壓力，關顧弱勢社

群 長者的需要；並果斷投資未來，為香港經濟 社會民生 展作出前瞻性

佈局，培育優 人才，為香港在全球新經濟秩序中尋找機遇  

 

本會經深入討論 ，現就公共 管理 經濟 展 刺激經濟的稅務

排 教育 交通 輸及土地規劃 紓 市民的經濟 擔 醫療 及支

援弱勢社群等範疇提出一些意見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之建議︰  

1 公共 政管理新思維  

特區 府 近 均錄得龐大盈餘，本會建議 府檢視 儲備之

投資管理機制 投資策略及目標，投資策略過 保 面 資產 值的

風險，建議投資 佈應多元 ，讓資產增值，抗衡通脹 特區 府 把

儲備投 需要及長遠 投資價值的 目，例如教育等，而非動

用經常性開支， 增 資源 用的靈活性，亦不會影響現 的資源

配  

 

人口 動人口 降， 全球 ，香港 面 全新的經濟及

社會環境 本會建議特區 府儘 能增 經常性收入，長遠在 資源

配 引入新思維，採用另類的 資源 配的方程式 府按慣例

經濟增長或本地生產總值作為資源 配的依據，已不足 應付現今社會

的需要，應配合大環境的轉變，了解人口 等社會問題，作好資源

配及理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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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濟發展  

2.1  金融服務  

2.1.1  積極拓展金融業務  

香港擁 完善的監管制度 業之金融人才 先進之金

融基建等優勢，金融業在本地生產總值 16%， 動人口約

23 萬人， 香港帶來 要 獻 本會期望 府借鑒新 坡

及內地積極拓展金融業務的經驗，擔當推動 帶領的角色，

強 業界的交流及合作，並 系統地研究海內外在金融方

面的特點 相關監管規定等，完善香港的 展策略及配套措

，積極 外推廣香港的金融服務，尤其股票交易 資

本管理服務等，吸引更多外來投資，包括吸引跨國巨企首次

來港公開招股或第 市，配合 一帶一路  

  

2.1.2  優化互聯互通  

自 滬港通 基金互認 排 深港通 債券通 先

落實，進一 深了 海 深圳和香港 地資本市場的聯

繫，互聯互通產品日益活躍，其中 滬港通 及 深港通 成

交 顯著增 ，截 2017 12 15 日， 向成交總額

21,820 億元人民幣，按 增 195.7%；南向成交總額

21,570 億港元，按 增 173.7% 本會建議特區 府 國

家商討落實債券通南向部 ，推出 交易所 賣基金 (ETF)通

和 商品通 等，增 互聯互通的金融產品，拓闊本地金融市

場的 展空間，為海內外投資者帶來更多機遇，進一 鞏固

香港國 金融中心的地 提升人民幣 岸中心的地  

 

2.1.3  加快發展綠色金融  

全球 視 展綠色 持續經濟，綠色金融 要性日漸提

高，預計 2030 期間，全球每 需要高 6.9 萬億美元

資金，投資 世界各地的綠色基礎設 本會建議 府 快

展綠色金融，就國家的 策及 展計劃，研究 行的配合

措 ，包括為綠色金融 目和證券設立綠色金融標籤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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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從 綠色金融業務之機構在主版 市等  

 

本會亦建議利用現時鼓勵基金業 展的稅務優 ，吸引

新 行人和新投資者來香港，並參考新 坡金融管理局的綠

色債券津 計劃  (Green Bond Grant Scheme)， 過

誘因鼓勵 人機構 行綠色債券 綠色基金及股票 交易所

賣基金 (ETF)等， 及撮合 目 融資， 進香港金融產品

及服務更多元 ，長遠 府亦應提供更多誘因吸引更多綠色

企業來港 市集資，幫助收窄亞洲及 一帶一路 國家的資

金缺口，鞏固香港國 金融中心的地  

 

2.2  加強支援中 型企業  

2.2.1  為企業提供更多稅務優惠  

本會支持 府落實兩級制利得稅，減 企業的稅務 擔，

並建議 府研究其他稅務優 ，支持企業投資 展業務，進

一 拓展市場，亦能增 就業機會 本會亦建議 府設立機

制，防 濫用稅務優 的問題  

 

2.2.2  減輕 微企的經營成本  

為減 微企的經營成本，尤其初創企業，本會建議豁

免商業 一 ，並繼續豁免旅行社 酒店和旅館， 及

食肆 販及 限制食物售賣許 證全 牌照  

 

2.2.3  協助中 企融資  

本會建議檢討 中 企融資擔保計劃 特別優 措

的調整 排，由每 延長改為每 五 延長，甚 把

措 恆常 ；檢討 中 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和 展品牌

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 基金 BUD 的使用情況，

並增 每家企業的資助金額 限及申請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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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創新科技  

行 長官期望把香港的研 開支 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由現

時的 0.7%增 1.5%，本會 非常支持，相信能提升香港在創新

科技的競爭力 本會早前已建議 府制定全面的 展策略，鼓勵科

研 建立科研生態環境 培訓人才 擴大企業融資渠 等，推動創

新科技 展  

 

2.3.1  落實科研開支扣稅  

為鼓勵企業積極投 資源進行科技研 ，本會建議 府

儘快落實企業科研開支扣稅優 ，提供兩到 倍扣稅  

 

2.3.2  鼓勵跨境科研合作  

國家 展粵港澳大灣區為國 科技創新中心為目標，

創新合作 互利共贏為基本原則，其中廣州 深圳和香港在

科研 展 擔當引領角色，城市間只須擁 清晰的定 和

展 點，協調 展，相信 起協 效應 香港 內地 府目

前均各自設 基金為科研提供資助， 資助不適用 跨境合

作 目，本會建議特區 府聯 內地 府商討設立科研撥款

跨境機制，鼓勵跨境科研合作  

 

2.3.3  建立科研生態環境  

本會建議 府成立高層次 責 組，研究一系列 策

優 措 ，例如稅務優 容許進駐科學園等，吸引海內外

科技巨擘來港建立地區總部及企業研 部門，並提供 創

業者的 創投基金 協助創科企業融資等 支援，協助創

科企業進園，建立科研生態環境，推動創新及科技產業 展  

 

2.3.4  訓科技人才  

創新科技 展需要培訓足夠人才，尤其金融創新的人才，

本會建議 府設立金融科技培訓基金，用 資助進修 海外

及內地交流 實習之用，學習 實踐並行，培育具國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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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創意的 門人才 本會亦建議完善大學的創新科技基建，

合現 的教學需要，讓學生就讀大學時適應及學習創新

科技  

 

2.3.5  檢視 科技券先 計劃  

科技券先 計劃 助香港中 企升級轉型，本會建

議 府檢討計劃的涵蓋範圍，提升資助 限和 寬 目限制，

讓各行業中 企均  

 

2.3.6  支持香港發展為智慧城市  

本會支持 府公佈的 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建議 府盡

快推動 關倡議措 ，並 效的公 營合作方式落實各

倡議，讓香港成為智慧城市  

 

2.4  旅  

本會建議 府投 資源，持續 展旅 產品及擴大現 盛 的

規模和吸引力，並 強在主要國 客源市場的推廣，讓香港繼續成

為吸引海內外旅客的動感之都。  

 

2.5  會展  

香港為國 主要的會展獎勵旅 活動地點，每 吸引逾 170 萬

過夜旅客，為香港帶來逾 18 億美元收益，然而香港亦面 來自澳

門等周邊地區的激烈競爭 本會建議 府儘快落實擴建及提升現

的會展設 ，增 國 級的會議場地，相信日 在港珠澳大橋 廣

深港高 鐵路香港段等通車 ，香港 把握商機，吸引更多外商來

港參 及 辦展覽及會議，鞏固香港亞洲會展旅 之都的地 ，亦

避免流失客源  

 

2.6  法律  

2.6.1  提升法律援助服務律師之報酬  

法 援助服務提供 表 師服務， 關 師的報酬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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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反映市場價值 本會建議 府增撥資源，除了 強公眾

教育，讓 需要的人士 確使用服務，亦讓 關 師的報酬

稍為 市場拉近，讓更多法 業人士願意參 法援服務，

讓採用服務的人士獲得公 的法 服務  

 

2.6.2  支持香港發展為國際仲裁及調解中心  

香港 能力 展成為國 仲裁及調解中心，配合 一帶

一路 倡議及 粵港澳大灣區 之 展，本會建議 府撥出

資源，支持國 仲裁及調解中心之 展，相信 帶動法

會計等 業服務的 展  

 

2.7  參與 一帶一路 倡議  

2.7.1     本會建議 府繼續投 資源，讓 一帶一路 辦公室

應 效用，推進香港參 一帶一路 倡議 本會亦 請

府 快落實 報告 提出的新措 ，包括實現 國家

展和改革委員會簽署香港參 一帶一路 建設的全面協議

就個別行業簽訂貿易協定 研究推動香港 內地企業建立策

略伙伴關 搭建 一帶一路 建設 目信息 享 等，

協助香港企業掌握商機  

 

3 刺激經濟之稅務安排  

3.1 應 其他國家減稅的影響  

美國去 落實減稅， 刺激投資及消 ， 進經濟成長及創 就

業，本會建議特區 府注意 關減稅措 香港經濟的影響，適時

作出應 ，長遠香港要 具競爭力的稅制，未來 粵港澳大灣區融

合 展， 及增強香港的競爭力  

 

3.2 外簽署避免雙重徵稅協定  

新 坡 其他國家簽署不少協議，吸引一些企業利用本地公司

融資 為保持香港的競爭優勢，本會建議香港應 其他國家 府盡

快商討及簽署避免雙 徵稅之協議， 吸引更多海內外企業 過香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政預算案 建議書  

 

第 7 頁  

 

港融資和 香港作為跳板投資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  

 

3.3 推動香港成為國際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為推動香港成為國 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本會建議引入稅務優

計劃，就 利 明或相關知識產權賺 之利潤享 50%特 稅率，

鼓勵創新 明  

 

3.4 與內地政府商討便利內地工作港人之稅務安排  

香港 內地實行不 的稅制，現時香港居民在內地工作需繳納

內地入息稅，連 在香港須繳納的稅 ，稅務 擔比一般港人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 展，本會建議特區 府 內地 府商討香港

人在內地工作的稅務優 排，讓香港人才繼續樂意在內地 獻所

長，長遠 利香港融入大灣區之 展  

 

4 教育  

4.1  優化 持續進修 金  

為提升香港人才的競爭力，包括 業人士 資訊科技人才等，本

會 請 府繼續鼓勵市民終身學習，建議優 持續進修基金 ，包

括進一 擴大資助課程的範圍 最高申領資助額由 1 萬元增 2 萬

元 建議資助一生一次修訂為每 5 新申請一次等，長遠應研

究納入由 業團體審批的持續 業 展 (CPD)課程  

 

4.2  增加幼兒教育老師的薪酬  

不少從 幼兒教育的教師已是學 教師，為挽留高質素人才

獻幼兒教育，本會建議 府研究為幼師定 薪級表， 增 幼師

薪酬    

 

4.3  為 層學生增設獎助學金  

基層家庭培育子女的資源 限，本會建議 府關注基層學生的

學習需要，為基層學生設立獎助學金，為 經濟需要家庭的學生提

供進修和提升各種技能之機會，培育更多未來社會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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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推動 STEM 課程  

STEM 教育的成 否 決 教師，本會支持教育局為教師提供

更多 業 展課程，並建議 府撥出恆常資源，為教授  STEM 課

程的中 學教師提供進修資助， 強培訓， 助其提升學生的學習

趣，了解如 培 學生的創 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5 交通 輸及土地規劃  

5.1  建議 快開 土地資源，建立土地儲備，解決香港的居 各種經

濟活動所需  

 

5.2  就壓抑樓市措 的成效及影響進行檢討，並因應情況適時作出調整，

例如降 印花稅 寬按 成數等，讓香港物業市場回 健康 展  

 

5.3  建議 府 新檢討城市規劃制度 簡 土地 展的審批程序，建議

參考美國 新 坡等海外相關經驗，採用自行認證系統 (Self-

certification system)，提升 府審批工作的效率， 快土地 展

的  

 

5.4  確保 府內部 足夠的 業職系公務員 制及相配合的各種資源，

落實工程 目，提升規劃和監管水  

 

5.5  快 鐵路 展策略  2014 的落實進度，盡快推展七個新鐵路

目，帶動香港持續 展，並配合大灣區 展；鄰近香港的前海未來

提供大 就業機會予香港，本會建議日 應建設較快捷的集體

輸過境， 強兩地的聯繫，配合兩地的融合 展  

 

5.6  檢討泊車 供應和規劃相關 策，解決 人和商用車輛泊車 不足

的問題，持續增 車 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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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紓緩市民的經濟 擔  

6.1  調各類物業差 一個 點 4%，並寬減未來一個 度的差 ，

每戶每季 限為 2,500 元  

 

6.2  增設 租 人樓 免稅額 ，紓 該等人士的 壓力  

 

6.3  增 居所 款利息扣稅 限，減 供樓人士的經濟壓力  

 

6.4  在公共 擔 ，進一 提高基本免稅額 15 萬元，並進一

擴闊稅階，並另外寬減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設寬減 限  

25,000 元  

 

6.5  進一 調高子女免稅額及子女出生 度的額外免稅額 12 萬元，

並為多 子女的免稅額 級實行累進 排，減 關家庭的 擔，

亦鼓勵生育  

 

6.6  為減 中產家庭的教育 擔，本會建議增設子女教育免稅額，鼓勵

父母積極投 資源培育子女成材  

 

6.7  調高供 父母 /祖父母 /外祖父母的免稅額，由 23,000 元增

30,000 元 (55 歲父母 /祖父母 /外祖父母 )；46,000 元增 60,000 元

(60 歲父母 /祖父母 /外祖父母 ) 若 的免稅額則增 一倍  

 

6.8  完善針 個人創業的支援計劃 如按 證券公司的 型 款計

劃 ，並 強 非 府機構相關計劃 (如香港青 協會的香港青

創業計劃 的支援， 多個途徑解決青 創業的困  

 

7 醫療  

7.1  研究推行醫療保險扣稅  

隨著人口 及醫療服務成本 升，預計醫療經常性開支增長

繼續 快 本會建議 府 保險業界及醫療界 強溝通，推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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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醫保計劃，並 醫療保險供款 扣稅等稅務優 ，鼓勵中產階層

人士參 自願醫保計劃及其他 營醫療保險計劃，減少 公營醫療

服務的依賴，長遠 助 府 展多軌並行的醫療系統，確保公營醫

療系統持續穩定 展，為全港市民提供醫療 全網  

 

7.2  檢視公共醫療資源的 用  

每當香港遇 流感肆虐，多間公立醫院病床 用率持續超過

100% 本會留意到 部份 用病床的病人並非 需要 院，只是

等候 排一些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故部份醫療資源未 合理

用 本會 請 府檢視問題，理 醫療資源的 用，推出適當措 ，

例如為 出院而 需要的病人提供社區照顧券，讓其持券在社區

購 照顧服務，避免其 用病 ；並適時增 療 院資源 醫療人

手等，讓 需要病人獲得適 治療及照顧，而公立醫院資源亦能

效 用  

 

7.3  加強推動公私營醫療協作  

府應推動 款 用，讓公 營醫療合作，例如 眼行動

內 手術計劃，2007 推行 來已縮短病人在醫管局的輪候手術

時間，由 60 個 到現時的 23 個 ， 時亦 減 公營醫療的壓

力，中長期應研究進一 引入境外醫生及增 培訓適 的醫護人員，

應付未來人口 增 的醫療服務需求  

 

7.4  加強預防疾病的教育  

預防 治療，本會建議 府增撥資源，讓衛生署 強推動預防

疾病教育，例如流感高峰期教育市民預防流感 注射預防針等，讓

市民關注身體健康， 紓 公營醫療系統的 擔  

 

7.5  進一步加強 層醫療  

不少人患病會自行向 科醫生 醫院或急症室求診，本會建議

府增 資源， 強基層醫療的把關作用， 效 用公帑 基層醫療

是個人和家庭接 持續醫療護理的首個接觸點，若基層醫療把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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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改善市民的整體健康狀況，病人 按醫生的 業意見接 適

當治療，避免不必要的檢查或治療，亦 助長期病患者穩定病情，

減 病 入院的機會，降 社會之整體醫療開支  

 

7.6  加強應 人口老化問  

香港人口 ， 醫療科技 ，醫藥 日漸高昂，建議 府

增撥資源，支援需要服用自 藥物的人士；建設新醫院 院；

培訓更多醫生 護士等醫護人員；推動醫療設備研究及 展等，為

香港未來創 良好的投資回報  

 

8 安老  

8.1  推動終身年金  

為協助市民為未來 生活作準備，本會支持 府設終身 金，

並建議鼓勵市場推出更多 金計劃，並提供稅務優 ，讓更多市民

能夠為晚 作更好的 務 排，享 生活  

 

8.2  建議強積金 外供款可扣稅  

為進一 鼓勵僱員增 強積金供款額 僱主主動為僱員增 供

款，本會建議 府為 關額外供款提供扣稅優 ，相信 助鼓勵市

民為 規劃，長遠 助減 府的 擔  

 

8.3  增加日間長者中心名 及優化服務  

隨著香港人口 ，不少家庭也 長者需要照顧，本會建議 府

增 日間長者中心 額，方便需要 班的人士把長者交由日間長者

中心照顧，建議亦應優 關中心的服務，包括優 接 長者的時

間等， 配合 班人士的 班時間  

 

9 支援弱勢社群  

9.1  提供離婚教育  

香港 婚數目持續 升，2016 每千 人口計算的粗 婚率

為 2.34 人，是 1991 的 2 倍多 本會建議 府增撥資源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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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教育，讓 婚人士了解其責任及權利 子女的福祉 法 諮詢等，

參考新 坡等 相關經驗的地方， 婚教育及 甚 助家庭

挽回婚姻，減少社會問題  

 

9.2  增設單親中心凝聚社會支援單親家庭  

隨著 婚數字的增 趨勢，單親人士的數目隨之增 ，而單親家

庭除 機會面 經濟問題，亦面 情緒 複雜的家庭問題，一般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 提供針 性支援 本會建議 府增撥資源，

開早 停辦之五所單親中心，針 單親家庭的特別需要提供支援，

全面協助單親家長解決困 疏 情緒， 時幫助其 拾自信，積

極面 生活，自力更生，並建立社區支援及互助網絡，凝聚社會支

援單親家庭，預防家庭問題演變為社會問題  

 

9.3  處理贍養費問  

不少 異家庭的贍 款人常遇到 收 贍 的問題，

影響家庭生活，亦 其子女 成傷害，部份 異家庭因 需要申領

綜援或 過法 途徑追討贍 府現雖設 入息扣押 ，贍

款人 過需付贍 者的僱主，在薪酬 前扣押贍 ，

便收 關 用， 是不少贍 款人因種種原因未能 利收

贍 本會建議 府研究 效措 處理贍 的相關問題，例

如成立 責部門或 過稅務局 款人收 贍 等 本會亦建議

府就贍 強教育，讓公眾明 婚 責任支付贍 外，

亦讓贍 款人了解其權益及相關服務  

 

9.4  優化社署資助機構整筆撥款的規定  

目前 多間機構 社會福利署整筆撥款資助，當中資源未必

能夠 效 用 本會建議 府優 社署資助機構整筆撥款的規定，

強 關機構管理層 執委會 社工之培訓，提升整體社工 業之

水 效 用資源， 強監管，確保 關機構提供高質素的社會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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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設立社會服務 金  

本會建議 府設立社會服務基金，供非資助社福機構申請，支援

其為社區提供多元 或緊急服務，紓 社會服務的需求，並 強預

防及教育，防 自殺 虐兒 家暴等問題 生  

 

9.6  增加課餘託管服務名  

為鼓勵 工作能力或學歷高的婦女投身職場， 心工作，釋 婦

女 動力，本會建議 府鼓勵中 學在 學 借出課室，交由非牟

利團體為中 學生提供課 ，或增 課餘 管服務 額，

為雙職父母提供支援，避免學生 學 流連街  

 

9.7  增加育嬰院及幼兒中心的名  

本港育嬰院及幼兒中心 額過去多 維持不變，然而其需求卻不

斷增 ，本會建議 府增 育嬰院及幼兒中心 額，讓雙職家長在

班時把子女暫 ， 心工作，亦 助釋 婦女 動力  

 

結語︰  

外圍經濟環境複雜多變，本會認為特區 府在保持 應使則使 的原則

外，亦需要未雨綢繆，維持香港的公共 穩健，亦確保香港能抵禦未來突

如其來的經濟衝擊， 及應 人口 動人口 降之挑戰 期望特區

府善用公共 資源，推動香港經濟 展 支援社會民生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