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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及資深行政人員協會 

就二零零九至一零年施政報告之建議 
2009 年 9 月  

 
行政長官正就本年度施政報告諮詢公眾，而深化「六大產

業」發展，為香港經濟找尋新機遇，將是報告的重點。本

會寄望政府，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進一步深化與內地合

作，拓闊香港的經濟發展空間，以及針對當前的失業、青

少年等問題，提出長遠的解決方案。  
 
一．確立香港在南中國地區的經濟定位 

 
今年年初，國家發改委公布《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從戰略全局和長遠發展出發，為粵港澳地區的發展作出規

劃部署。而今年八月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上，香港和廣東省

簽署多項合作協議，包括探討在深圳前海發展金融服務業

發展。香港在南中國的經濟領域上，似乎有了新的定位，

但現時只能見到特區政府處於被動的角色，沒有自己的一

套具體想法和定位。隨著香港和內地經濟實力差距收窄，

加上《規劃綱要》的推動下，本會認為特區政府應有明確

的定位，以積極的態度，明確香港在南中國經濟發展藍圖

中的角色，從而爭取雙贏的策略。  
 
二．強化四大支柱 發展六大產業 

 
環球經濟仍未真正復甦，香港的經濟環境在未見樂觀的情

況下，政府除了要積極推動「六大產業」，還應強化香港本

身的四大經濟支柱，例如金融、物流 /航運 /貿易、旅遊、專

業服務，以及在外地招攬人才，加強深港機場航線合作等。

本會建議，特區政府應在人才匯聚、法制及廉潔政府的優

勢條件下，繼續發展四大支柱。  
 
三．發展卓越醫療產業 

 
香港醫療水平名列世界前茅，醫護、研究和培訓同步穩健

地發展，不論在公私營醫療體系還是大學內，均匯聚了很

多卓越的醫護人員和研究員，實為香港發展醫療產業提供

了優厚的條件。政府為發展醫療產業，已經預留 4 幅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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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私營醫院。本會認為，政府在發展私家醫院的同時，

應為私家醫院的客源作出定位；而選址方面，應有足夠的

交通配套，便利內地居民到香港就醫。此外，由於發展醫

療產業，涉及醫護人手、市場策略、交通配套和出入境等

安排，因此，本會建議政府設立跨部門的專責委員會，發

展醫療產業。  
 
四．重新訂定長遠工業政策 

 
金融海嘯對香港的衝擊，突顯了我們的產業有必要邁向多

元化，因此本會期望，特區政府能以創新思維，重新檢討

並訂定長遠的工業政策，著力把工業重新定位為香港經濟

支柱之一，並制定鼓勵性措施，吸引企業把適合的生產線

搬回香港，以及促進發展香港品牌，例如提供雙倍稅務優

惠等。  
 
五．為中產設貸款轉型基金 

 
去年，政府推出的「穩金融、撐企業、保就業」，的確非常

重要，但對協助專業人士就業，十分有限。目前政府給予

中產階層的支援很少，部份具高等學歷或中年的專業人

士，因為金融海嘯而出現經濟困難，我們認為政府應考慮

照顧這批人士的需要。就此，本會建議為失業的中產設立

「失業人士免息貸款轉型基金」，提供約五萬元的免息進修

貸款名額，協助他們透過進修增值，學習其他知識，並鼓

勵他們修讀與四大支柱和六大產業相關的課程，例如環

保、食物及藥物認證、創意產業等。  
 
六．加強禁毒工作 

 
這一兩年，青少年濫藥和吸毒成為社會的焦點。現時政府

的禁毒工作欠缺全面；社會關注的強制性驗毒和校園驗毒

試驗計劃，只是禁毒其中一環，本會認為，除了加強打擊

毒販之外，並要從青少年問題入手。事實上，不少青少年

沉淪毒海和濫藥，涉及多個不同的專業服務範疇，包括教

育、醫療、法律、復康、輔導、社工等，整個支援流程，

均需要一隊專業團隊在政策上作出支援，就此，本會建議

政府強化禁毒常務委員會職能，制訂全方位的禁毒政策，

帶動整個社會配合打擊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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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增加學校社工人手 

 
處理青少年問題，學校也應作出相應的配合。然而，即將

落實的校本自願驗毒計劃，由於屬新措施，學校作為前線

執行單位，毋疑會增加壓力，就此，本會建議當局增加學

校社工數目，以達致每校兩社工的目標，政府可先試行於

大埔區開始，以配合政府於大埔區試行驗毒的計劃，此舉

除了加強學校青少年工作之外，也可協助減輕學校老師照

顧學生的壓力。政府在推出校園驗毒之餘，更應加強堵截

毒品來源，嚴懲毒販，才可事半功倍。    
 
八．推動家長教育 

 
社會出現青少年濫毒、隱閉青年和援交等問題，不少是源

於家庭問題。青少年生理和心智正處於關鍵性的蛻變中，

但香港繁重的考試，常令學生們喘不過氣來，衍生情緒問

題；而社會崇尚物質享受和「揾」快錢的風氣，扭曲了青

少年的道德價值；工作繁忙的父母、破碎及單親家庭，令

問題雪上加霜。政府應對症下藥，首先增撥資源大力和不

斷地推行家長教育。  
 
本會建議當局成立家長教育委員會，推廣家長教育，並透

過有系統的課程，協助家長掌握為人父母應具備的態度、

親子知識和技巧，讓家長學習如何與青少年溝通、建立互

信，當子女遇著情緒問題或試探引誘時，父母知道如何細

心聆聽、加以輔導。政府也應推動僱主們合作，避免僱員

長時間工作，讓他們有更多時間陪伴子女成長。而為針對

雙職家長無暇參與家長教育，建議當局與商界建立家庭關

懷合作伙伴，為工作間的員工提供適合的時間學習家長教

育，讓雙職和基層家長均可接觸親子教育服務。  
 
九．增加大學資助學額 

 
在面對全球一體化的形勢下，香港作為國際都市，必須要

增強人口綜合競爭力，提升青年人的學歷，配合知識型經

濟發展。但升讀大學的 14,500 個資助學額指標，由 1994
年至今並沒有改變，反映特區政府在提升青少年學歷方

面，可有更多承擔。正當全球社會不斷變化，香港的大學

資助學額也應有所增加，本會認為，政府不應再持守 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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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助學額，應盡快增加資助學額，讓有能力接受高等教

育的青年，獲得公帑資助進入本地大學。  
 
十．積極發展社會企業 

 
一般企業以擴大盈利為最終的目標，但其實企業同樣可以

對社會和文化存有一定的承擔。社會企業責任，提倡企業

需要主動推動社會公益，但仍應以維持企業利潤為先。社

會企業的特點，在於運用企業的經營模式與技巧，在創造

經濟收益、自負盈虧的前提下，持續地解決社會問題。透

過企業運作創造社會價值。我們相信，商界精英和專業人

士，憑著自身所擁有的創意、管理經驗和高效率的執行能

力，應能在開拓社會企業中，尋求新目標及新刺激；社企

應可以成為失業的商界精英和專業人士，提供另一個可發

揮所長並回饋社會的新領域。  
 
十一．加強政府推銷政策技巧 

 
七位副局長和九位政治助理上任一年多，但市民對他們認

識不多，在市民心目中的知名度和認受性並不高，暫未見

他們能肩負起政府公關的工作。今年，政府安排他們到全

港十八區，參與施政報告地區諮詢工作，本會認為此舉可

增加市民對他們的認識。本會認為，政府應加強聽取各個

階層聲音，而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在搜集民情方面應有一定

的角色。據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將於明年檢討副局長和

政治助理薪酬，並可能就表現評核決定是否調整薪酬。我

們建議，加強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推銷政策技巧，並為局

長、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提供一套有系統的訓練。  
 
十二．確定政改方向 

 
我們期望特首即將發表的施政報告能提及年底前諮詢的

2012 政改方案，讓市民相信特首有決心制訂一個可以充分

體現民主進程的政改方案，同時亦可作為 2017 及 2020 普

選前的可行過渡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