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民主思路 

2023-24 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書 

 

「一國」中找到機會、「兩制」內自強不息 

2023-24 年度財政預算總要提及兩個範疇：1）在祖國的大棋盤裏，香港的發展方向及

目標 ；2）香港來年要處理的問題。 

範疇一：在祖國的大棋盤裏，香港的發展方向及目標 

國家領導人一直肯定香港的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接

「十四五規劃」，加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發

展的國家戰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2022）七一提及香港經濟要發展動能，給香

港兩個支持，1）：支持香港同世界各地展開更廣泛、更緊密的交流合作，吸引滿懷夢

想的創業者來此施展抱負」。2）「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

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 創造力和發展活力。」 

 

關於這兩個支持，香港要認真思考，如何在疫情過後推行中長期發展策略。除了跟國

家攜手發展之外，特區政府亦要想辦法推動內部經濟及進行改革。 

 

對此，民主思路認為香港管治者要具有改革的範式轉移，貫徹「以結果為目標」及

「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首先，特區政府要在教育、醫療、住屋方面要做到機會平

等和堅持經濟為人民發展，而非單單只為企業發展。其次，我們要釋放長期被困在貧

窮下的勞動力和創造力。這個想法是源自習近平主席在 2015 年「將蛋糕做大、然後再

分配的理論」；套在香港的情況，靠炒買投機、寡頭壟斷而獲利的人只是將蛋糕拿多

一點，其他人便拿少一點；相反地，靠創新及拼搏的人是先做大個蛋糕才拿取自已的

份額，其他人的份額也相繼有所提升。所以扶貧、房屋、教育、醫療要做好，貧窮人

口往上流的機會便大大提升，長期的深層次矛盾終有解決一日，香港的創造力和發展

活力便會釋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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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開創未來--「政府參與未來中心」 

每當香港「一把手」更替，下一任政府的政策一般具有延續性。但是回歸後，香港盤

根錯節的深層次問題仍然未得到解決。今屆政府開首在第一份施政報告中便定出「以

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盼能將未達標的工作盡快達標。 

 

我們相信目標應放在更長遠的目標上，包括加強發展經濟，幫助產業升級，鞏固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等。就此，「未來中心」便具有不可或缺的角色。鳥瞰新加坡、日本和

北歐多國，「未來中心」組織或計劃是匯聚不同領域的專家或業界，共同提供前瞻性

建議。 

 

成立「未來中心」的目的是將過去、現在和未來連成一線。它不是憑空出現，現今歐

洲己經有三十個同類型中心，其運作模式由創意實驗室，到跨國企業，再到公共行政

範疇也有涉獵。在公共行政的領域上，一些歐洲國家的國會部長更主導未來中心的運

作，當中包括經濟事務、稅務、交通、各類公營事業、水質管理、環境、空間及城市

規劃、都市更新、社會事務、就業、教育等。荷蘭、丹麥、英國和以色列等先進地區

都分別設立較具影響力的未來中心。民主思路提出設立「未來中心」絕對符合世界大

潮流。從運作上看，未來中心其主要功能如下： 

1) 情境規劃：幫助香港找出問題所在，掌握世界大趨勢，點出關鍵所在；將有關的不

同級別和部門的政府官員集中一起，作縱度及橫度整合，共同制定政策； 

2) 採用以證據為本的研究方法及評估：在各領域的問題中，「中心」有助估計重大議

題出現的機會，盡量在問題發生前作風險評估；「未來中心」部分功能可以包括協助

研究和制定工作指標，用作衡量以上策略的實踐情況，製造預警系統，分析風險及監

測潛在的威脅。 

3) 釐清問題本質，讓政府官員建立情境認知，讓處理問題能力提升； 

4) 將處理問題當作戰爭遊戲，將政策討論作模擬攻守，將衝突及現實原素帶入討論

中，讓討論者透過這些模擬安排完善策略的制定。  

5) 至於，在未來中心裡，公務員滿有發揮機會。香港公務員要承受著政治中立的無形

壓力，有時候未能暢所欲言。在日趨政治化的管治環境下，未來中心提供了自由的平

台，給他們提供專業及實戰經驗，這是無價的瑰寶，任何咨詢組織也渴望得到的。 

 

最後，建立未來中心成本低，性價比高。香港九間大學能提供研究人才，再結合具前

綫經驗的公務員參與，設立數間未來中心簡直是輕而易舉。問題是繫於管治者心態之

適應。 

我們現在呼籲財政司司長，撥出資源，組織及建構具香港特色的「未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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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二：香港來年要處理的問題 

隨著新冠疫情逐漸放緩，香港市面人流漸多；然而國際局勢動盪不安，本港外貿、股

票市場以及本地經濟嚴重受挫。雖然過去兩年特區政府推出多項政策支持受創行業，

但是，政府庫房的儲備無可避免地減少。來年預見，經濟將持續受到外來負面因素拖

累，佔政府財政收入四成多（2021-2022 年總共約為 44%）的薪俸稅、利得稅和地價

收入i 將會不可避免地往下跌。再者，近年地緣政治紛爭，疏遠中的中美關係及持續快

一年的俄烏軍事對抗衍生出全球通脹及糧食短缺問題。這樣，香港社會正面對三大問

題： 

1）滯脹的風險，市民要承擔高物價及收入減少的噩耗； 

2）出現長期財政赤字，動搖投資者和市民信心； 

3）失去經濟動力，影響香港在世界的競爭力。 

雖然過去兩年特區政府推出多項政策支持受創行業，但是，我們仍建議以赤字預算來

支持來年開支，帶頭推動經濟復甦。針對以上問題，我們呼籲，特區政府採納以下三

個方向： 

1）壓抑通脹，穩定社會； 

2）減少不必要的開支，擴闊稅基，製造公平社會； 

3）增強長遠經濟實力。 

 

1. 壓抑通脹，穩定社會 

1.1 特區政府可制定方案對抗通脹 

現今高通脹及失業率上升，低收入家庭可動用收入變相銳減，相對中產或高收入家

庭，他們的衣食住行開支佔全家總開支的一大部份，貧窮家庭四成的收入用於住屋、

三成用於食品。ii 故此，任何相關政策只要能夠幫助有困難的家庭熬過經濟低迷都能達

到精準扶貧的目標。對此，我們建議： 

➢ 特區政府盡快跟中央及深圳政府商討加強供應鏈管理，減低運輸費用，將兩地基

本生活貨品價格差距縮減。 

➢ 呼籲競爭事務委員會直接調查這些貨品價格異常的問題及針對業界對合謀定價的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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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協助弱勢群體，強化安全網 

疫情下，市民面臨裁員危機。他們未必受助於任何失業支援措施，另外他們也要照顧

孩子，很快他們便成為弱勢階層。再者，很多低收入人士未能達到「在職家庭生活津

貼計劃」的工時要求，因而未能獲得基本家庭生活津貼及相關的兒童津貼，致使他入

不敷支的情況更趨惡劣。我們建議： 

➢ 寬減薪俸稅和個人入息稅，以五萬元為上限； 

➢ 下調在職家庭生活津貼計劃的工時要求，令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得到在疫情前同等

的保障； 

➢ 增加供養父母及孩子的免稅額，減輕家庭負擔。 

 

2. 減少不必要的開支，擴闊稅基，製造公平社會 

即使本港經濟需要赤字預算來支持，政府需要量入為出，維持財政紀律；以免出現長

期財政赤字，影響投資者和市民信心。 

 

2.1 密切監察財政狀況，維持財政紀律 

在預期的經濟衰退下，一方面香港恒常的稅收將會下降，另一方面政府要幫助市民度

過困境。這樣，未來數年政府要相當小心，避免陷入結構性財赤的危機。對此，我們

建議： 

➢ 加強審查撥款資助計劃，杜絕被不法之徒騙取款項，從而確保該資助發放至有需

要人士的手中； 

➢ 參考英國 Office for Budgetary Responsibility，讓政府在內部對財政進行獨立的預測

和評估，從而審核政府的政策成本及績效，定期進行財政收入的中長期推算，及

預先策劃有效的資源使用，使公帑用得其所。 

 

2.2 以漸進式稅務政策減低貧富懸殊 

按《基本法》第 108 條，香港特區需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可自行立法規定

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在提出新稅項上，我們認為擴闊稅基亦有助

減輕目前貧富懸殊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故此，我們建議： 

➢ 檢討現行稅務政策，提出相應的稅務改革，令其變得更公平和減少社會變得政治

化。政府的稅務改革應著眼於長期的經濟利益，漸進式的稅務政策是有助於重新

分配社會的財富，減低貧富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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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幫助貧困學生，消除跨代貧窮 

針對跨代貧窮問題，特區政府開始啟動新創辦的師友計劃 (「共創明 Teen」計劃)，引

導有需要的青少年接觸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士。除此以外，我們建議： 

➢ 撥款委託非政府組織為全港貧困學生提供免費線上補習，計劃由政府資助和監督下

執行，補習老師可由大專生擔任，獲發每週 5-10 個小時的補習津貼。計劃亦可以

招募受疫情影響而被解僱的人士，根據他們的專長，為不同學生提供輔導。 

➢ 豁免學生貸款利息，減輕低收入畢業生的家庭負擔。 

 

2.4 繼續協助市民自置物業 

香港私人樓價高昂，導致市民一直抱怨政府的房屋政策束手無策，一籌莫展。雖然現

屆政府積極覓地以作發展公私營房屋，但短時間內房屋供應未必能顧及現存的需要，

因此可以從檢討首置人士印花稅和控制樓宇按揭入手，以較便利的方式管理樓市。我

們建議： 

➢ 檢討現行首次置業人士的定義，以堵塞印花稅的漏洞。首次置業人士的印花稅優

惠，一生人只可以享用一次。這樣，過去曾以公司名義購買物業人士，不應享有豁

免繳納首次置業人士印花稅的權利。 

➢ 檢討按揭保險計劃的制度，不再以樓價作準則，按揭成數的多寡應由銀行按供款人

的還款能力去衡量。開放九成按揭予所有首次置業的自住住宅物業，第二套房的房

貸比率則調低至五成以下。 

➢ 研究措施：讓缺乏穩定職業或收入的巿民也能申請銀行九成按揭，例如讓巿民參加

特定的儲蓄計劃，既可鼓勵巿民儲蓄，又能防止銀行過度借貸，避免犯下日本和美

國的樓市泡沫及二按危機，以免重蹈覆轍。 

 

2.5 改善醫療系統，防患未然 

日常醫療服務依然受疫症影響，例如，擇期手術、診所諮詢及診斷性檢查常出現被推

遲或取消的情況。加上，深切治療服務也非常短缺。在香港，每十萬人只有 3.5 張病

床，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醫學研究的也出現撥款不足，而研究單位僅限於由兩所大

學的醫務人員。我們建議： 

➢ 醫管局應該提早實施「十年建院計劃」，以面對未來醫療及人口老齡化的挑戰； 

➢ 增加疫情後的支援計劃，包括中醫跟進、心理治療； 

➢ 加強對不同社區的基層醫療支援，協助將「治療為本」的政策改變到「預防為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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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層健康管理局」應該促進地區合作，長遠實踐「居家安老」政策及更有效地運

用醫療資源； 

➢ 擴大公私合營計劃的範圍，涵蓋更多專科及亞急性部門，令患者能夠加快接受選定

的治療； 

➢ 資助國家重點實驗室、大灣區聯合實驗室及醫院管理局，為本地研究人員提供機會

參與國家級研究和臨床研究，並讓醫務人員和護理人員共同進行。 

 

3. 增強長遠經濟實力 

國際局勢依然波動，隨著原材料及能源價格上升，香港的經濟發展面臨著內外交困的

景況：一方面對外的總貿易額波動，商界的經營成本不斷上升但收入郤減少；另一方

面受制於中美地緣政治角力，香港要向西方國家講好「香港故事」愈見艱難。因此，

我們建議： 

 

3.1 投資優勢產業，擴充市場版圖 

香港縱有一流大學，人才流失、政策不一致、資金不足等系統性問題卻窒礙高端產業

發展。香港不僅享有「一帶一路」及大灣區建設等帶來的發展優勢，政府應主導完推

動香港高端科研和建立完善的生產鏈。一旦產業成型，本地及海外人才便會對未來自

身發展充滿信心，流失問題便會減輕。因此，我們建議： 

➢ 科學園可以主動為創科行業撥地，並由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主動注資，帶動生物

科技、促進醫學研究、藥物治療及晶片設計等優勢產業； 

➢ 加強對歐盟推廣，擴充市場版圖，藉着歐盟一向希望利用香港作為與中國經濟合作

跳板的意願，吸引歐盟企業在香港發展高端科研和高端生產基地。 

 

3.2 聚焦「一帶一路」，培養具國際視野的新一代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可為國家作出獨特貢獻：栽培新一代年輕人讓他們具備國際

視野，認識不同國家的宗教和文化，使香港在東盟和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溝

通中，掌握文化及經濟交流的優勢。我們建議： 

➢ 擴大「一帶一路獎學金」涵蓋範圍，讓更多有潛質的東南亞年輕人和專業人士申請

來港就學。獎學金得獎者可以義務擔當文化大使，向本地社區推廣他們國家的文

化，並於畢業後讓他們留港工作； 

➢ 鼓勵本地大專生前往東盟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及實習，並鼓勵香港的大學

開設更多國際外交事務相關的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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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利用本地專業人才資源，爭取成為國際及商業仲裁中心 

香港的法律制度一直受到國際社會認同，並且近年積極與中央政府合作下，使香港在

2019 年時已經成為第一個及現時唯一與內地簽署有關「仲裁保全」協助文件的司法管

轄區。因此，香港應該善用與內地聯繫的優勢，協助外商 (尤其是「一帶一路」地區的

投資者) 在本地集資。金融和法律界除了獲得更多生意合作機會外，長遠來說，香港的

專業服務更會受到各方青睞。故此，我們建議： 

➢ 設立香港國際商業法庭，提供國際仲裁之外的選擇，處理商業糾紛。新設的國際商

業法庭能夠吸引普通法及大陸法兩種法制下的法官，推廣香港的法律優勢，增加國

際社會對香港司法獨立的信心。 

 

3.4 推動環保行業、可持續發展及推廣環保建築 

既然香港已經發行了綠色債券，又預備開展垃圾徵費，政府如能善用這些收入，那麼

回收行業將得到適當的發展。另外，香港沒有發展足夠的綠色建築物，政府應該牽頭

提供指引或誘因，讓私人發展商在這方面努力。我們建議： 

➢ 運用綠色債券計劃所募得的資金，支援中小型業界去添置新器材，和支持所有涉及

碳中和或減排的行業。如果有些公司能證明他們能改變現有的運作模式而達致減排

的目標，這些公司可以申請比現時更優惠的綠色貸款，去發展他們的計劃； 

➢ 加強推廣垃圾徵費，令市民改變他們對丟棄垃圾的行為，例如政府可以按每天的垃

圾排放重量徵費；  

➢ 提高回收基金資助金額上限：針對塑膠回收廠商的標準項目， 將資助金額加碼至

200 萬或相當於項目總批准支出的 75%； 

➢ 提供稅務和提升地積比率等誘因，鼓勵地產發展商在規劃新建大廈時，加裝節能設

施，如光伏發電系統、太陽能熱水系統、備二氧化碳感應器的鮮風供應監控系統、

冷水循環系統和雨水回收系統等。 

 

 

i 香港特區政府。(2021)。2020 至 2021 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公共財政。

https://www.budget.gov.hk/2020/chi/io.html 

ii
 香港 01 研數所。(2021 年 11 月 18 日)。貧窮線: 推算貧窮戶開支 住屋佔收入逾半 一人戶食物開支

極低。

https://www.hk01.com/%E7%A0%94%E6%95%B8%E6%89%80/700141/%E8%B2%A7%E7%AA%AE%E7%B7%9A-

%E6%8E%A8%E7%AE%97%E8%B2%A7%E7%AA%AE%E6%88%B6%E9%96%8B%E6%94%AF-

%E4%BD%8F%E5%B1%8B%E4%BD%94%E6%94%B6%E5%85%A5%E9%80%BE%E5%8D%8A-

%E4%B8%80%E4%BA%BA%E6%88%B6%E9%A3%9F%E7%89%A9%E9%96%8B%E6%94%AF%E6%A5%B5%E4%

BD%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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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思路理事會 

召集人： 湯家驊    

聯席召集人（國際）： 龍家麟    

聯席召集人（研究）： 潘學智    

理事（筆劃序）： 朱柏陵 朴完基 陳之望 陳進雄 

 麥慶歡 黃志雄 黃頴灝  

 

2023-24 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書委員會 

委員（筆劃序）： 李啟雄 高博豪 梁邵麟 莊偉安 陳艦 

 葉浚生 潘學智 鄧嵐 龍思聰  

 

研究員（筆劃序）： 張達明 陳慧盈    

 

 

關於民主思路 

民主思路是一個具使命感和目標為本的智庫，我們期望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大

原則下，爭取民主發展的最大空間。 我們相信民主發展需以溫和的態度來進行互信的溝通。

為此，民主思路創立一個平台，目標為： 

• 以進取的方式，推動溫和路線，在社會開拓新的政治空間； 

• 設定議題，建立有系統的論述； 

• 透過研究、對話、互動，與各持份者共同確立特區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新思

維。 

• 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和計劃，例如香港政治及行政學苑，培養新一代的政治領袖和公

共政策制定者。 

查詢： 蔡淑汶（總經理） 

地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9-21 號金鐘商業大廈 3 樓 

電話： 2509 3131 

傳真： 2509 3130 

網址： www.pathofdemocracy.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