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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2022至 23年度財政預算案 

 

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先生 大紫荊勳賢, GBS, MH, JP 於 2 月 23 日

發表的《財政預算案》，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加大資源，惠及各

行各業及各階層市民，使中小企在嚴峻抗疫期間得以喘息，市民大

眾得以紓困。預算案亦包括多項中長期投資政策，覆蓋全面，為香

港未來發展創造動力。整份預算案能夠做到量入為出、兼顧收支平

衡之效，本會予以肯定及支持。 

 

第五波疫情持續，嚴重打擊各行各業，令百業蕭條，市民生活在惶

恐之中。除了害怕染疫，更害怕失去工作。財政司司長為抗擊疫情，

增撥資源 675億元用以加大檢測力度，採購快速測試劑及相關配套

服務，增購疫苗，購買防疫抗疫物資和服務，以及向醫管局提供額

外支援以應付疫情。預算案亦以專項注資 120億元設立「防疫抗疫

基金」用以興建各類防疫抗疫相關設施以加強環境衞生服務及改善

公眾街市衞生以配合全民強制檢測，務求以最强力度，最短時間把

第五波疫情壓制下去。本會對政府決心抗疫，以市民健康福祉為最

大目標予以充分支持及肯定。 

 

在是次財政預算案，政府將從「未來基金」累積收益中，預留 1,000

億元，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行下成立專款，加快推動北部都會區內

土地房屋和交通基建項目進程。本會支持政府預留足夠資金，專款

專項加快發展北部都會區，及其提升交通基建與及城市規劃配套尤

為重要。另外，本會亦十分支持財政司長成立五十億「大灣區投資

基金」，作為支持大灣區作為未來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配合

北部都會區發展，有待時機成熟政府可逐漸加碼，推動更多本港產

業在大灣區尋找發展空間。另外政府亦主動向內地監管局探討優化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措施，除了放寬額度亦可擴大投資產

品範圍及銷售安排，有助提供更多誘因增強兩地資金往來。 

 

是次財政預算案有頗大篇幅在於發展創科，推動香港再工業化，包

括成立「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強化「未來基金」並成立「策

略性創科基金」，提升「創新及科技基金」的資助以及「大學科技

初創企業資助計劃」內的資助額，政府並預留六億元檢視及改善政

府部門，加大利用科技配合各部門發展；政府亦進一步推廣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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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專利」制度，透過知識產權署的撥款，提升其專利審查能力。 

 

由於醫護需求甚殷，政府除了增撥醫療產業的資源以外，亦加大投

資「醫療＋」，主動強化「生命健康科研」優勢，預留一百億推動

生命健康科研，提升硬件科研、人才、臨床試驗及數據應用的配套，

以及提升科研容量及能力，設立「生命健康科研中心」，建立更完

善的產業鏈。 

 

在創科上加強了資金強化的生命健康的科研。這方面對人類將來的

健康和生活都有所提升。尤其是在疫情之後，市民將會更加注重健

康的生活。在科技上如何配合各行業的發展，特別是科技和醫療，

在提案上亦能考慮和兼顧到，專協深感同意和支持。 

 

但醫護人手仍然嚴重短缺，基本上透過政府的資助課程，能鼓勵更

多就讀醫學課程的學生，令整體醫療體系服務更趨完善，減少輪候

時間。因為將來到疫情過後，一些患有隱疾和慢性病的病人，於疫

情過後將會漸漸浮現出來，所以配套必需做好，否則市民的健康將

會受到威脅。 

 

電子消費券增至 1萬元，大部份市民會表示歡迎。好處是藉著市民

使用消費券振興市場消費，支持本地經濟。但現時仍處於抗疫階段，

部份行業仍未開放，消費範圍未能全面，傾向一面倒的情況。消費

券適宜能配合疫情發展，用於疫情趨於穩定期間，讓各行業中小企

和商戶均能受惠，避免消費券只集中疫情期間能運作的行業，顧此

失彼。此外，市民消費券帳戶使用的問題亦需要細心處理，讓消費

券的 1萬元用得其所。 

 

整體來說，在是次各種惠民措施中，包括寬減稅款、代繳 DSE考試

費、增加資助予讀醫學課程的學生、租金可作稅項豁免、差餉寬減、

公屋用戶發放半個月租金等，在疫情期間，能讓大部份階層市民受

惠，紓解民困。因應疫情，今年的財政預算的製作很有難度，內容

大致全面及有包容空間，值得支持。 

 

主席 龐朝輝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 

2022年 3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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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人士協會簡介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簡稱「專協」，於 2005 年成立，是一個跨界别的非政治組

織，會員都是專業人士，涵蓋會計師、建築師、大律師、律師、牙醫、醫生、

工程師、園境師、規劃師、測量師和特許秘書。凝聚了本港各專業學會的會長、

大學院長及教授，及社會不同界別的知名人士。本會目標是推動香港專業人士

的持續發展，為民生作出貢獻，維護我們核心價值及向上動力。專協一直以關

心社會公共政策、致力推動內地與香港經濟發展及專業交流為使命。  

網址：http://www.ahk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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