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疫情持續基層困苦  適時解困刻不容緩｣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就《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向特區政府提交意見書 

基層市民對《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期望記者會新聞稿 

 

新冠肺炎大流行自2019年12月爆發至今已逾兩年，對本港以至世界各地的民生、經濟和生活

等構成沉重和持續的打擊。雖然過去數月疫情轉趨平穩，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從最高位有所回

落，特區政府亦曾與中央政府商討「通關」安排，惟疫情反覆不穩導致「通關」無期。最新公

布的失業及就業不足統計數字顯示1，2021年9至11月本港失業率為4.1%（約有158,000人失業），

而就業不足率則為1.8%（約為70,000人），反映逾22萬(228,000人)面對就業困境。但第五波疫症

襲港，當局於2022年1月7日開始收緊各項防疫抗疫措施，失業率必上升! 

 

過去兩年疫症導致人心惶惶，改變市民生活和消費模式；雖然政府推出電子消費劵，本地經

濟也只是少少起色，惟在「塘水滾塘魚」的情況下，經濟復甦勢頭恐難持續。另外，旅客未能

如常來港旅遊消費，提振本地經濟無期，恐怕在後疫症時期，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仍要持續一段

數年或更長時間，在經濟不景下，首當其衝的必然是基層勞工及家庭。現第五波疫情個多月仍

未平定，基層在防疫收緊措施下，勒緊肚皮過新年，95%在職家庭受疫情影響，失業或開工不足

或放無薪假，只有5.2%的人開工充足，或領取綜援人士收入無減，但物價騰貴，令所有基層市

民生活在水深火熱，政府支援卻遲遲未到，由於疫情持續，社協強烈呼籲新一份預算案必須以

保障基層生活為首要考慮，透過短期以至中長期性的財政措施適時地支援基層，以解生活困苦。 

 

除了疫情打擊民生，本港愈來愈嚴重的貧窮情況亦是政府所不能掉以輕心的。貧窮問題不僅

是本港深層次矛盾之一，也與社會穩定和社會公義息息相關。社協多年來持續就如何有效扶貧、

減貧與滅貧向當局提出多項建議，現再次強烈呼籲新一份預算案能認真回應。 

 

1. 「共同富裕」並非口號  講得出亦要做得到 

 

早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率先向公眾預告，由於疫情逐步受控，本地經濟狀況改善，樓市股市

暢旺，物業稅和印花稅收入高於預期，預料財政赤字遠低於年初的估算。在提及未來應如何運

用公共資源時，司長更提出四大原則，包括：(1) 讓基層市民更能受惠、(2)推動「共同富裕」、

(3)增加優質就業機會，並(4)疏解深層次的住屋和貧富懸殊矛盾。2司長其後在另一篇網誌3，更

指「人民至上」要推動共同富裕，「我們不但要把蛋糕做大，也要把蛋糕分好」。「共同富裕」

是近期中央政府及國家領導人多次提出的治國目標，本會樂特區管治能響應中央政府的施政理

念，然而，「共同富裕」並非口號，所謂說得出亦要做得到，當局必須有相應政策，透過政策

                                                 
1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 (2021 年 11 月) 表 6：勞動人口、失業及就業不足統計數字  
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6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司長隨筆 (2021 年 11 月 7 日) 香港邁進新階段的財政預算案 
 https://www.fso.gov.hk/chi/blog/blog20211107.htm  
3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司長隨筆 (2021 年 11 月 14 日) 昂首邁向第二個百年目標 
 https://www.fso.gov.hk/chi/blog/blog20211114.htm  

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6
https://www.fso.gov.hk/chi/blog/blog20211107.htm
https://www.fso.gov.hk/chi/blog/blog202111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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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理念，真正讓市民受惠。在力求經濟增長之餘，亦要做到公平合理的財富再分配，讓社會

階層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 

 

2. 財赤非預期中差 仍具充裕資源應善用 

 

《2021/22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曾預計2021/22年度政府財政赤字高達1,016億元，但由

於本港經濟逐步改善，而消費券為餐飲、零售和服務業市道帶來提振作用，最重要是部份市區

優質地段地皮高價售出、發展商更積極透過補地價以發展用地，令相關收入達歷史新高，截至

2021年10月底已逾400億元，加上半年樓股暢旺，物業及股票印花稅收入亦高於預期，因此預計

2021/22年度財政赤字或少於數百億元，甚或可達致平衡預算。本會認為，現時經濟仍未全面回

復正常，加上政府財政仍然充裕；若要檢視特區政府總資產值(包括：財政儲備、外匯基金累計

盈餘、其他政府綜合收支帳目之外的基金及法定組織結餘等)，截至2021年11月30日，單是本港

外匯基金累計盈餘已接近7,685億元4，，再加上財政儲備超過8,620億元5 ，可見特區政府仍可使

用的儲備近16,000億元；可見政府「不差錢」，仍有充足資源達致「共同富裕」的目標。 

 

3. 未來公共開支水平少於25% 削1%服務資助損弱勢支援 

 

事實上，現屆政府嘗試引入理財新哲學，嘗試增加公共開支水平，並在經濟負增長時推行「逆

週期」措施，惟投入資源仍有增長的空間。《2021/22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當局增預

計在直至二零二五／二六年度的中期預測這五年期間，公共開支約佔本地生產總值平均約百分

之二十五。然而，除了2021/22年度(預算)和2022/23年度預測的分別為27.0%和25.5%，兩者均高

於25%外，其後數年均低於25%的水平(2023/24年度: 24.9%；2024/25年度: 24.3%；2025/26年度: 

23.3%)，加上一般會計上保守財務估算的原則，預算開支會較實際為大，因此可以預期未來數年

公共開支水平仍處於較低水平，未能適時回應社會需要。政府有必要將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

值的水平不少於25%，確保有足夠財政資源投入。 

 

再加上去年預算案中將2022/23年度政府經常開支撥款壓縮1%(預計節省約39億元)，亦進一步

削弱對市民大眾及弱勢社群的支援。以社會福利為例，2021/22年度社會福利總開支為$1,043億

元，當中用於非政府機構服務開支約280億元6，1%的資源削減，相當於每年減少近3億元的支援

弱勢社群的服務，與在疫症下加強對弱勢人士的理念相悖。總體來說，社協建議2022-23財政年

度政府應：  

(1) 繼續採取「逆周期」財政措施，維持以至增加各項涉及民生的開支承擔，令新一個財政

年度以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不少於 25%為承擔目標； 

(2) 按社協建議，短期紓困措施涉及的政府財政資源影響約 151.5億元； 

                                                 
4 香港金融管理局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新聞稿 外匯基金資產負債表摘要及貨幣發行局帳目 外匯基金資產負債表摘要於 2021

年 11 月 30 日 

https://www.hkma.gov.hk/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1/12/20211231-3/  

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information/press-release/2021/20211231c3a1.pdf  
5 政府新聞網 本財年首八月錄赤字 658 億 (2021 年 12 月 31 日) 
6 2021/22 財政年度 政府財政預算案 總目 170: 社會福利署  

https://www.budget.gov.hk/2021/chi/pdf/chead170.pdf  

根據七項綱領，2021/22 年度在各項綱領用於非政府機構(即受資助機構/私營機構)的資助額分列如下: 

1.家庭及兒童(32.2 億元)、2.社會保障(2.4 億元)、3.安老服務(123.8 億元)、4.康復及醫務社會工作(92.4 億元)、5.違法者服務(0.86

億元)、6.社區發展(2.1 億元)、7.青少年服務(26.1 億元)，合共 279.86 億元。 

https://www.hkma.gov.hk/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1/12/20211231-3/
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information/press-release/2021/20211231c3a1.pdf
https://www.budget.gov.hk/2021/chi/pdf/chead17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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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社協建議，就涉及教育、醫療、安老、社會福利、扶貧及民權等範疇新增經常開支約

500億元； 

(4) 按社協建議，就涉及房屋及醫療衛生的新增非經常開支約 1,100億元；及 

(5) 撥備約 700億元非經濟開支承擔額以全面回購港鐵股份。 

 

4. 本會綜合建議 

 

針對本年及未來特區政府在訂定公共財政政策方面，本會建議如下: 

 

4.1 長遠政策建議 

 

- 制訂具體財務政策，落實「共同富裕」目標，真正讓市民受惠，讓社會各階層享受經濟發展

的成果。 

- 將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水平不少於 25%，確保有足夠財政資源投入，以回應社會發展

對公共服務的需求。 

- 撤回 2022/23 財政年度於公共服務 1%的資源削減方案，避免減少支援弱勢社群的服務，加

強疫症下對弱勢人士的協助。 

- 助基層勞工就業，增加向上流動機會: 檢討最低工資的水平和調整機制，訂立生活工資制度；

在退休保障方面，2020 年政府亦曾經宣佈為獲豁免強制性公積金供款的低收入僱員和自僱人

士代供 5%強積金，並預計在 2024 年實行。當局定義的低收入人士，為月入少於 7,100 元的

人士，人數約為 20 萬人；當局應考慮供款對象，擴闊至在職家庭津貼受助人的工資水平(半

額為 14,100 元、3/4 為 12,100 元、全額為 10,100 元)，強化基層勞工退休保障。 

- 處理貧窮需新思維，負徵稅是可行進路:當局應引進負稅率制度，按住戶人數訂立社會認可的

一般生活水平；若住戶收入超出水平，便應繳納稅項，相反，若住戶收入低於水平，便可獲

得一定生活補貼，加大財富再分配力度，至於入息水平與相應津助金額，則需要交由社會大

眾再作商議。 

- 上調利得稅稅率，設金融相關稅項:現時本港利得稅自 2008/09 年度起一直維持在 16.5%的極

低水平，當局應考慮展開稅制檢討，調高稅率，以增強社會財富再分配效能。另外，因應不

少股票或其衍生工具的交易額每日逾千億元計，當局應增加股票印花稅、向持有一定數目股

票的人士或企業開徵股息稅(避免散戶受影響)、甚或訂立股票、債劵或其他金額產品的增值

稅等，從而增加在金融業上的經常收入，穩定公共財政收入來源。 

 

4.2 短期措施建議 

 

- 立即發「及時抗疫津貼」及設立失業及就業不足援助制度: 因應疫症仍對基層市民造成極大

生活和經濟壓力，本會呼籲當局應對各弱勢社群提供適時經濟支援，除了向各福利計劃受助

人(例如:綜援、在職家庭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等)發放一次過額外資助外，更應補漏拾遺，設

立「及時抗疫津貼」，扶助未有申請各項福利計劃、但家庭收入水平仍屬貧困有需要的人士。

當局應撥款注資「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並參考其申請資格，資助為受疫情影響而導致失

業、減薪及開工不足導致面對經濟困難的各行各業人士。7 

                                                 
7 香港公益金 (2021 年 4 月 7 日 新聞稿) 疫情持續影響經濟民生 「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再度開放接受申請 
https://www.commchest.org/zh_hk/news/press_release/915  
公益金自 2020 年 2 月中旬成立時及抗疫基金以來，經過第一輪及第二輪的申請及審批，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基金共批
核逾 9,600 宗申請，發放接近港幣 6,680 萬元，惠及超過 24,300 名有需要人士。惟疫情下失業人數持續高企，由 2020 年 9

https://www.commchest.org/zh_hk/news/press_release/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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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可善用公益金屬下 27 間「及時雨基金」伙伴機構轄下的 96 間批核中心，負責抗疫基金

的審批程序及發放每宗受助個案的援助金額。每宗受助個案視乎失業、就業不足情況，收入

及資產情況，所獲援助金額由港幣 5,000 元至 16,000 元不等的資助水平(按家庭成員數目釐

定)，以平均每戶資助額 10,000 元計算，假設若有 30,000 戶合資格家庭申請，預計計劃開支

約 3 億元。 

 

設立短期失業及就業不足援助金（建議：每月正常收入的 80%，上限為 16,000 元，最多可領

取六個月津貼），作為失業保障的一種，短期可處理失業勞工的困境，長遠亦須就設立供款式

的失業保險，作廣泛公眾諮詢。 

 

4.3 其他短期紓困措施  

 

- 為社會保障、在職家庭津貼、交通津貼及學生資助全額或半額的受惠人提供額外的 2個月支

援津貼； 

- 為公屋租戶提供租金寬免； 

- 在原有關愛基金近期推出的兩輪「非公屋、非綜援低收入家庭津貼」（N 無津貼）基礎上於

2022 年內再提供多一次「N 無津貼」；及 

- 立即調整在職家庭津貼金額及放寬申請條件，包括因應當前失業和開工不足情況而調低所須

工時規定，非常時期，例如因政府的社會活動限制命令而被迫不能上班應豁免工時，此外，

兒童津貼應與工時脫鈎。  

- 向 1,653,000 生活在貧窮線下的基層人士派發一萬元 

 

4.4 因應疫情對基層打工仔就業的持續影響，再培訓與持續進修在現階段更為重要；為此，社協

建議： 

 

- 應增加失業人士的再培訓津貼，為半日制再培訓課程提供津貼，並擴闊可獲津貼的受助人範

圍； 

- 增加再培訓課程及可連續參加，疫情期間再培訓局應儘量開班，部份可以網上進行，並應向

有困難的失業人士提供網上學習用具支援；及 

- 增加持續進修基金金額及擴闊範圍，包括各項有助基層就業的牌照課程及考試費（例如:貨

車、急救、電工等）。 

 

5. 增加持續財政承擔  完善各項中長期政策 

 

此外，社協與呼籲當局進一步完善土地供應與房屋政策、扶貧政策、改革綜援安全網、檢討

綜援特別津貼項目、全面回購港鐵、改革管治降低票價、停止外判公共服務、盡快取消強積金

對沖，加強保障勞工權益、確立平等教育權、增加大學教育資助、善用政府儲備，繼續「逆周

期」財政策略等。(詳情參見本會就財政預算案向特區政府提交之意見書) 

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三日 

聯絡人:  施麗珊 (副主任) [電話: 2713 9165 (辦事處) / 9152 4331 (手提) ]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間，公益金恒常運作的「及時雨基金」就疫情下失業、減薪或被迫放無薪假期的低收入人士的資助個案
為 1,033 宗，與早一年同期(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 月) 相比，增幅逾兩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