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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病長者月津五千
提供服務券 按家庭入息分五級 至少得半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為向居
家安老服務的長者提供更佳支援，港府計
劃明年推行為期4年的「長者社區照顧服
務券」試驗計劃，透過「錢跟老人走」的
概念，讓有需要的長者可選擇接受上門家
居服務及日間護理服務。每名受助長者每
月可獲5,000元的服務券，但須視乎其家
庭收入狀況，而自行承擔當中500至2,500
元不等的金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表示，希望可透過計劃讓長者護理服務
「更靈活」及「更到位」
，但由於現時仍未
選定在哪三區推行試驗計劃，未能評估受

■港府計劃明年讓有需要的長者可選擇接受
■港府計劃明年讓有需要的長者可選擇接受
上門家居服務及日間護理服務。
上門家居服務及日間護理服務。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惠人數。

行 三個區推行為期4年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

政長官在去年10月的施政報告中，建議在

長者服務券試驗計劃簡介
長者服務券試驗計劃簡介(表一)
(表一)

券」試驗計劃，首2年先惠及身體機能被評為中
度缺損的長者（見表一）。根據現行政策，社署
會透過非政府機構向年滿60歲的體弱長者提供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及「綜合家居照顧
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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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年期：
試驗年期：

4年(分2階段，每階段2年)
4年(分2階段，每階段2年)

對象：
對象：

經社署「安老服務評估機制」評定為身體機能中度或以上程度缺損長者，首階段先惠
經社署「安老服務評估機制」評定為身體機能中度或以上程度缺損長者，首階段先惠
及中度缺損的長者，第2階段再惠及嚴重缺損長者
及中度缺損的長者，第2階段再惠及嚴重缺損長者

受助者承擔額：
受助者承擔額：每月500至2,500元不等
每月500至2,500元不等

受助者家庭入息及每月自費額
受助者家庭入息及每月自費額(表二)
(表二)
住戶人數
住戶人數

第1級
第1級

第2級
第2級

第3級
第3級

第4級
第4級

第5級
第5級

11

5,400元或以下
5,400元或以下

5,401-7,200元
5,401-7,200元

7,201-9,000元
7,201-9,000元

9,001-10,800元
9,001-10,800元

10,800元以上
10,800元以上

22

7,500元或以下
7,500元或以下

7,501-11,250元
7,501-11,250元

11,251-15,000元
11,251-15,000元

15,001-18,750元
15,001-18,750元

18,750元以上
18,750元以上

33

10,250元或以下
10,250元或以下 10,251-15,375元
10,251-15,375元

15,356-20,500元
15,356-20,500元

20,501-25,625元
20,501-25,625元

25,625元以上
25,625元以上

44

13,250元或以下
13,250元或以下 13,251-19,875元
13,251-19,875元

19,876-26,500元
19,876-26,500元

26,501-33,125元
26,501-33,125元

33,125元以上
33,125元以上

55

17,050元或以下
17,050元或以下 17,051-25,575元
17,051-25,575元

25,576-34,100元
25,576-34,100元

34,101-42,625元
34,101-42,625元

42,625元以上
42,625元以上

註：長者每月需自費額：第1級500元、第2級750元、第3級1,000元、第4級1,500元，第5級則為2,500
註：長者每月需自費額：第1級500元、第2級750元、第3級1,000元、第4級1,500元，第5級則為2,500
元。如長者選擇不作經濟審查，每月需承擔2,500元才能享用服務券。
元。如長者選擇不作經濟審查，每月需承擔2,500元才能享用服務券。

■長者在家居接受一系列照
■長者在家居接受一系列照
顧服務。
顧服務。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資料來源：勞工及福利局
資料來源：勞工及福利局

製表人：香港文匯報記者
製表人：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聶曉輝

財爺拒放寬炒樓措施

未確定哪三區先推行
當局強調，安老服務的責任應由納稅人及服務
使用者共同承擔，而有負擔能力者應支付較多費
用，故會按受助者的家庭月入分為五級，承擔不
同的金額比例。如家庭月入在收入中位數50%或
以下(包括綜援受助人)，每月只需承擔500元，便
可獲5,000元的社區照顧券；如家庭月入高於收入
中位數125%，每月則需承擔一半費用，即2,500
元（見表二）。如受助人為獨居長者，審查則較
寬鬆，月入在收入中位數75%或以下者，亦只需
繳付500元。
當局又建議在第一階段由服務提供者向受助人
進行個案管理，當局會 手制訂質素監察機制，
監察服務提供者的表現。張建宗說，選擇哪區推
行試驗計劃會視乎該區輪候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及
住宿照顧服務的長者人數，及區內的服務提供者
是否已準備好提供自負盈虧的社區照顧服務等。

2013年
2013年

服務券金額：
服務券金額： 每月5,000元
每月5,000元

身體機能受損需經評估
經評估為身體機能屬中度或嚴重受損的體弱
長者，可透過「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在
家居接受一系列護理及照顧服務，並會根據長
者的經濟情況收取不同級別的費用。截至2011
年12月，共有4,015名長者接受服務。
此外，長者亦可選擇透過「綜合家居照顧服
務」接受相類似服務，但如長者的身體機能不屬
中度或嚴重受損者，服務內容則只包括起居照
顧、送飯及健康評估等。截至去年12月，共有
18,912名長者接受服務，當中1,059人為身體機能
屬中度或嚴重缺損的體弱個案。
當局建議今後向受助長者每月可發放5,000元社
區照顧服務券，並讓他們按需要自行選擇使用家
居及日間照顧服務。社署會透過一個帳戶系統，
在長者接受服務後扣除所需金額，再向機構支付
有關金額。

推行年份：
推行年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2/13年度財政預算
案中再次大幅低估上年度財政盈餘數百億元，甚至被外
界指香港公共財政已出現結構性盈餘。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昨日於電台「烽煙」節目中，否認港府存在結構性盈
餘，又指收入多於開支，有助為日後經濟受衝擊作準
備。他在回應聽眾要求放寬炒樓措施時重申，該措施在
控制樓市平穩健康發展是有效的，會持續現時的措施。
預算案公布後，多個政黨和社會團體批評曾俊華未有
照顧「N無」族群，特別是月收入6,000至8,000元的無樓
人士。曾俊華回應稱，許多人將焦點過度集中於一次性
的措施，這只是預算案的一小部分。
曾俊華又表示，下年度預算案已努力顧及所有階層市
民的需要，政府下年的經常性開支增加8%，各階層都會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聶曉
輝）本港人口
不斷老化，港
府在社會福利
上承擔亦不斷
增加。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指出，
2012/2013年
■張建宗稱當局會繼續投放大量
■張建宗稱當局會繼續投放大量 度投放於社會
資源改善安老服務。
資源改善安老服務。 聶曉輝
聶曉輝 攝
攝 福利的預算開
支高達440億元，按年增加9%，重點的安老服
務開支為50億元。他指出，為紓緩長者輪候宿
位的時間，由2011年至2015年度內，共有8間
新建的合約院舍陸續投入服務，另又在9個發
展項目內預留興建新的合約院舍。他又稱，當
局會經常檢討綜援金額以符合基層需要，當中
在過去5年內已提高了6次綜援金。
張建宗指出，當局會繼續投放大量資源改善
安老服務，除增加宿位及於明年推行「長者社
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外，亦會從獎券基金
撥款9億元，用6年時間改善全港250間長者地
區中心、鄰舍中心及活動中心的內部環境及設
施，優化為長者及護老者提供的社區支援服
務。

「廣東計劃」最快明年推行
至於施政報告提及容許長期定居廣東合資格
長者，毋須回港領取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的
「廣東計劃」
，則最快明年推行。張建宗期望今
年第2季將具體建議提交立法會，然後招標委
託機構跟進支援長者。張建宗又指出，中央政
策組正研究全民退休保障如何優化現時的社會
保障及強積金等，料年底會有初步數據。

受惠，如在教育、社會福利及醫療的經常性開支都有增
長。

醫保扣稅 非各階層受惠
對於此次預算案中沒有醫保退稅，他表示，在諮詢時
已聽到社會有聲音要求在不同方面扣稅，包括醫療保
險、芭蕾舞課程費用等，但政府需要考慮有關措施能否
令各階層都受惠。「預算案中已經有措施減輕市民稅務
負擔，我相信能幫助到大部分市民。」
曾俊華於節目後被問到會否放針對炒樓的寬額外印花
稅時重申，港府會繼續現時穩定樓市的措施，而且會特
別留意利率的水平。現時美國的利率會在今年保持在相
當低的位置，「如他們繼續量化寬鬆措施，流動資金亦

會很多，這是我們要留意的」
。

通過預算案 思考是否留任
至於再被問到會否留任至下屆政府，曾俊華說，財政
預算案的工作才剛開始，任內餘下幾個月仍有很多工
作，包括會向立法會解釋預算案的內容。「待財政預案
通過後，我再去考慮是否留任至下屆政府的問題。」
另外，多位聽眾於節目上質疑新預算案未有照顧好基
層。Andrew稱，預算案並未有處理好收窄貧富懸殊的問
題。Nick表示，現時在公立醫院輪候專科需要很長時
間，要求港府增加資源。黃先生則希望，港府放寬買樓
按揭上限，使中產能夠毋須支付太多首期，亦有能力買
樓。

逾20銀行參與
逾20銀行參與
「融資擔保」
「融資擔保」
企業選擇不同的擔保比例每年將支付
9,000至16,000元的保費；在新規下，統
一只需繳納5,000元。政府將作出1,000
億元信貸承擔額，擔保期最長5年。按
估計的壞賬率計算，政府預計開支約
為110億元。

■蘇錦樑(中)介紹預算案支援企業及促進數據中心發展措施。
■蘇錦樑(中)介紹預算案支援企業及促進數據中心發展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李永青）2012/13
年度預算案提出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推
出申請期為9個月的1,000億元「特別優惠措施」
，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預計，4月將向立法
會申請撥款，將於年中推出。按證公司總裁劉怡翔
表示，本港已有多間銀行對該計劃有興趣，預料有
20多間銀行及金融機構參與。
蘇錦樑昨日介紹，在「特別優惠措施」下，信貸
擔保比率將由現時最高70%提高至80%，擔保費用
亦會大幅降低。以借款100萬元、年利率5%為例，

廠商會盼審批勿嚴苛

香港中華廠商會會長施榮懷昨出席該會團拜活動
時表示，該措施回應了中小企的訴求，協助中小企
度過「嚴冬」，但期望銀行在審批計劃時，不要過
分嚴苛，否則不能有效發揮措施的作用。
另外，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將於2月6日加推新中
小企保單條款，給予中小企特別優惠，包括容許中
小企保戶在特定情況下，可選擇只投保某些出口地
區及買家，以及向中小企保戶提供不同程度的保費
折扣優惠。蘇錦樑估計，將有超過2,000出口商可受
惠。他稱，政府把進出口貨品報關費減半，預計出

資助藥物增20種 2.3萬病人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港府在下年度財政預
算案中提出，向撒瑪利亞基金注資100億元，並考慮
交由外匯投資基金投資，期望每年可獲得5%投資回
報，當局又建議放寬申請人的經濟審查。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周一嶽表示，當局同時撥款2.3億元，將額外20
種藥物納入資助藥物名冊中，預計2.3萬名病人受惠。
周一嶽表示， 基金將會放寬申請門檻，審查申請
人經濟狀況時部分「可動用資產」總值獲豁免，預料
75%申請人獲資助，使受助病人增至2,300人，並預計

基金每年支出由現時1億多元，增至2億至3億元。他
又稱，今次注資後，相信未來10年不用再注資，但具
體情況仍要視乎獲資助新藥的數量。

100億注資交外匯基金投資
新預算案中，當局建議向醫管局撥款2.3億元，把20
種危疾及嚴重慢性病的新藥納入恆常資助藥物名冊，
包括治療乳癌及血癌的標靶藥物、抗抑鬱藥或治療腦
退化症藥物等。周一嶽估計修訂使2.3萬名病人受惠。

入口企業平均可節省9,000元，而政府則每年少收約
7.5億元報關費。政府已啟動程序，目標在7月底前
本立法年度內提交立法會審議及通過。

鼓勵數據中心駐工廈
蘇錦樑又說，政府今年會推出兩項新措施，以鼓
勵透過善用現有工廈或工業用地來發展數據中心，
一項是免收將15年或以上樓齡的工廈部分樓層改作
數據中心之用的「豁免書費用」；另一項新措施
是，如須在工業用地發展高端數據中心，政府會按
實際發展密度高端數據中心用途來評定補地價。兩
項新措施會在2012/13年度內推出，申請期至2016
年3月31日。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主席黃友嘉亦認為，預算案是
「有心」支援中小企，滿意各項建議。但他指出，
港府將推出的10億元支持港企開拓內地市場的「內
銷基金」，估計能讓每家企業獲得的資助額不多，
期望能提高資助金額。

由醫院管理局負責管理的撒瑪利亞基金，主要用作
資助有經濟困難的病人購買自費藥物，及支付其他特
定醫療儀器開支。周一嶽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
預算案中提出將會注資撒瑪利亞基金100億元，考慮
交由外匯投資基金負責投資，期望每年可獲得5%投
資回報，滾存更多利潤，維持基金的持續運作。
周一嶽表示，醫療衛生的經常開支由4年前佔政府
總開支的15%增至下年度的16.9%，已大致符合港府
當年訂下的目標，而今年醫療衛生開支按年增加
11.9%至446億元，若跟其他已發展地區比較，仍屬較
低水平，有需要改進，並應在人手、疾病預防及基層
服務投放更多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