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勞工及福利局昨日向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提交文件，指為推動長者

生活津貼，社會福利署有需要開
設約100個額外職位，包括建議調
升社署常額編制內所有非首長級

職位的預算薪酬，以開設共90個
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及有時限
職位等。涉及每年約3,200萬元的
額外開支。
在勞福局昨日向財委會提交的

補充文件中，建議在2012/13年

度，將社會福利署常額編制內所
有非首長級職位，按薪級中點估
計的年薪總值上限提高23,264,040
元，以開設共90個非首長級公務
員職位來推行長者生活津貼計
劃。

當選今屆立法會議員的民建聯副主
席蔣麗芸（Ann蔣），因在議會討論反
對派提出的、要求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下台的動議時慷慨發言，被部分網民
形容為「獅子吼」，像周星馳電影《功
夫》中由元秋飾演的「包租婆」。蔣麗
芸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自己

當日是因為不滿代表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
沒有珍惜動議機會為業界發聲，並對反對
派咄咄逼人要求吳克儉下台感到可惜和憤
怒，自己才會作「獅子吼」。

翻看片段自覺很惹笑
蔣麗芸昨晨接受電台訪問，分享自己擔

任立法會議員1個月來的感受。被問到被網
民稱呼她為「元秋」、「包租婆」有沒有生
氣時說，「沒有生氣，元秋是一個很好的
演員，那個包租婆也是有情有義的角色」，
並坦言在翻看了當日的發言片段，自己也
覺得「很惹笑」。

難過葉建源未助教界
她解釋，自己當日激昂地發言，只因為

有感而發，「特區政府已經說了國民教育
會擱置⋯⋯某情況下我覺得政府已經給了
足夠下台階予反對國民教育的朋友」，故對
代表教育界的議員葉建源沒有珍惜動議機

會，為教育行業提出業內問題而難過，並
對反對派咄咄逼人，要求吳克儉下台感到
憤怒。
儘管被部分人揶揄，蔣麗芸坦言，自己

「現在感覺很輕鬆」，因自己在社會工作多
年，「甚麼壓力都嚐過」，不像某些人一直
順風順水，承受不到突如其來的壓力，加
上她在首場選舉論壇多次被對手「人民力
量」黃毓民攻擊，被輿論嘲笑，所以她已
經「置之死地而後生」。

不平則鳴 真誠最緊要
是次「一鳴驚人」，有人「八卦」她會否

接替在今年「超級區議員」選舉中落敗的
另一副主席劉江華，在立法會內扮演民建
聯的「重炮手」，蔣麗芸強調，自己不會刻
意發炮，但定會繼續不平則鳴、議事論
事：「一個人最重要自然，最重要真誠，
最重要令到巿民感覺到你有喜怒哀樂⋯⋯
我為人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個性，覺
得這件事不對勁就一定要講。」
另外，蔣麗芸在訪問中又提到，自己一

直希望促進香港發展產業多元化，並相信
特首梁振英和政府都很願意發展香港經
濟，故她會在其4年任期內專注做這方面的
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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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所料，10月30日的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在反對派議員刻意拖延下，最終未能就長者生活津貼計

劃進行表決，有關建議將押後至11月才會再次「上會」。

然而，根據政府行之有效的財政紀律，由於計劃提出的

撥款申請未能在10月份通過，長者生活津貼的生效日期

被迫押後，無法追溯到10月1日，40萬合資格基層長者，

白白失去10月份的特惠津貼；倘若議會內繼續有人玩弄

程序，繼續不負責任「拉布」，長者惟有繼續苦等。

不負責任「拉布」長者續苦等

財委會特別會議經過4個小時的討論，仍然未進入實

質性的審議，有反對派議員就乘機指責政府，他們認為

仍然有不少疑問未得到解釋，由此證明政府是倉促申請

撥款，並要為長者未能獲得10月份的追溯款項負責。不

過，反對派議員似乎有點失憶，正是由於他們一手促成

10月26日的財委會通過中止待續議案，玩弄議事程序，

白白浪費了原本用來討論該計劃的數個小時，才會有目

前的結果。反對派議員這種「賊喊捉賊」的行徑，實在

有愧於40萬等候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基層長者。

反對派既不敢否決長者生活津貼計劃，又不願讓政府

「加分」，故努力地為計劃「加碼」，甚至將計劃與全民

退休保障掛 ，從而想誤導公眾人士，為他們反對長者

生活津貼計劃的責任，反推到政府身上，這是一項以長

者福祉為籌碼的政治權謀。

香港是一個低稅率的城市，在沒有大幅調整稅項的情

況下，如果貿然取消長者生活津貼計劃的資產申報，我

們不妨看看一些數據。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最新推算數

字，勞動人口預期於2020年左右開始萎縮，而同時納稅

人口亦可能隨之減少；另一方面，65歲或以上長者人口

將會同時急升，由現時的98萬人增加至2031年的216萬

人，到2041年甚至會進一步增至256萬人； 佔香港總人

口約三成。香港的老年撫養比率和經濟撫養比率也會飆

升，「人口負債」將大大提高，為日後公共財政的可持

續性帶來嚴峻的挑戰。希臘目前面對的困境，確實值得

我們去深思。

設立資產申報有必要
有意見指出，就算撤銷資產申報，很多富豪長者都不

會去領取政府的津貼。在財委會特別會議上，工聯會的

王國興就直接問張建宗局長日後會否領取，「人民力量」

的黃毓民就斷言張局長

不敢去領取津貼。或許

王國興議員及黃毓民議

員的想法是對的，但

是，作為立法者，應該

明白「法治精神」是香

港成功的其中一塊基

石，如果法例容許不用資產申報，所有長者都能領取津

貼，那麼，香港有數的幾位頂級富豪去申領，又憑什麼

去阻止呢？由此，難道不是更好地反映了設立資產申報

的重要性及正確性嗎？

身為專業人士，對於幫助香港的基層長者，感到責無

旁貸，甚至認為政府以往做得並不足夠。梁振英政府已

表明「長者生活津貼」並非扶貧工作的終點，反而是一

個開始，對此我深有期望，希望香港社會能夠變得更為

仁愛，更為關懷。

財務委員會稍後會繼續討論這份撥款申請，希望議員

能顧全大局，放下政治包袱，體恤40萬長者的生活需

求，盡快通過撥款，令有需要的長者能早日受惠。

反對派議員既不敢否決長者生活津貼計劃，又不願讓政府「加分」，

故努力地為計劃「加碼」，甚至將計劃與全民退休保障掛 ，從而想誤

導公眾人士，把他們反對長者生活津貼計劃的責任，反推到政府身上，這是一項以長者福祉為

籌碼的政治權謀。梁振英政府已表明長者生活津貼並非扶貧工作的終點，反而是一個開始，對

此我深有期望，希望香港社會能夠變得更為仁愛，更為關懷。財務委員會稍後會繼續討論這份

撥款申請，希望議員能顧全大局，放下政治包袱，體恤40萬長者的生活需求，盡快通過撥款，

令有需要的長者能早日受惠。

反對派玩弄程序 愧對40萬長者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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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會後日3審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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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昨日公布「十大立法會議員」排
名。重返議會的工聯會議員陳婉嫻以56.9分取代了今屆未能
「入局」的公民黨前黨魁余若薇，成為「十大議員」之首，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及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分別以55.8分及
54.2分，佔第二及第三位。
調查機構於10月10日至22日進行首階段的認知度調查，要

求1,020名受訪市民說出他們最熟悉的10名立法會議員，其
中獲提名次數最多的12名議員進入於10月27日至11月3日的第二
階段評分調查，由1,027名受訪者以0分至100分，就「入圍」的
議員進行個別評分。

癲狗長毛「包辦」榜尾
調查顯示，陳婉嫻、曾鈺成及葉劉淑儀躋身三甲，第四至第八

位則分別為工黨主席李卓人、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民主黨代理主
席劉慧卿、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及「人民力量」立法會黨團召集
人陳偉業，分別得53.9分、53.2分、50.9分、49.6分及40.8分，
「人民力量」的黃毓民及社民連的梁國雄則繼續「包辦」榜尾，
分別以39.1分及38.4分排第九及第十。
調查又顯示，受訪市民對排名首五位議員給予的平均分為54.8

分，首十位則為49.3分，而民主黨的涂謹申及民建聯的譚耀宗，
分別得57.1及49.6分，但由於認知率較低而被剔除。論絕對評
分，除了劉慧卿的評分輕微下跌0.1分外，其他連續上榜的議員
評分都全部上升。

年內平均分 阿曾最高
在相對排名方面，陳婉嫻排名第一，李卓人上升兩位排名第

四，梁家傑及劉慧卿各下跌一位分別排名第五及第六，其餘連續
上榜議員的名次都沒有改變。而過去12個月的總結排名顯示，8
位立法會議員曾經上榜4次，曾鈺成排名第一，平均得56.6分。
民研計劃補充指，「十大」以外的50名議員，支持度可以很高

或很低，但由於並非巿民最熟悉的議員，所以不在榜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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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華峰促檢討午休時段
新成立的「香港經濟民生聯盟」

手握7票，是立法會內第二大政
團，自然成為特區政府箍票的重
點對象。「經民聯」成員、金融
服務界議員張華峰昨日在與傳媒
聚會時透露，近期不少司局官員
已頻頻邀約他們見面交流，明日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亦會邀約他們「飯
局」加強溝通。他批評，新政府對金
融服務界從業員的關顧「不及格」，未
來會繼續促請政府改善交易佣金制
度，並檢討現時港交所的午休時限。
張華峰昨日宴請傳媒「拆蟹」，兼暢

談其「議會新丁」生涯。他謙稱，自
己尚未適應立法會的《議事規則》，所
以近期主要做聽眾，並在努力學習
中，又自爆因為不熟開會程序，原本
一心打算在早前的特首答問會提問，
卻因誤以為要待特首發言後才能按掣
排隊，一不留神，已經「排到落筲箕
灣」。

指建屋未增難紓樓價
被問及特區政府上任以來四出撲

火，張華峰認為，特首梁振英有心做
實事，但似乎未能盡握民意，而近期
壓抑樓市招數亦力度不足，除非當局
真正增加房屋供應量，否則半年後市
況依舊，又質疑梁振英在上任後一直
未有照顧金融服務界從業員，慨嘆細
行經紀面對大牌證券行「頂爛市」，佣
金愈來愈少，難以維生。他希望日後
能透過「經民聯」這個平台，促請政
府多支援業界發展。
張華峰又指，近期不少司局長已跟

經民聯互動交流，而聯盟成員每周一
都會聚一聚討論熱門課題，運作暢
順。他預計經民聯最快明年初才正式
舉行成立大典，但身兼香港證券學會
永遠榮譽會長的他，近期已努力為聯
盟招兵買馬，鼓勵更多證券學會會員
加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鴿狀兩黨「追殺」林奮強
反對派各政黨緊咬行政會議成

員林奮強「賣樓事件」不放。民
主黨立法會議員胡志偉昨日向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申請，在今日立
法會大會上提出緊急口頭質詢，
並要求特區政府進一步解釋。公
民黨議員郭家麒則在全港各區收

集巿民簽名，要求林奮強立即辭職。
胡志偉昨日向曾鈺成提出申請，要

求在今日大會上毋須預告提出緊急口
頭質詢，要求政府各有關官員交代林
奮強有否參加政府舉行的穩定樓巿措
施的集思會，以及會上曾否討論增加
印花稅、特首梁振英有否要求林奮強
盡快解釋，事件會否削弱政府公信
力、為何有地產經紀事前知悉新稅務
安排等。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昨日補
充稱，林奮強不應以「休假」為藉
口，逃避公開交代事件，拖延策略只
會令事件惡化，加深社會的質疑，損

害市民對政府的信心。

街頭徵集簽名無人理
郭家麒昨日在中環街頭收集巿民簽

名要求林奮強辭職，但反應冷淡。郭
家麒聲言，相信「所有巿民」都認為
林奮強「完全失信」，應該立刻辭
職，並稱「我從來冇聽過行會有放假
制度」，要求梁振英交代何以會容許
林奮強放假：「如果一個行會成員已
經沒能力作出公正的工作，他應該立
刻辭職。這個請假制度將一個沒公信
力的人留在行會，會令巿民更加心
痛。」
他聲言，公民黨在這件事情上誓不

罷休，將於下周三立法會大會上提出
休會辯論，並會繼續在各區收集要求
林奮強立刻辭職並向巿民道歉，簽名
並會交予梁振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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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昨日宣布，財委會主席張宇
人在考慮財委會委員的意見後，決定於

本周五（11月9日）舉行3次會議：第一次會議
會緊接於同日下午2時30分舉行的內務委員會
會議之後開始，第二次會議將於第一次會議結
束後10分鐘開始，而第三次會議將於第二次會
議結束後30分鐘開始，以審議因落實長者生活
津貼計劃而需要於2012/13年度追加逾25億元
的撥款申請，以及因落實該計劃而需要增加的
額外職位的撥款申請。
勞工及福利局於昨日向財委會提交補充文

件，指在原定計劃下，倘財委會於10月批准撥
款，社會福利署最快可於明年3月推出長者生
活津貼並開始接受申請，但「最新的發展已令
實施時間表受影響（指反對派在財會會議期間
拉布而令撥款未能在10月通過）」，但社署會竭
盡所能追回延誤的時間，爭取在明年3月推出
新津貼，而最終的推行時間須視乎撥款申請獲

財會批准日期而定，屆時社署將要重新檢視執
行計劃的時間表。

免資審開支增至百億
就有意見要求特區政府取消原計劃的資產

審查建議，勞福局在文件中指，長者生活津
貼的財政影響預計將按年遞增，在2013/14年
度會增至約64億元，至2022/23年度更會增至
約96億元，倘容許所有年滿70歲的香港長
者，無論其經濟狀況皆合資格領取長者生活
津貼，以11月1日開始計算，首年全年計的額
外開支，會隨即由約62億元增加37億元至接
近100億元，令2012/13年度的政府經常福利
開支增加14%，或政府經常開支總額增加
2.3%；倘有關安排適用於所有年滿65歲的申
請人，額外開支更會增至約136億元，而隨
高齡人口持續增加，日後的經常開支增長更
會遠多於此。

金額及條件每年調整
不過，勞福局強調，特區政府推出的長者生

活津貼初始金額為每月2,200元，而為維持該

津貼的購買力，有關金額將根據社會保障援助

物價指數每年調整，即採用高齡津貼、傷殘津

貼和綜援標準金額的既定調整機制，而長者生

活津貼的入息及資產限額，也會根據普通高齡

津貼下的既定機制每年調整。

簡化安排助長者申領
文件又補充指，為免長者需要在社署的社會

保障辦事處排隊輪候，當局為不同類別的長者

制訂了一套簡化的申請手續：在本港領取綜

援、高齡津貼和傷殘津貼的人士，可因應其個

人需要和資格，選擇領取現有福利，或申請轉

為領取長者生活津貼，估計約有29萬名現有高

齡津貼受惠人，可通過自動轉換而被視為合資

格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約15萬名高額高齡津貼

和4萬名普通傷殘津貼受惠人，則可通過郵遞

方式而成功申領長者生活津貼。

就參加「廣東計劃」的長者能否受惠於長者

生活津貼時，勞福局在昨日的文件中指，參加

「廣東計劃」者，倘已受惠於一次性特別安

排，必須在參加「廣東計劃」領取高齡津貼滿

1年後，才能轉為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否則仍

須符合連續居港1年規定。

Ann蔣「包租婆」上身因義憤葛珮帆表決「平權」擬棄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工黨立法會議

員何秀蘭在今日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促請特

區政府盡快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平等機

會及基本權利，並展開公眾諮詢」的動議。民

建聯在經過兩次黨團會議討論後，決定就動議

投反對票，但就接納新界東直選議員葛珮帆的

豁免申請。葛珮帆昨晚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表示，社會上對有關議題仍未達致任何共

識，需要有更多的討論，故她向黨團申請豁

免，並決定投棄權票。

社會無共識 難支持或反對

就立法會今日大會就何秀蘭提出、促請政府

為「平權」立法的動議，民建聯在經過立法會

黨團的兩次討論後決定投反對票，但就接納了

葛珮帆的豁免申請。葛珮帆昨晚說，自己曾修

讀婚姻與家庭治療碩士課程，其中一課是「性

學」，令她明白個人的性傾向是與生俱來的，並

非罪行或病態，故不應扼殺「同志」的平等機

會與權利，但她近日亦接獲很多電郵，包括來

自宗教團體的意見，擔心倘立法會通過有關

「平權」動議，等同挑戰香港的一夫一妻制，破

壞婚姻制度，故自己最後決定向黨團申請豁免

並投棄權票。

她坦言，是次投票決定或會令她失去部分選

票，但身為負責任的議員，必須充分利用個人的

知識與專業判斷，而不應該只 眼在選票上。

增100職位落實新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於反對派阻撓，涉額25.752億元的長者生活

津貼撥款申請至今仍未能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表決，令近40萬長者因此而失去了

1個月額外1,100元的津貼。財委會昨日決定本周五於1日內連續舉行3次會議，審

議當局提出的長者生活津貼計劃，及開設90個相關的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的撥款

申請（見另稿）。勞工及福利局昨日則再向財會提交補充文件，指當局會繼續爭

取明年3月推出有關計劃，調整有關的津貼金額及資產上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