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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金句：
政府建議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這是一項涉及大量公帑而覆蓋面
甚廣的恆常措施，儘管政策方向已制定，操作細節仍須深思熟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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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發展
1. 在內地北部及東部地區各設立聯絡處，加強特區政

府經濟貿易辦事處工作
2. 與東南亞國家聯盟展開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

3. 與中央政府有關部委及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秘書處緊密合作
4. 研究並探討仲裁在港發展
5. 研究適當措施滿足未來對會議及展覽設施需求
6. 就成立民航訓練學院進行可行性研究

二、土地、房屋和運輸
1. 重建華富邨及放寬附近一帶限制，可提供約 2萬個

公營房屋單位
2. 提出新居屋供應目標，2016/17年度後居屋提供量

增加至8,000個
3. 採納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建議，採取供應主導策略，未

來10年供應總量以47萬個單位為目標，公私營房屋比例為
6：4

4. 物色足夠土地，興建早前承諾的17.9萬個公屋單位及1.7萬個
居屋單位

5. 致力全面取締工業大廈內「劏房」，以「風險導向」為原則
加強巡查和執法

6. 增加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的供應量
7. 適度上調各「發展密度分區」內准許的最高住用地積比
8. 局部撤銷限制薄扶林區發展行政措施
9. 為4個先導策略性地區展開城市地下空間發展潛力的詳細研究
10. 研究發展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空間的可行性

三、醫療、公共衛生及長者服務
1. 預留將軍澳一幅土地用作中醫院用途
2. 資助較高風險的群組接受大腸癌篩檢
3. 透過有限度註冊方式聘請海外醫生及開

辦護士訓練課程，增加人手
4. 向位於深圳並由香港非政府機構營運安老院舍購

買宿位，讓正在中央輪候冊上輪候入住資助安老
宿位的長者可自願選擇入住向深圳及肇慶非政府
機構安老院舍買位+增加安老宿位供應

5. 研究住宿照顧劵的可行性
6. 研究放寬長者生活津貼資產限額水平，及將其擴

展至廣東省的可行性
7. 將長者醫療券資助金額由每年1,000元倍增至2,000元

四、扶貧及支援弱勢社群
1. 每年增撥30億元向符合工時要求的低收
入在職家庭發放「低收入在職家庭津
貼」，料71萬人受惠

2. 今年4月起陸續將7個關愛基金的項目恆常化
3. 要求扶貧委員會未來一年考慮為「N無人士」發

放一筆過津貼
4. 改善現行綜援制度，包括透過關愛基金下推行鼓

勵身體健全的綜援受助人就業計劃
5. 增撥資源於課託服務及增加社區保姆名額
6. 2元乘車優惠計劃涵蓋12歲以下殘疾兒童，另明年

擴展至專線小巴

五、教育
1. 增2,120資助名額助港生升讀大學，包括1,000個副學

士畢業生銜接學額、定額資助1,000名學生入讀指定

範疇自資學士、為100名升讀境外知名大學的尖子提

供獎學金、新增全額獎學金供20名傑出體藝服務生讀大學。另免

試升內地大學、有經濟需要學生可獲每年最多1.5萬元補助

2. 幼稚園學券金額未來兩年每年加2,500元，供清貧家庭的學

費減免上限亦會上調

3. 每年2億元資助少數族裔學中文，包括提供「中文第二語言

學習架構」教材及評估工具，新增應用學習中文科及職業

中文課程

4. 設「職業教育專責小組」，提升職業教育形象及質素，及

推出「1+3」學徒就業支援先導計劃

5. 分階段為全港1,000間學校建Wi-Fi校園

6. 近萬名大專生境外交流資助，每人1.5萬元

7. 為主流學校提供的融合教育津貼增加30%

六、青年、體育、藝術及文化
1. 支持創意產業，鼓勵觀看本地電影

2. 檢討支持電影業發展未來路向

3. 興建跨區社區文化中心，修繕香港藝術館

4. 放寬西九文化區發展密度

5. 推出一個獎學金計劃，資助大學提供額外本科生學額

6. 加強支援青年交流及實習計劃

7. 於沙田及屯門興建新的室內體育館

七、維持治安及加強肅貪工作
1. 成立海關專責隊伍，加強

與內地及海外執法機關情報

交流

2. 推行統一免遣返保護聲請審核機制

3. 升格警務處科技罪案組為「網絡安

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4. 協助檢討各決策局、部門及公營機

構紀律守則

5. 廉政公署擴展內部審計小組以提升

管治水平

八、環保及保育
1. 預留10億元設立「回收基

金」，以推動回收業的可

持續發展

2. 預留10億元設立一個「活化已修復

堆填區資助計劃」

3. 推出廚餘和園林廢物藍圖

4. 全港18區分階段每區各設一個社區

環保站

5. 推行試驗計劃，讓電動的士供應商在

運輸署轄下的停車場設立快速充電器

6. 增設100個中速充電站，以縮短電動

車的充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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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月入1.8萬
五口家受助1,7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每

日工作近10小時的跨境司機謝先生，育
有3名4歲至8歲子女，一家五口居於深
水埗一座唐樓的200呎劏房，每月靠約
1.8萬元收入生活。若以統計處公布的
2013年第三季全港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
計算，謝氏一家屬貧窮線以上，月入介
乎中位數50%至60%之間，料合資格申
領半額基本低收入家庭津貼500元、每
名子女可再獲半額津貼400元，每月合
共1,700元。
謝先生表示，單是租金及水電費已佔

月入25%，加上交通、伙食及子女教育
等開支，每月捉襟見肘，平日清茶淡飯
才能每年儲到不足2萬元積蓄。「昨日
晚餐，我們只買了20元瘦肉及1斤西蘭
花。」得知有機會申領補貼，謝先生表
示欣悅。

梁梁振英昨日在立法會上宣讀他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振英昨日在立法會上宣讀他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報告以報告以
「「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 讓年青的各展所長 讓香港得以發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 讓年青的各展所長 讓香港得以發

揮揮」」為題為題，，其中全方位的扶貧措施佔了最多的篇幅其中全方位的扶貧措施佔了最多的篇幅。。梁振英指梁振英指
出出，，現屆政府決心處理貧窮問題現屆政府決心處理貧窮問題，，故於去年故於去年「「破天荒破天荒」」地制定了地制定了
官方貧窮線官方貧窮線，，以檢視貧窮情況以檢視貧窮情況、、制定政策及審視措施成效制定政策及審視措施成效。。

援助非綜援在職家庭援助非綜援在職家庭
他續說他續說，，20122012年的貧窮數據清楚顯示年的貧窮數據清楚顯示，，處於貧窮線下的非綜處於貧窮線下的非綜
援在職家庭援在職家庭，，特別是有兒童或在學青年的家庭應獲優先關顧特別是有兒童或在學青年的家庭應獲優先關顧，，
故宣布推出故宣布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梁振英指出梁振英指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原則是以家庭為單的原則是以家庭為單

位發放基本津貼位發放基本津貼，，並與就業及工時掛鈎並與就業及工時掛鈎，，鼓勵多勞多得鼓勵多勞多得，，家中家中
有合資格兒童及青年會獲發額外津貼有合資格兒童及青年會獲發額外津貼。。為確保資源有效運用為確保資源有效運用，，
計劃將設有入息及資產審查機制計劃將設有入息及資產審查機制，，並容許擁有自住物業並容許擁有自住物業，，計劃計劃
的設計將盡量簡單易明的設計將盡量簡單易明，，同時有適當的防止濫用機制同時有適當的防止濫用機制。。
根據特區政府的初步構思根據特區政府的初步構思，，受惠家庭必須為受惠家庭必須為22人或以上家人或以上家

庭庭，，沒有領取綜援沒有領取綜援，，並有至少並有至少11名在職人士名在職人士，，其工時不能偏其工時不能偏
低低，，以貫徹自力更生原則以貫徹自力更生原則；；資產方面則建議沿用申請公屋的限資產方面則建議沿用申請公屋的限
額額。。若以目前的資產限額計算若以目前的資產限額計算，，22人家庭為人家庭為2828..66萬元萬元，，66人或以人或以
上家庭則為上家庭則為5252..44萬元萬元。。當局會根據申請家庭的工時及入息引入當局會根據申請家庭的工時及入息引入
兩級制兩級制。。
政府消息人士指政府消息人士指，，受助家庭若每月收入不多於入息中位數受助家庭若每月收入不多於入息中位數
5050%%，，即貧窮線以下即貧窮線以下，，而有在職人士每月工作達而有在職人士每月工作達208208小時小時，，該家該家
庭每月可獲發庭每月可獲發11,,000000元基本津貼元基本津貼；；若每月工作時數不足若每月工作時數不足208208小時小時
但足但足144144小時小時，，則可獲發則可獲發600600元基本津貼元基本津貼；；如家庭成員包括如家庭成員包括1515
歲以下兒童歲以下兒童，，或年齡介乎或年齡介乎1515歲至歲至2121歲歲、、正接受全日制非專上教正接受全日制非專上教
育的青年育的青年，，每人將可額外獲發每月全額津貼每人將可額外獲發每月全額津貼800800元元。。
鑑於單親家長或因照顧子女未能投放太多時間於工作之上鑑於單親家長或因照顧子女未能投放太多時間於工作之上，，

當局建議降低他們的工作時數要求至當局建議降低他們的工作時數要求至3636小時及小時及7272小時小時。。同時同時，，
若受助家庭每月收入介乎入息中位數若受助家庭每月收入介乎入息中位數5050%%至至6060%%，，仍可獲發津仍可獲發津
貼貼，，以達致防貧效果以達致防貧效果，，但所有津貼金額均減半但所有津貼金額均減半。。
消息人士以消息人士以20122012年的數據為例年的數據為例，，一個擁有一個擁有22名合資格兒童的名合資格兒童的44
人家庭人家庭，，若月入若月入1414,,400400元或以下元或以下，，申請人在職並符合工時要申請人在職並符合工時要
求求，，該家庭將視乎工時分級該家庭將視乎工時分級，，每月可獲發合共每月可獲發合共22,,200200元或元或22,,600600
元津貼元津貼((以全額計算以全額計算))。。當局估計當局估計，，計劃將有計劃將有7171萬人受惠萬人受惠，，當中當中
1818萬為兒童或青年萬為兒童或青年，，每年涉及約每年涉及約3030億元開支億元開支。。

需研細節力爭明年推行需研細節力爭明年推行
梁振英表示梁振英表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涉及大量公帑且計劃涉及大量公帑且

屬覆蓋面甚廣的恆常措施屬覆蓋面甚廣的恆常措施，，儘管政策方向已制定儘管政策方向已制定，，操作細節仍操作細節仍
須深思熟慮須深思熟慮，「，「特區政府在協助低收入在職家庭特區政府在協助低收入在職家庭、、鼓勵持續就鼓勵持續就
業的同時業的同時，，也要避免扭曲勞動市場或減低工作誘因也要避免扭曲勞動市場或減低工作誘因」。」。當局會當局會
在未來數月聽取社會對計劃的意見在未來數月聽取社會對計劃的意見，，再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再向立法會申請撥款，，爭爭
取在明年推行取在明年推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發表任

內第二份施政報告，詳述8個政策範疇160多項新措施，及430多

項持續推行的工作，涉及額外經常開支高達200億元。作為報告重

點的扶貧政策，惠及老、中、青各個年齡層面，其中最突破的措

施，是建議向符合工時要求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每月發放最多1,000

元基本津貼，不設居港年期的要求，估計逾20萬家庭、合共71萬

人受惠，每年涉及30億元開支。當局會爭取在明年落實推行。

增 億扶貧2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備受社會關注的「低
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終在施政報告落實，並以在職貧窮
家庭為扶助對象。當局認為，不少基層人士是家中唯一
的就業成員，雖然有法定最低工資的保障，生活擔子仍
然沉重，故提供適當援助，鼓勵持續就業，有助防止他
們跌入綜援網，且為有兒童及青年的家庭提供適切支
援，將有助打破跨代貧窮的惡性循環。政府消息人士指
出，為免計劃有標籤效應，當局建議由效率促進組負責
推行整項計劃，而非社署。
根據扶貧委員會2012年的數據顯示，本港約有14.3
萬非申領綜援的在職貧窮戶，平均每個家庭有1.1名在
職人士，但同時有0.9名兒童，供養比率接近1比1，相
對於本港整體非申領綜援戶平均有1.7名在職成員及0.5
名兒童，家庭面對的負擔明顯沉重。此外，非申領綜援
的在職貧窮戶當中，80%從事全職工作，大部分從事低
技術行業，他們應優先獲得協助。
消息人士又指，由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並非失

業補貼，如受助家庭領取津貼期間，在職成員因任何原
因變成失業，亦將停止獲發津貼。至於為何一人家庭不
在受惠對象之列，則由於當局認為在現行最低工資保障
下，在職單身戶足以自給自足，毋須額外施以援助。
有團體及政黨認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背後意義

與現行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雷同，應將兩者合
併。消息人士指出，現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設有雙
軌制，申請人可以家庭或個人單位申領津貼，如以家庭
為單位申請津貼，則只能與「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二
擇其一；但以個人單位申請交津者，則仍可申領「低收
入在職家庭津貼」。

不與交津合併 單身可兼得
消息人士指出，由於交津的入息限額較「低收入在職
家庭津貼」寬鬆，但資產限額則較嚴謹，不擔心會出現
濫用情況。截至去年12月底，當局共收到逾14萬宗交
津申請，當中逾2.3萬宗以個人名義申請。

鼓勵持續就業 免墮綜援網

■■月入月入11..88萬元的司機萬元的司機
謝先生謝先生，，育有育有33子女子女，，
五口之家可享補貼五口之家可享補貼
11,,700700元元。。 劉雅艷劉雅艷 攝攝

■梁振英向立法會發表 2014 年
《施政報告》後舉行記者會。

曾慶威 攝

施政報告支援在職貧戶 不限居港年期 71萬人受惠

家庭人數 50%(全額補貼) 60%(半額補貼)
2人 8,000元 9,600元
3人 11,800元 14,100元
4人 14,400元 17,300元
5人 15,000元 18,000元
6人以上 16,100元 19,300元

資料來源：勞工及福利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維寶

低收入家庭補貼額度
2012年家庭入息中位數比例情況

未來十年建屋47萬伙 Ａ2
各界讚同步拓經濟惠民生 Ａ6
極速覓地80幅保達標 Ａ7
「關愛」先導建功 7項目轉常規 Ａ8
深圳肇慶買位讓長者安老 Ａ9
東大嶼建核心商業區 Ａ10
八大副學士銜接學額增千個 Ａ11
創科局再上馬 振經濟助就業 Ａ12
10億基金推回收業持續發展 Ａ13

施政報告各版索引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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