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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金句：
關愛基金是政府扶貧工作藍圖中的重要板塊。自2011年成立至今，基金共
推行了24個援助項目，充分發揮補漏拾遺的功能，超過60萬人次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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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政府
於2012年6月推行2元乘車計劃以來，
現已涵蓋至港鐵、公共巴士及渡輪服
務，惟社會各界爭取擴展至專線小巴則
一直「只聞樓梯響」。為進一步減輕本
港長者在退休後的生活負擔，政府計劃
於明年第一季，正式將2元乘車計劃分
階段擴展至專線小巴，預計政府每年需
額外花1.74億元補貼車費。

12歲以下傷健童同受惠
自2元乘車計劃實施以來，合資格人
士的交通費大減，鼓勵他們外出參與家
庭及社區活動。不過目前全港共有154
間專線小巴營運商，合共營運483條專
線小巴路線，系統相當複雜，以致遲遲
未能擴展至專線小巴服務。運輸及房屋
局和運輸署將會與小巴業界商討如何解
決技術及操作問題，並研究應該以何種
型式由明年第一季起分階段擴展計劃。
據悉，政府預計每年將因而額外花
1.74億元補貼車費及850萬元作核數費
用。在擴展優惠前，政府亦會進行2次
交通費調查及一次小巴八達通系統軟硬
件提升，分別涉款850萬元及1,300萬
元。不過，由於「紅頂」公共小巴的營
運基本上不受規管，故可見將來仍難以
將計劃擴展至公共小巴。
另外，當局亦準備將計劃於今年上半
年擴展至12歲以下合資格殘疾兒童，預
計將有約9,000人受惠。

「兩蚊搭車」
明年擴至綠巴 反駁「開倉論」CY：援弱勢「要做就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施
政報告加強扶貧，增撥更多資源推出
不少支援弱勢社群的措施，連同其他
措施估計額外撥出經常開支達200億
元，有人就質疑特首梁振英是為了提
升民望而「開倉派米」，更偏離基本
法規定的審慎理財原則。梁振英強
調，「態度決定未來」，他選擇了
「要做的，就要做」，並相信政府財
政可應付新增的開支。

貧富「通派」或贏更多掌聲
梁振英昨日被問及「派錢換民望」

的質疑時反駁，政府倘因為政治目
的，不論貧富一律「通派」，即向全
港700萬市民派錢，可能會「撈到更
多的掌聲」，也可以很快做到，當局
亦毋須很大的行政力量，但要針對將
錢用在有需要者身上，就要做很多調
查、研究及手續等行政工作。
因此，他希望大家重點關注有關的

扶貧措施是否用得其所，金額是否合
適等，而非僅作表面的比較。
針對新增200億元開支，或會影響

本港的財政穩健時，梁振英指出，報
告提出的建議的確是比較「大手筆」
的，但「態度決定未來」，「我們可
以用一種態度便說：我們不夠錢用，
我們不做這些本來該做的事；另一個

態度就說：這些事是要做，要用錢，
無論是用在人身上、用在環境身上、
用在我們的基建身上，我們要做」。

港經濟向好可挺「大手筆」
對於有人質疑是次「大手筆」並不符

基本法要求特區政府要「量入為出」的
規定，梁振英強調，基本法給予政府一
個要求，「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
政府有責任根據基本法的原則力求收支
平衡，但這是整個財政收支的目標；過
去16年，政府11年有盈餘，5年因沙士

爆發等原因而出現赤字，但兩相抵消後，
本港財政是有盈餘的。
他續說，在預期的未來，本港經濟發

展基本向好，相信可應付是次新增的開
支是用在最有需要者身上，符合基本法
要求政府「力求收支平衡」的理財要求，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也全力支持有關的措
施：「我有信心，我們負擔得來。」
被問及會否因此而加稅時，梁振英

表示，他不能代替曾俊華回應，但據
他了解，下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不會
提出加稅建議。

梁振英指出，關愛基金是政府扶貧工作
藍圖中的重要板塊，當局會陸續將部

分項目恆常化。教育方面，將陸續恆常化的
項目包括由下個學年起，增加綜援家庭中小
學學生的就學有關津貼額1,000元。若加上
恆常金額調整，小學生一個學年的津貼額將
由3,450元加至4,625元；初中生的津貼額
由4,905元增至6,155元；高中生的津貼額
則由4,235元增至5,450元。

免費午膳書津加碼
另一方面，當局為領取學生資助計劃「全

額津貼」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免費午膳項目亦
將會常規化，將惠及6.6萬名學生；增加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下定額津貼約一倍則
惠及26萬名學生；「加強對就讀副學位以
下程度課程的清貧學生的資助」項目，則包
括設立學費發還機制及發放學習開支定額津
貼。
殘疾人士方面，當局將向低收入家庭殘疾

兒童提供訓練津貼的項目恆常化，讓他們在

輪候資助學前服務期間可接受自負盈虧的服
務。
此外，資助在社區生活的嚴重肢體傷殘人士

以添置醫療器材和消耗品項目，亦會恆常化。
而向參加租者置其屋計劃超過5年的綜援受助
人士提供租金津貼的項目亦會恆常化。

資助添置醫療器材
扶貧委員會轄下的關愛基金專責小組會繼

續善用基金的資源，包括去年150億元的額

外注資，因應不同群組的需要，擬訂更多援
助項目。政府亦會要求扶貧委員會在未來一
年繼續加強對低收入家庭的支援，包括考慮
為低收入家庭兒童或青年，以及沒有住在公
屋、沒有領取綜援的低收入住戶，即俗稱
「N無人士」發放一筆過津貼。
當局又會邀請關愛基金再次向租住私

人樓宇而所付租金高於綜援計劃下租金
津貼最高金額的綜援住戶，提供一筆過
津貼。

施政報告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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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關愛基金自2011年成立至今，一

直補漏拾遺，協助不少未能申請綜

援的家庭，合共推行了24個援助項

目，逾60萬人次受惠；基金亦有着

先導作用，至今已有3個成效顯著

的項目常規化推行。梁振英昨在施

政報告指出，當局將由今年4月

起，陸續將另外7個項目恆常化推

行，受惠對象涵蓋清貧學生、兒童

及需要經常護

理的嚴重肢體

傷殘人士等。

福社

7個關愛基金恆常化項目
●為領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免費午膳項目
●增加「學校書簿津貼計劃」下定額津貼約一倍
●對就讀副學位以下程度課程的清貧學生設立學費發還機制及發放學習開支定額津貼
●向輪候資助學前服務的低收入家庭殘疾兒童提供訓練津貼
●資助在社區生活的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添置醫療器材
●資助在社區生活的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添置醫療器材相關消耗品
●向參加租者置其屋計劃超過5年的綜援受助人士提供租金津貼

資料來源：施政報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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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由競選到上任至今一直堅持「齊
心」信念。他昨日再次強調「齊心就事成」，
並直言上世紀80年代起不斷有人質疑本港的前
景，但事實是港人把問題一個又一個解決，外
地訪客或政經要員仍然認同本港極具競爭力，
羨慕本港優勢。
在傳媒昨日舉行的施政報告電視論壇上，

梁振英被問及其任內是否因「認受性危機」
而出現「社會分化」時回應說，他所做的工
作都是回應市民訴求，既應對本港短期問題，
也為中長期做好規劃，相信市民都認同這些工
作。

無懼搗亂續落區
他續說，不能因為少數人在政府官員落區

時，用肢體碰撞或擾亂會場秩序的方式，阻止
官員與市民直接對話接觸而停止落區。他理解
警方及保安需要花費精力應對，但相信這類接
觸是有用的，應該繼續吸取民間智慧。
梁振英深信，任何政府推動政策總會面對種

種障礙困難，即使外地有一人一票，同樣會在土
地用途變更時遇上同樣問題，最重要是繼續聽取
民意，而「齊心就事成」，「香港700萬人是一
家，不少電視機前的觀眾正與家人等待開飯或正
在食飯，每個家庭總有面對要處理的問題，但只
要家人間彼此關心，互讓互諒，抱
着積極態度，再複雜的問題也可以
處理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指出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指出，，關愛基金其中關愛基金其中77
個項目由個項目由44月起陸續恆常化推行月起陸續恆常化推行。。圖為梁振圖為梁振
英出席施政報告記者會英出席施政報告記者會。。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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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施
政報告提出8個政策範疇及160多項
新的利民紓困措施，估計令政府經常
開支增加200億元。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昨日指出，這是一份全面的施政報
告，可以惠及不同階層的市民，他一
定會在財政上作出配合。
曾俊華昨日在會見記者時表示，

新年度施政報告為政府未來的施政
勾劃出一個清晰的藍圖，8個政策
範疇共160多項新措施，都是市民
非常關注的議題：「這個對我而言
是一份全面的施政報告，可以惠及

不同階層的
市民，相信
會 得 到 市
民、立法會
議員和大家
的支持。」
他續說，施

政報告提出的
措施都是經過
有關政策局反覆研究的成熟政策，並有
落實執行的方案，可以回應社會的訴求，
而他會一如以往以「應使則使」態度，
在財政上作出全面的配合。

財爺讚惠各階層：定必配合

■■曾俊華曾俊華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施政
報告明確指出，根據貧窮線的分析顯
示，綜援制度具明顯扶貧成效。為貫
徹促進社會向上流動及鼓勵透過就業
自助的扶貧政策大方向，施政報告建
議改善現有綜援政策，並應集中於提
升對綜援學童的支援，及加強綜援成
年人的工作誘因。當局除了於下學年
起，將由關愛基金增加綜援家庭中小
學學生的就學有關津貼額常規化外，
亦推出2項措施協助綜援受助人。
為鼓勵綜援受助人靠工作脫離綜援

網，扶貧委員會去年9月已正式通過關
愛基金於今年4月推出一個為期3年的
「綜援受助人就業的獎勵計劃」。計
劃下就業的綜援受助人，若在3年內按
規定被扣起的工資，累積超過綜援資
產上限兩倍，便可即時全數取走，以
作獎勵。若受助人於3年試驗計劃期屆
滿時，累積金額達家庭資產限額的1.5

倍，仍可獲發放累計的獎勵金額。當
局預期計劃可令2,050名失業綜援受助
人受惠，涉款2.27億元。

子女升讀大專不減津貼
此外，根據現行綜援制度，當計算
綜援家庭的租金津貼時，會將就讀專
上課程的成員剔除於家庭成員之外。
舉例指出，一個3人家庭，其中一人就
讀專上課程，該家庭只會獲發2人家庭
的租金津貼。消息人士指出，由於一
個3人家庭不會因為其中一人就讀專上
課程而「特地搬往一個二人單位」，
應作出改善措施。
施政報告建議由今年4月起，社署在

計算綜援家庭的租金津貼時，仍會將
就讀專上課程的成員計算在內，使家
庭所獲的租金津貼不會因為有成員接
受專上教育而受影響，令他們可獲發
更多津貼。

改善綜援政策 倡自力更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社區託兒服

務不足，令不少基層婦女難外出工作幫補家
計，遇上子女放假就更加困身。施政報告建議
增撥資源延長部分課餘託管中心的服務時間、
增加360個豁免全費（可分拆為720個減免半
費）託兒服務名額，及增加234名社區保母以
照顧更多兒童，以釋放婦女勞動力。

「課託」假期延至晚上9時
為改善非政府機構目前為6歲至12歲兒童提

供的課餘託管服務，以釋放婦女勞動力，梁振
英昨表示，社署將由2014/15年度起增撥資
源，延長部分課餘託管中心在平日晚間、周六
日，和學校假期的服務時間至晚上9時。
現時社署提供1,660個全額減免的課餘託管

服務名額，涉及政府經常開支1,500萬元。政
府消息人士指出，社署將增加360個全額，或
720個半額減免收費服務名額，「家庭月入少
於入息中位數55%的家庭，可申請全額減免；
而家庭月入介乎入息中位數55%至75%的家

庭，則可申請半額減免」。

「鄰里支援計劃」年齡放寬
梁振英續指，社署亦會擴展「鄰里支援幼兒

照顧計劃」服務對象的年齡，由6歲以下延至9
歲以下。據悉，計劃亦會相應增加 234 名
（33%）社區保母，至全港最少有954名。
梁振英說，現時不少正照顧家庭的婦女有意

重投勞動市場，加上目前很多行業已明顯出現
人手緊張的情況，勞福局聯同婦女事務委員會
正進行調查，了解香港婦女離開勞動市場的原
因和吸引她們重新就業的因素，作為政策制訂
的參考。
持單程證來港4年的丁太，因要照顧6歲和9歲
的女兒，無暇外出工作，只能依靠丈夫每月
12,000元收入過活，捉襟見肘，平時只能趁街市
收檔時買一些便宜的餸菜。她認為，延長課餘託
管服務時間可令她外出工作幫補家計，「每天做
幾小時兼職，每月可多逾3,000元收入，孩子可
多吃有營養的食物、多參與課外活動」。

增託兒名額 釋婦女勞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