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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金句：
創新及科技本身既是產業，也可以改善生活質素，提高社會效率。
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也可以為年輕人提供更廣闊的就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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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施政報
告除建議將3個教育相關的關愛基金項
目恆常化外，也提出了其他對清貧學生
的支援措施，包括為有需要大專生提供
最多1.5萬元的境外交流資助，預計約
有9,800人受惠，預計涉款1.1億元。而
約2.3萬名有申請學資處生活費貸款的
大專生，也一律可於畢業後一年才開始
還款。
因應大學生住宿問題，施政報告將邀
請關愛基金考慮為清貧學生提供宿舍津
貼，以及增加學習開支的助學金。至於
現有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亦會增加
彈性及設鼓勵性撥款，長遠將整合各有
關計劃，加強成效。

斥億元新學年增融教津貼三成
同時，為協助學校應付支援清貧生的
行政工作，每所公營小學可獲相當於1
名文書助理薪金的額外津貼。針對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報告提出斥資1億
元，在今年9月新學年將有關的融合教
育支援津貼大增三成，主流學校取錄每
名有關學生，可視乎所需的支援層級，
每年獲1.3萬至2.6萬元津貼。政府又會
優化特殊學校宿舍津貼及教師助理人手
編制，並下調視障及群育學校的每班人
數，每年新增資源約8,000萬元。

1.5萬資助境外交流
惠9,800貧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行行出狀元」，讓年
輕人發揮興趣和潛能，是今年施政報告的其中一個要點。
當中特別強調職業教育的重要性，包括撥出1.4億元於基
建、工程等人力需求殷切的行業，推出涉及2,000人的
「1+3」學徒培訓先導計劃，在薪金以外向青年學徒發放
助學金或津貼，同時提供清晰的進階路徑。另為提升職業
教育的形象，於社區有效推廣，教育局將成立「職業教育
專責小組」，制訂有關策略計劃。

職教專組訂社區推廣策略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及隨後記者會中，多次提到

「行行出狀元」，又引述近年港人於國際廚藝及技能比賽
的佳績，闡述讓青年人按興趣發揮潛能，以實踐夢想的重
要性，而是次職業教育成為施政重點之一。其中新成立的
「職業教育專責小組」將負責制訂在社區推廣職業教育的
策略，並邀請職訓局加強協同效應及提供設施，提升職業
教育質素及香港的形象。
政府又將撥出1.4億元，在職訓局推行結合學徒培訓及

職業進階發展的先導計劃，預計可於基建、工程等對人力
需求殷切的行業，吸引和挽留人才。計劃將惠及2,000名
學員，包括1年的培訓期和緊接3年的學徒期，學員可獲
津貼，政府消息人士舉例指，若學徒每月薪金有8,000
元，政府可額外發放2,000元津貼，保障其工資水平，惟
具體細節有待公布。

撥1,800萬「常款」供文憑生實習
另於2014年至2015年起，政府又會向職訓局提供1,800

萬元經常撥款，為9,000名高級文憑及中專文憑學生提供
工作實習機會。
此外，政府又會加強中學生的升學及就業生涯規劃，包

括向500所中學每年提供約50萬元資助，供學校升學及就
業輔導；另亦會增撥資源予商業及非政府機構與學校協
作，讓學生更了解行業情況，預計有19.6萬人受惠。

陳鎮仁：互相配合吸青年入行
職訓局主席陳鎮仁指，會積極配合「職業教育專責小

組」工作，認為由政
府、業界和培訓機構
互相配合的職業教育
和就業支援計劃，能
提供更大誘因吸引年
輕人投身技術行業，
職訓局將諮詢業界，
籌劃適合的培訓計
劃。
身兼人口政策督導

委員會成員的中大副
校長侯傑泰認為，職
業教育和就業支援計
劃能讓學生學習實際
工作技巧，「學徒可向師父學習，這些是在校上課時不能
體會的職場訓練，往往能夠產生很多成功的個案」；對於
中學生涯規劃，他認為能讓學生認識自己、學科及職場世
界的配對關係，有助學生籌劃未來的升學路向。

梁振英昨日在施政報告中宣布，特區
政府將再次啓動成立創新及科技

局，並會將創新科技署和政府資訊科技總
監辦公室納入該局的管轄範圍。

三方面工作「創新」「科」「技」
他在記者會上，特別為創新及科技局「正

名」，表示有人將之稱為「創新科技局」，
令他一些朋友笑稱香港是否要「超英趕美」，
不只要搞好「科技」，而這種科技還要是「創
新科技」。他澄清，該局包含了三方面的工
作，就是「創新」、「科（技）」、「技
（術）」，並舉「八達通」為例。
梁振英指出，「八達通」有科技含量，

但並非石破天驚的技術，有一定經濟水平
的社會都會有相關技術，但香港有關方面
的應用技術和普及化卻做得很好，令本來
只用作乘搭地鐵的「八達通」，現在已用
在所有交通工具，以至便利店、泊車、住
客出入住宅大廈等方面，甚至學生也可以
「八達通」告知家長已安全抵達學校，這

是很好的創新應用技術的例子。
他說，創新及科技既是產業，也可以改

善生活質素，提高社會效率，更可為年輕
人提供更廣闊的就業選擇，故政府非常重
視培育創新及科技產業。
梁振英指出，香港過去「並非沒有為創

新及科技努力過」，金錢不缺，但撥予大
學和業界的資源審批過「散」，未能形成
力量，創新及科技局的成立，可代表特區
政府帶領社會，和業界、學校、科研單位
一起訂定藍圖，將力量集中在與創新及科
技有關的問題上，不論研究、應用或生
產，查找有甚麼適合香港去做的方法，聚
焦這方面的工作。

強化「官產學研」經濟添引擎
同時，特區政府會繼續培養重視創新及

科技，「尊重科學、重視科學」的氛圍，
鼓勵對創新及科技的投資，及強化「官產
學研」的結合，讓香港可推動科學應用成
為技術，以成為產業聯繫經濟活動，令本

港經濟再多一個引擎，且能提升生活質素
和安全等。

冀議員「高抬貴手」莫阻撓
被問及創新及科技局局長的人選時，梁

振英表示，當局會先集中精神做好有關準
備工作，包括爭取立法會的支持，而據他
所知，設立科技局得到科技和教育界的業
界人士，及立法會大部分議員的支持，期
望小部分反對的議員可以「高抬貴手」。
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區政府重推科技

局，是回應業界訴求，專注於科技發展和
提升生產力上，和去年提出成立的科技及
通訊局有所不同，但政策範疇、與商經局
分工，以至香港電台、通訊局會否納入該
局管轄範圍等細節仍在初步研究中。
消息人士強調，「老闆（特首）落咗單
盡快做」，有關建議和撥款，須經立會資
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和人事編制委員會等
召開會議，及財委會通過撥款及有關的安
排，政府「今年之內一定會做工夫」。

施政報告施政報告
20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首梁振英在其競選政綱中提出重整
政府架構建議，包括成立業界期盼
已久的「科技及通訊局」，惜被激
進反對派拉布拖垮。梁振英昨日宣
布，決定再次啓動成立創新及科技
局的工作，望與各界共同制訂香港
創新及科技發展的目標和政策。他
以名聞國際的「八達通」為例，說
明創新及科技既有助經濟發展，改
善市民生活質
素，也為年輕
人提供更廣闊
的就業選擇。

新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首梁振英向來主張對公務員隊伍
要「聽、定、撐」。在昨日的施政報
告中，他特別感謝公務員同事一直堅
守崗位，盡心盡力為市民服務，又宣
布將為公務員籌備一所公務員診所，
並加快興建紀律部隊的8個部門宿舍
項目，維持甚至加快紀律人員平均
3年「上樓」的時間。

鼓勵參培訓 增國情認識
梁振英昨日在施政報告中強調，

特區政府要維持優質高效的管治，有
賴於專業、廉潔、敢於承擔的公務員
隊伍。他感謝公務員同事一直堅守崗
位，盡心盡力為市民服務，未來會繼
續與他們保持緊密坦誠溝通，鞏固互
信互諒關係。
他同時宣布，特區政府會為公

務員提供更多進修學習的機會，
鼓勵及資助公務員參加培訓課程
及交流活動，加強公務員對國情
和國家發展的認識，並於來年籌
備一所新的公務員診所，以及為
公務員加強專科牙科服務。
同時，為照顧紀律部人員及家屬
的住屋需要，特區政府將加快興建
8個分布在全港多區的紀律部隊宿
舍，爭取2020年或之前能夠合共提
供約2,200個單位，包括觀塘、樂
富、田灣、慈雲山、粉嶺芬園、將軍

澳魷魚灣、將軍澳一二三區，將軍澳百勝角，
部分為前房屋署員工宿舍，目標是維持甚至
加快紀律人員平均3年「上樓」。
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新的公務員診所初步
選址粉嶺，預料屆時有10間診症室，以紓緩
新界公務員的醫療需求，爭取在2015年至2016
年正式運作，「現時4間公務員診所分布港
九及荃灣，新增診所回應新界東需要」。

擬增4牙科手術室
他又指，當局計劃在瑪麗醫院、伊利沙

伯醫院及新界醫院增設合共4間口腔頜面
及牙科手術室，「現時公務員剝去智慧
齒，需到公立醫院輪候長達150個多星
期，政府有需要增設手術室回應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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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經濟抓教育 回應中產訴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施政報
告提到推出低收入家庭津貼，扶貧是施政
報告的其中一個焦點，但不少中產階層的
即時反應是他們的需要被忽略。特首梁振
英昨日指出，中產人士的需求，側重在經
濟發展機會、教育質素和生活品質的改
善，報告已着重促進本港經濟和教育質素
等方面，回應了中產階層的訴求。
梁振英昨日在記者會上被問及是否忽略

中產時回應指，政府會關顧不同階層市民
的訴求；針對基層市民，當局通常透過補
貼資助基層市民的生活，採取直接資助生

活所需的方式，施政報告確實有相當多的
政策和措施關顧基層市民，包括清貧學子
等。

改善大環境 增「向上流」能力
他續說，中產的要求比較廣泛，需要的
不是「派錢」，而是要改善整個大環境，
包括生活質素、教育、醫療、環境，以至
經濟發展，例如子女能否在幼稚園、小學
和中學等接受良好教育、改善環境問題提
升生活品質，都是不少中產人士十分關心
的問題，故報告在這些範疇都推出了很多

針對性的措施。
針對有人憂慮中產「向下流」的問

題，梁振英指出，防止中產向下流動的
最好辦法，就是推動經濟發展，使社會
有更好的向上流動的能力，故施政報告
中有關經濟發展的着墨較多，望為中產
提供更好的事業環境和就業發展機會。
儘管施政報告着重社會福利，令有關的開

支大增，梁振英強調，儘管報告加大了社會
福利開支，但不會影響下月公布的財政預算
案的考慮，「（預算案）唔會因為咁而少咗
啲嘢」。

反對派針對特區政府的
暴力行為日漸升級。特首
梁振英昨日在立法會宣讀
施政報告時，社民連主席

「長毛」梁國雄，就試圖將3個雞蛋擲向
梁振英，但在保安阻攔下而未能得逞。
「大嚿」陳偉業則在高呼口號聲中向梁振
英擲出狼形公仔，亦被保安接下沒收。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梁振英進入會議廳

前，提醒議員要注意言行，不應在會上使
用冒犯及侮辱的言詞。
不過，梁振英甫進入立法會會議廳，陳

偉業就突然高叫口號，手持寫上「拒絕篩
選」的標語衝向梁振英，遞上「路福西」
狼形毛公仔，梁振英沒有理會。一番擾
攘，陳偉業返回座位，未被趕離會議廳。

3丑被逐離場
其後，在梁振英宣讀有關長者生活津貼

段落時，「長毛」突然站起大聲質問：
「幾時有全民退休保障？」他手持3個雞
蛋，試圖逐個擲向梁振英，但就誤擲在公
民黨議員毛孟靜座位旁。曾鈺成要求在場
保安阻止，「長毛」手上未扔出的雞蛋亦

被壓破，令枱面沾滿蛋漿。
此時，陳偉業及陳志全就趁亂大叫大嚷，

質疑曾鈺成「處事不公」。「長毛」最終被
數名保安制止，並用輪椅推他離開會議廳。
「長毛」其後威脅稱，梁振英今日到立法會
回應議員提問時，他會再次掟蛋。
其後，陳偉業及陳志全在梁振英宣讀有

關政改的章節時，高叫「公民提名、拒絕
篩選」口號，「大嚿」更向梁振英拋擲
「路福西」公仔，但被保安接下而未有擲
中，兩人其後同樣遭趕離會議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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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指創新及科技既有助經濟發展，改
善市民生活質素，也為年輕人提供更廣闊
的就業選擇。 資料圖片

◀施政報告重新啟動創新及科技局，獲葛
佩帆（右）等議員的支持。 劉國權 攝

長毛掟蛋長毛掟蛋 大嚿擲公仔獻醜大嚿擲公仔獻醜

■「長毛」在會上搗亂，向特首掟雞蛋。
梁祖彝 攝■陳偉業向特首擲公仔。 黃偉邦 攝

■長毛掟蛋，坐在旁的范國威
枱面有蛋漿。 范國威供圖

■政府撥1.4億推學童培訓先導計劃。
圖為港鐵學徒培訓情形。資料圖片

1.4億元吸基建人才 津貼2,000學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