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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歲或以上的人口從目前的98萬，佔總人口百分之十四，

到2041年將上升至256萬，佔總人口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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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億重建擴建發展公立醫院
啟德全科醫院最快6年落成 九龍中聯網重組

為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殷切醫療需求，曾俊華昨宣布啓德
急症全科醫院的計劃，將於年內完成策略性研究，並向

立法會提交撥款申請，預料最快可於6年內落成，提供逾1,500
張病床。其後醫管局會同時開展規劃重建伊利沙伯醫院和威爾
斯親王醫院第二期重建計劃，以應付本港長遠的醫療服務需
求。

預留7公頃地建醫療「鐵三角」
啟德發展區內已預留約7公頃土地興建醫療設施，包括興建

中的香港兒童醫院和擬建的啟德新全科醫院和腦神經科中心。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當局正了解九龍區以至啟德一帶的醫療服
務需求，評估和分析臨床服務需要，令區內醫療服務能適切配
合地區的發展，「這3所新醫院在地域格局上形成『品』字
形，當局會思考如何透過基建，如天橋，把3間醫院連接起
來」。

伊院重建後保留急症服務
消息人士形容，啟德新全科醫院是一個重組九龍中聯網醫療
服務的契機，「構思完啟德新全科醫院後，便會開展規劃重建
伊利沙伯醫院。有別其他原址重建的醫院，重建伊院時，部分
服務會遷至啟德全科醫院，避免先拆、後遷、再重建的繁複程
序，故重建時間可壓縮至少於10年」。他透露，伊利沙伯醫院
仍會保留急症服務。
至於威爾斯醫院第二期重建，消息人士稱需配合新界東聯網

其他醫院，包括北區醫院、沙田醫院及大埔醫院等。
政府亦已經開始興建天水圍醫院和香港兒童醫院，並為擴建
聯合醫院和重建廣華醫院開展了籌備工程，亦會向立法會申請
撥款，重建瑪麗醫院和葵涌醫院，以及擴建紅十字會輸血服務
中心總部。曾俊華表示，政府投入550億元進行相關項目，並
增添逾1,500張床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昨發表財政預算案，宣布投入550億元重建、擴

建及發展本港公立醫院，以應付公營醫療服務需

求。啓德發展區內的新急症全科醫院將於年內完成

策略性研究，其後當局開始規劃伊利沙伯醫院和第

二期威爾斯親王醫院重建計劃。政府消息人士指啟

德新醫院料最快6年內落成，提供逾

1,500張病床，當局冀藉此重組九龍

中聯網內各公立醫院的角色，目前相

信伊利沙伯醫院仍會保留急症服務。

部分醫院或醫療中心
未來發展

醫院 未來發展 造價

基督教聯合醫院 重建 85億元

廣華醫院 重建 100億元

瑪麗醫院 重建 97億元

葵涌醫院 重建 86億至92億元

伊利沙伯醫院 重建 未有公布

威爾斯親王醫院 重建 未有公布

佛教醫院 翻新 數億元

天水圍醫院 興建中 39億元

香港兒童醫院 興建中 130億元

香港紅十字會 擴建 5.7億元

輸血服務總部

資料來源：預算案及消息人士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廣盛

醫局獲472億 增床位吸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羅繼盛）衛生開

支是政府其中一個主要經常開支項目，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在預算案估計，2014至2015年度衛生經常
開支預算為524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達17%，僅
次於教育（21.8%）和社會福利（18.5%）。其中
政府來年度對醫院管理局的經常撥款會增加16.7億
元，包括增設205張普通科病床。政府來年度亦會
向衛生署撥出7.96億元，推行大腸癌篩檢先導計劃
等。
曾俊華昨日表示，政府過去5年對醫管局的經常

撥款增加150億元，增幅接近50%。當局在來年度
將向醫管局的經常撥款為472億元，較2013至
2014年度的455億元，增加16.7億，以應付需求和
推行不同措施，包括增設205張普通科病床，當中
有185張急症病床和20張復康病床。

梁智仁：下年聘2,850醫護
醫管局主席梁智仁歡迎預算案對公營醫療撥款的

承擔，並感謝政府下年度增加對醫管局的經常性撥
款。他指，面對公立醫院人手緊絀和前線醫護工作
壓力等挑戰，醫管局會繼續透過優化工作條件及環
境、增加晉升機會及提供專業培訓，以提升團隊士
氣、挽留優秀員工及吸引人才加入醫管局。醫管局
下年度會招聘350名醫生、1,970名護士及530名專
職醫療人員。
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表示，隨着財政撥款增

加，醫管局會加強對思覺失調、腦退化症及前列腺
癌症病人的藥物治療，同時亦會進一步改善精神科
的住院、日間及社區服務，並會繼續改善急症室、
普通科門診、專科門診、預約手術、放射診斷及藥

房服務的輪候和便捷。

撥款衛署推大腸癌篩檢
另外，政府來年度亦會撥款7.96億元予衛生署，

包括推行大腸癌篩檢先導計劃。消息人士指，計劃
未來5年將耗資4.2億元，其中來年度相關預算為
2,900萬元。不過，政府現時未選定哪一種篩檢方
式，哪個年齡組別作為目標群組亦待研究，至今未
有詳細方案。
當局亦會提升衛生署規管私管醫療機構，今年將

有研究結果，並會增加署方人手以支援私營醫療服
務發展；今年亦會就規管醫療程序提交具體建議。
而本年4月開始，署方會把水痘納入兒童免疫接種
計劃。署方來年度亦會向院舍長者推出恒常牙科外
展服務計劃，並加強長者健康中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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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政
府施政暢順，全賴公務員隊伍專業而
有效將政策和措施付諸實行。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昨日表示，公務員編制在
2014至2015年度將達17萬3,961個職
位，較上年度增加1.5%，有關增幅更
是自2007至2008年度以來的新高。
曾俊華表示，為配合政府推出的多

項新政策措施，政府一方面會透過內
部調配、精簡程序以提升效率；另一
方面亦會按實際需要增加人手編制和
訂定工作優次。他指出，公務員編制
在2014至2015年度將達17萬3,961個
職位，較上年度增加2,556個職位，
增幅為1.5%，有關增幅較上年度的增
幅高出50%，更是自2007至2008年
度以來的新高。

選舉事務處加人逾半
根據預算案的收入開支帳目顯示，

公務員隊伍薪酬開支在本年度為609
億7,100萬元，預算下年度將增至632
億2,200萬元，佔政府總開支19%。
編制內人手最多的仍然是警務處，下
年度達33,398人。據消息人士稱，下
年度多個部門都會大幅加人手，如發
展局將增加229個不同職系的職位、
房屋署將增206個不同職系的職位；
至於下年度人手增幅最大的是選舉事
務處，由139人增至214人，增幅達
54%，當中更新增一名首長級編外職
位。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發表預算案期間，
社民連主席梁國雄向他投擲物件，又高叫口
號要求全民退休保障，被保安帶離會議廳，
再次「申請」離場成功。

圖：彭子文 文：鄭治祖

長毛又搞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預算案指出，本港
男女的預期壽命分別為81歲及86歲，接近全球最高
水平；65歲或以上人口將由目前的98萬，增至2041
年的256萬，佔總人口比例亦由14%增至30%，政府
過去5年投放在安老服務的經常開支，亦由38億元增
至54億元，加幅逾40%。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宣布，由
2014至2015年度起，會增撥約6.6億元全年經常性開
支，改善現有及推行新的安老服務及設施，亦會預留
約8億元，於2015至2016年度起的3年內，分期推出
共3,000張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另一方面，新
一個財政年度將合計增加1,171個安老院舍宿位。

51活動中心升級
預算案建議增加1,500個「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

務」名額，並加強該些新增名額及現有約5,600個服
務名額的家居照顧服務範疇，提升對居家體弱長者的
支援，合共涉款約1.7億元。當局又計劃將現時按規
模劃分為3個級別的長者中心簡化為2級制，並將51
間活動中心提升為長者鄰舍中心；同時為該51間中

心、現有119間長者鄰舍中心及41間長者地區中心，
增聘人手及增加活動經費，加強對長者的支援和處理
長者長期護理需要的評估和服務申請等，合共涉款約
1.6億元。
預算案又建議增撥1.2億元，增加約950個資助安
老院舍宿位，當中包括在「改善買位計劃」下增購宿
位；在深水埗及荃灣各興建一間合約安老院舍，額外
提供176個宿位；試行向位於內地由香港非政府機構
營運的安老院舍購買合共400個宿位。

提高買位資助額
此外，當局又建議增撥約2億元，提高所有「改善

買位計劃」及「護養院宿位買位計劃」宿位的資助
額，將津助護養安老院宿位提升為持續照顧宿位，以
及提升3間新合約院舍宿位的服務，加強對長者的照
顧和支援。
若計算昨日發表的預算案及當局曾在過去承諾增加

的宿位數目，新一個財政年度將合共增加1,171個宿
位（連同內地2院舍在內），當中包括388個護養院

及783個護理安老院宿位。資料顯示，目前共有約2.3
萬人輪候護理安老院宿位，平均輪候20個月；另有約
6,370人輪候護養院宿位，平均輪候37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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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多個基層團體
和市民昨天在政府公布預算案期間，一同觀看
直播，並即時回應對預算案的看法。有團體認
為預算案一片空白，當中缺乏關注基層勞工的
措施，在未有長遠及恆常規劃的情況下「減
甜」，令民間團體失望。另外團體又指，報告
中無提及任何在學學童支援措施，認為當局需
要檢討整體教育政策，同時增加「課外活動津
貼」，以減輕基層市民的負擔。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等7個基層團體及市民昨天
集體收看預算案直播，並即時由各團體代表及受
影響市民回應預算案內容。團體認為預算案缺乏
關注基層勞工的措施，雖然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指
會集中扶助中小企，但團體認為現時本港沒有人
力資源的整體規劃及培訓，而勞工福利措施又不
足，中小企實在難以有所發展。

倡增課外活動津貼
團體又指報告中沒有提及任何在學學童支援
措施，甚至有「不增反減」的情況出現。團體
指出，雖然財案中有提及專上學院及副學士等
學位的增加，但以現時名額增加的速度，根本
未能滿足社會對學位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現時
政策完全無後續支援，造成「就學與就業」不
掛鈎的情況。團體認為，面對「新學制、新需
要」教育局需要檢討整體教育政策、整體學生
資助制度以及增加「課外活動津貼」，以減輕
基層市民的負擔。

貧婦難為無電津 嘆開飯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沚芊）推出多年的電費

補貼今年取消，公屋由免租2個月縮減至1個月，
但綜援戶仍能享受「出雙糧」。居於黃大仙公屋
的馮女士，因申領綜援，故公屋一向免租，直言
對預算案感到失望，因去年1,800元的電費補貼幫
助不少。馮直指，對她們這些「等錢開飯」的基
層而言，這些一次性紓困措施是不可或缺的，尤
其水電是生活必需品，認為電費補貼不應取消。
馮女士透露，她和仍然在學的兒子，每月單靠

2,000多元綜援金過活，所有飯菜都是等特價購

入，亦因肉類貴而很少機會吃到。馮指，兒子正
值發育時期，因長期營養不良，近月要向食物銀
行求助。
張女士與劉太同為「N無人士」，即未能受惠

於任何的紓緩措施，她們均指，去年政府尚有向
「N無人士」發放一筆過的資助，但今年卻完全
未能受惠，感到不滿。張女士和9歲兒子相依為
命，靠自己任家務助理平均每月 3,000 元的收
入，和2,000元的贍養費過活，張指，每天只能
和兒子到東華三院旗下的食堂吃「10蚊飯」。

▲劉太不滿今年「N無人士」完全未能受惠。
吳沚芊 攝

◀有長者希望預算案勾畫出長遠退休保障計
劃。 梁祖彝 攝

■政府增撥6.6億元全年經常性開支，改善現有及推
行新的安老服務及設施。 中通社

■■新社聯促請增撥資源予醫療新社聯促請增撥資源予醫療
等民生事項等民生事項。。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