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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布累基層 津貼難加碼
果金長津傷津綜援隨社援指數增 張建宗盼明年2月可發新金額

張建宗在網誌提及，截至9月底，共有110萬人受惠於「生
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及綜援。根據社援指數

顯示，截至9月底指數升幅達4.2%，計出來年「生果金」可增
加約50元；長者生活津貼增加95元；其他所有津貼最低限度增
加4.2%，但最終金額調整幅度要待10月底數據出爐再決定。

料年額外開支多十數億
社署每年根據過去12個月社援物價指數變動率（去年11月1

日至今年10月31日）調整綜援金額，社署已於今年2月調升
4.1%綜援、高齡津貼、傷殘津貼金額；3.8%長者生活津貼金
額。張建宗預料，本月底會有最新數據，以落實加幅，估計每
年額外開支會多十數億元。他表示，下月中會向立法會財委會
申請撥款，希望趕及年底前獲批，於明年2月農曆新年左右發
放。
張建宗出席活動時補充，一般而言，新金額設有追溯期，

但若拉布持續四五個月，雖然不致令政府增加額外成本，但
會對依賴津貼生活的基層市民造成很大影響，「唔係話有追
溯期就一直拉落去。」他指局方尚有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正
等待財委會通過撥款，其他申請包括「三堆一爐」等亦是重
要民生項目，認為拉布無意義，呼籲議員以理性及實事求是
態度處理問題，盡量不要在財委會拉布。

2元乘車擴至綠巴磋商需時
另一邊廂，政府最快明年3月前把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2
元乘車優惠」擴展至綠色專線小巴，預計有八成多、約410條
小巴路線會加入計劃，每年額外開支會增加2億元。張建宗表
示，目前每天有接近72萬人次享用上述優惠，但全港受惠人數
達120萬，當中107萬人均為65歲以上長者，期望計劃便利合
資格人士出外覆診及參與社區活動。不過，由於計劃屬自願性
質及技術問題，仍有兩成小巴需要更多時間磋商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昨日在網誌撰文指，截至今年9月底的數據顯

示，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社援指數）升幅達

4.2%，若按照該升幅調整各項社會保障金額，高齡津

貼（「生果金」）可由1,180元增至約1,230元；長者

生活津貼由2,285元加至約2,380元；傷殘津貼及綜援

金額有望調高。張建宗昨午出席節目時表示，希望立

法會議員不要拉布，讓當局可於明年2月發放新金額

給基層市民。另一邊廂，當局將分階段擴展「公共交

通票價優惠計劃」，首階段會把2元乘車優惠擴至綠

色專線小巴，額外開支預料涉及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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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政事務局局
長曾德成昨日在網誌撰文，指民政事務局現已
展開第二屆「義務法律服務表揚計劃」，鼓勵
法律界人士參與志願服務，讓更多市民得到所
需的法律知識，配合維護法治的精神。表揚計
劃分設「個人組獎項」及「公司組獎項」，將
嘉許由今年10月1日至明年9月30日期間所提
供的義務法律服務。計劃截止提名日期為明年
10月30日。

義務律師55位 學生義工百名
曾德成昨日在網誌上表示，去年初民政事務

局推出全新「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法律意
見試驗計劃」。實行計劃首年，近半受助案件
是高等法院原訟庭案件，涉及民事訴訟、破產
程序、人身傷害、雜項程序等。截至今年10
月，試驗計劃提供近2,800節諮詢會面，共協
助1,000人，超過九成受助的無律師代表訴訟
人都表示滿意。現時共有55名法律專業人員登
記成為該計劃的義務律師，超過100位法律系
學生登記成為義工。

表揚計劃 分個人公司兩組
他說，為了表揚法律專業人士的義務工作，

民政事務局於2011年至2012年舉辦「義務法
律服務表揚計劃」，當時共有254名法律專業
人員及31家律師行獲獎。鑑於上次表揚計劃的
成效，回應了公眾期望，現已展開第二屆表揚
計劃，將嘉許由今年10月1日至明年9月30日
期間所提供的義務法律服務。
表揚計劃分設「個人組獎項」及「公司組獎
項」。個人義務服務時間最少達25小時，相當

於每兩星期提供一小時義務服務。大律師、律師、見習
大律師、見習律師均可被提名或自薦。公司組獎項方
面，任何已向香港律師會註冊的律師事務所都可參加。
獲提名的律師行，應當在理念或使命上認同推動義務法
律服務的價值。公司累計義務服務時數，應達公司法律
專業人員人數乘25小時總數一成以上。
曾於首屆獲獎的法律專業人員及律師行，也可再次被

提名參加。表揚計劃截止提名日期為明年10月30日，
於2016年首季頒發獎狀。

張炳良：「紅綠燈」監察大橋工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府上周承認港珠澳
大橋香港口岸工程將超支約50億元，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張炳良日前表示，有關數額只是「約數」，最快今
年底會向立法會交代細節，相信與確實數額不會相差
太遠。至於工程預算增加會否影響收費，張炳良昨日
表示，正與另外兩地政府商討，但並非直接與工程費
掛鈎。他又透露，政府有採用「紅綠燈」制度監察工
程項目，但因項目複雜，難以具體交代。

受覆核影響 開支增63億
張炳良昨日在電視節目上表示，早前的司法覆核影
響工程進行，2011年立法會批准興建香港口岸的304億
元預算中，當中受司法覆核影響而增加的開支有63億
元，亦令香港口岸工程延遲一年，工程費用因而上升。

上蓋興建料日需5000勞工

他表示，未來幾年，很多基建都繼續面對勞工緊張
情況，估計口岸工程到高峰期，特別到上蓋興建時，
每日勞工需求達5,000人。他指現時政府輸入外勞有
機制，會做好平衡，一方面有足夠勞動力支持發展，
另一方面要確保不會影響本地工人待遇和就業機會。
張炳良又指，現時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工程已批出
90%合約，只剩下約10%合約未批出，多為上蓋工程
項目，涉及約30億元。政府最快年底會向立法會交代
細節，現時超支50億元是「約數」，但相信最終成本
開支不會相差太遠。

收費非直接與工程費掛鈎
被問及由三地政府共同負責的主橋部分是否也有可

能超支，他承認成本有上升趨勢，但主橋由內地承包
商興建，勞工供應有別於香港，影響成本因素不一，

不能武斷地作出判斷。至於工程費用增加對大橋收費
的影響，張炳良指收費政策由三地政府聯合制定，現
時仍在商討，但收費不是直接與工程費掛鈎，要視乎
車輛使用需求量，以及從市場角度看。
張炳良又透露，路政署署長有定期向他匯報口岸興

建進度，當局採用「紅綠燈」制度監察基建工程，
「紅燈」代表工程進度、開支和難度的風險高，「綠
燈」代表各方面符合預期。他承認有項目被列為「紅
燈」，但因項目複雜，難以具體交代。
至於當局期望在高鐵香港段落實「一地兩檢」，

張炳良說，西九龍站內需劃定區域作為內地「控行
區」，內地邊防人員會在口岸區位置執行內地清關
相關的法規，如何實行要顧及法律、憲制上的影
響。當局現有多個可行方案，正評估不同選項做
法。

陳茂波西國取經
研港推綠建築難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

在網誌上講述他最近在巴塞羅那出席世界環保樓宇會
議的體會，並探討可持續樓宇建築在香港的發展以及
在實施上遇到的困難。他認為，要把香港建設為具生
活質素、舒適及可持續發展的城市，政府、建造業界
及整個社會都必須通力合作、迎難而上，共同努力為
香港締造美好的生活環境。
陳茂波上月底率領香港代表團逾百人，到西班牙巴塞

羅那出席「世界環保樓宇會議2014」，與多國政府、國
際機構代表及專家，就可持續建築的最新發展和所面對
的挑戰進行討論和交流。他表示，參考世界各地現時在
發展可持續建築的進程時，認為香港表現並不遜色。
陳茂波表示，此行深深體會到香港可持續建築發展

到今天所經歷的困難。他說，綠色建築早期主要由工
程專業推動，透過配置高能源效益屋宇設備，並在建
造過程中採用可回收物料及盡量減少建築廢料等，使
綠色建築在初期迅速發展。2000年中，建築專業開始
提倡被動式設計（passive design），設計發展項目時
考慮樓宇座向、附近微氣候等因素，盡量採用自然元
素，把綠色建築帶領到可持續建築領域上。
可持續建築近年在跨專業共同推動下，走向多元化階

段，由着重建築物設計，到加入維修、管理及物業重置
考慮；放眼點從單一建築物轉到可持續建築物群體；規
劃上由小區規劃擴到大區域，效益倍增，有效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促進健康及提升生活質素。從此，「可持續
樓宇建築」進入「可持續建築環境」年代。

推可持續建築 首重基準參照
陳茂波歸納世界各地經驗，認為在現有樓宇推行可

持續建築首要條件，是需要有基準參照和量度工具。
他說，香港現時有超過四萬幢樓宇，在制定和推行任
何政策措施前，都先要了解現有關樓宇狀況，透過數
據收集分析它們現時在能源效益、溫室氣體排放等各
方面的表現，從而「對症下藥」。
陳茂波又指，與會者均認同向大眾推廣可持續建築在

應對全球氣候暖化和改善居住環境方面的重要性。他指
若每位市民都理解和支持這運動，必定事半功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常言道：「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但未必人人都記得孝敬和愛護家中的「瑰
寶」。七旬夫婦曾先生與曾太太，以及八旬婆婆楊淑，
無私奉獻默默照顧家人，向下一代傳承孝道與美德。香
港長者協會昨日舉行第二屆最敬愛祖父母選舉頒獎典
禮，曾黃妹及楊淑獲金獎嘉勉，另頒發3個金獎項目及4
名優異獎，表揚9位深受家人敬愛的長者。協會倡議把每
年11月第二個周日定為「祖父母日」，宣揚長幼共融、
孝愛互傳的倫理精神。
曾先生及太太曾黃妹17年前首嚐「抱孫」樂，但後來

兒媳兩人欠債一走了之，留下巨債及襁褓孫兒，加上曾

黃妹當時患上癌症，兩老遭逢巨變，「初初會怪個仔乜
都唔理，但後來有信仰，就學識面對。」曾先生坦言，
把孫兒當親兒養育成人，只期望他做個有品德、有愛心
的人。孫兒曾卓南指，已經把祖父母當成親父母，但隔
兩代不免有代溝，「唯有大家多包容，不要因意見分歧
及小事傷感情。」
楊淑於1962年偷渡來港，定居南丫島，多年來種菜為

生，養大一對子女及3個孫仔孫女。女兒安秀屏指，母親
為人沒有架子、通情達理，甚至勇於向後輩認錯，因此與
下一代相處非常融洽。最年幼的外孫女關穎羣表示，從外
祖母處學到愛心、誠實、為家人不辭勞苦付出等美德。

最敬愛祖父母 9長者獲獎

■楊淑(左)和曾黃妹(右)合照。 袁楚雙 攝

本周跨部門會議 多招應對登革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葉佩妍）本港今年內出
現3宗登革熱個案，食物及衛生局日前指，3宗個案中出現
兩個源頭，證明有相當部分的本地白紋伊蚊帶有不同種類
病毒，情況令人非常擔心。高永文昨日表示，本周會召開
跨部門會議商討應對措施，包括公立醫院制定臨床指引，
分流部分病人不用留院；亦會參考其他地方的臨床指引，
分辨較嚴重的登革熱個案。衛生防護中心稍後會與醫管局
專家開會。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出席活動後表示，關注
本港出現3宗本地登革熱個案，當局下周將與各區區議
會召開跨部門小組會議，加強各區滅蚊工作。他指出，
衛生防護中心根據外地應對登革熱的臨床經驗及指引，
發現外地輕微個案的患者毋須入院。中心會將經驗與醫
管局分享，完善現有應對機制，減輕公立醫院壓力。

毒蚊可同叮多人 籲市民配合調查
高永文又說，本地白紋伊蚊有相當部分帶有不同類型登
革熱病毒，儘管首次感染登革熱的病徵及死亡率輕微，但
若再度感染，出現出血性登革熱機會大，死亡率較高。他
認為，流行病學調查十分重要，因為帶有登革熱病毒的蚊
子會同時叮咬幾個人，令患者所在社區可能有其他人受帶
有病毒的蚊子叮咬，呼籲市民配合人員進行調查。

冬季發病高峰 醫局定應變機制
他又認為，一旦登革熱成為本港風土病，未必會為公營
醫療開支造成嚴重負擔，因該病病情輕微，未必所有患者
需要住院，但仍不可忽略，應參考內地及外國數字與經
驗，為預防作好準備。他續指，公立醫院在冬季面對傳染
病及慢性疾病發病高峰期，對服務構成壓力。醫管局將制
定緊急應變機制，或在嚴重情況下影響非緊急服務，稍後
向公眾交代。
他又提到，現時已有有效疫苗針對季節性流感，可減低
患上流感機會和引發併發症風險，呼籲市民及醫護人員注
射。至於公營醫院床位數目緊張的問題，高永文認為，各
聯網醫院都應參考去年經驗，考慮是否需要擴充床位數
目，或可考慮暫緩非緊急服務，例如痔瘡、小腸氣等一些
非緊急手術。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梁挺雄表示，前日派人到青衣進行流
行病學調查、家訪及問卷。截至前日下午5時，已有超過
160名市民填寫問卷，當局前日亦接獲40個電話查詢，暫
未發現有新增登革熱個案。他指出，過往香港主要出現第
一、第二型號登革熱，第四型號亦曾出現，但本港暫未同
時出現多個型號的個案。他呼籲市民做好防蚊及滅蚊工
作，例如噴蚊怕水，防止登革熱在香港「落地生根」。

港捐器官率遜歐美 逾2500病人苦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器官移

植對於部分器官衰竭病人來說，是唯一生
存希望。不過，有指本港現時器官捐贈率
仍然不及歐美，由衛生署成立的中央器官
捐贈登記名冊顯示，至上月錄得逾15.4萬
人登記。有團體昨日舉辦香港器官移植及
透析人士運動會，希望推動肝、腎及心等
器官捐贈行動。有器官受贈者表示，通過
器官移植手術讓生命得以延續，期望日後
以正能量感染他人。有器官捐贈家庭表
示，器官捐贈為病人帶來重生機會，非常
值得。

受贈者運動場顯佳績推捐贈
香港移植運動協會昨日舉辦第二屆香港

器官移植及透析人士運動會，食衛局局長
高永文、醫管局主席梁智仁、醫管局行政
總裁梁栢賢、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梁挺雄等
出席。高永文致辭時表示，香港現時器官
捐贈率不及歐美，至今本港有逾2,500名

病人等候腎、肝、眼角膜等不同的器官捐
贈。他說，運動會可以證明器官受贈者有
能力在運動場取得好成績，推動增加肝、
腎等器官捐贈行動。
今年82歲的徐啟洪是運動會上最年長

的參賽者，他10年前發現腎功能衰竭，
需要洗肚，生活不便。幸好他得到捐贈者
的腎臟移植，身體迅速復元。他指現在每
一天都會好好活着，珍惜身邊所有人和
事，又說每星期練習2小時乒乓球和法式
滾球等運動，好好鍛煉身體。
器官捐贈家庭甘女士表示，多年前丈夫

突然離世，因與丈夫生前曾討論器官捐贈
話題，丈夫認為有意義，故決定將亡夫器
官捐出，為有需要的病人帶來重生機會。
她表示，與子女已登記器官捐贈，一直以
來亦參與很多器官捐贈推廣活動，不時向
身邊人分享，希望感染身邊人支持。她欣
慰地說，有些長輩已經漸漸地接受器官捐
贈行動了。

■徐啟洪(82歲)
是運動會上最年
長的參賽者。

張文鈴 攝

■甘女士表示，
希望感染身邊人
支持器官捐贈行
動。 張文鈴 攝

心臟病為本
港第三號殺手，
為加強公眾對該
疾病的認識，香
港醫學會昨日舉
辦「共創健康社
區2014 心臟疾
病知多 D」活
動，邀請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出席主禮。昨
日約200名市民
參與活動中的健
康講座，即場進
行免費體檢，再
由多位義務醫生
為他們提供醫學
諮詢。
圖、文：葉佩妍

認識「第三殺手」

■張建宗昨午出席節目時表
示，希望立法會議員不要拉
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