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8 ■責任編輯：江 文 2015年1月15日（星期四）

退保須審慎 留500億顯承擔
免審查老年金爭議大 扶貧會商細節下半年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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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施政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日趨嚴
重，當局將繼續貫徹並推動一系
列「居家安老為本」的政策，當
中包括在未來3個財政年度內預
留約8億元，合共推出3,000張以
「錢跟人走」概念的院舍住宿照
顧服務券，以及在本屆政府任期
內增加約5,000個資助宿位。安
老事務委員會正積極研究照顧服
務券的可行性，預計今年年中提
交報告。
因應本港安老服務需求殷切，

現屆政府積極推廣個人、家庭及
社會共同承擔責任，並為長者提
供更多選擇，率先於2013年9月
推出為期4年的「長者社區照顧
服務券試驗計劃」，並採用「錢
跟人走」的嶄新資助模式，讓合
資格長者因應個人需要，使用服
務券選擇合適的服務，首階段
1,200張服務券已全數發出。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指出，當

局會因應中期研究結果，擬定下
一階段試驗計劃的細節，並視乎
安老事務委員會的報告建議，預
留約8億元於2015至2016年度起
的 3個財政年度內，合共推出
3,000張服務券。有關建議除可
縮短現時長者輪候冊的輪候時間
外，亦可透過「錢跟人走」的概
念，給予私營安老院舍提升服務
質素的誘因。

千名額勉青年投身康復護理
施政報告亦提到，安老事務委

員會正全力籌劃「安老服務計劃
方案」，預計於明年年中提交報
告；當局亦已向「長者學苑發展
基金」注資5,000萬元。至於去
年宣布已預留撥款，推行先聘用
後培訓的「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
劃」，未來數年將合共提供
1,000個名額，鼓勵青年人投身
安老及康復護理服務，預計今年
下半年開始招收學員。

當局亦會繼續向長者提供適切支援，包括透
過「關愛基金」於今年下半年分階段將「長者
牙科服務資助」項目擴展至領取「長者生活津
貼」的長者，首階段涵蓋約13萬名80歲或以上
長者。當局亦會多管齊下，提供更多資助院舍
住宿照顧服務，並通過去年施政報告提出的
「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重建或擴
建現有服務設施，增加安老宿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香港討論退休保障問題多年，一直未有共識。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競選政綱上承諾研究退保問

題，除了已於去年8月公布港大教授周永新團

隊《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外，

昨日發表的新一份施政報告更表明為退保未雨

綢繆，已要求財政司司長預留500億元，改善

有需要的市民退休後的生活保障，以凸顯當局

的決心與承擔。不過，該筆公帑如何運用等細

節，則留待扶貧委員會進一步商討，並期望今

年下半年展開公眾諮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施政報告提出了
多項扶弱措施。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昨日指出，各
政策局會繼續推行扶貧措
施，並特別呼籲立法會議
員盡快通過低收入在職家
庭津貼，讓超過20萬低
收入在職家庭能夠早日受
惠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
貼。
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新年度施政報告涵蓋的政策

範圍十分廣泛，其中特別重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
童及人口政策，以延長現有勞動力工作年期及釋放
勞動潛力，也反映了特區政府各政策局在過去一年
的努力，希望能夠回應到社會各界的訴求。
她指出，去年施政報告提出扶貧助弱的重點工

作，各政策局在過去一年繼續推行這些扶貧的措
施，她特別呼籲立法會議員，希望財務委員會能夠
盡快通過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讓超過20萬低收
入在職家庭能夠早日受惠。

交代人口督委會具體措施

就報告提出的人口政策，林鄭月娥表示，人口政
策重點工作，包括延長現有勞動力工作年期及釋放
勞動潛力，以至吸納海內外人才，「人口政策督導
委員會在過去兩年的討論之後，已經勾劃出一些具
體的政策措施，我會在明（今）日聯同4名相關的
局長舉行記者招待會，再向大家和社會大眾交代這
些措施。」
她指出，施政報告標題的六個字「掌機遇 作抉

擇」，對第二輪政改公眾諮詢及改善退休保障的諮
詢工作特別適切，希望社會能夠透過討論掌握這個
機遇從而達致目標，「在政改方面的目標，就是如
期依法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在退休保障方面，希望
大家能夠凝聚共識、收窄分歧，為我們有需要長者
的晚年生活再做到一個改善的措施。」

林鄭籲通過低津
惠逾20萬家庭

增資助宿位 八旬翁感欣喜

安享晚年

周永新團隊去年提交的報告，分析了多個政黨及民間
團體的建議及其財務可行性，並提出一個「免審

查、全民劃一金額」的老年金建議。梁振英昨日指出，
香港社會對退保議題意見分歧，「有意見認為『免審
查、全民劃一金額』的退休保障是長者的應有權利，但
亦有相當多意見反對任何免審查方案，堅持公共資源應
投放在最有需要的長者，並提出財務可持續性及『誰來
付鈔』等關鍵問題。」
周永新團隊的研究報告提及包括免審查的老年金方案
在內的4個全民退休保障建議，按推算將分別會在2030
年至2050年耗盡退休基金資源，而海外經驗亦顯示，
「隨收隨支」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往往須延後退休年
齡、降低退休金水平或增加供款率以改善財政狀況，故
全民退休保障不能單靠政府，亦要由僱主及僱員共同承
擔。

僱主僱員拒供款難達共識
梁振英指出，社會上的討論顯示，僱主及僱員都抗拒
額外供款或徵稅，故就退休保障融資安排達成共識未許
樂觀。他強調，退休保障是非常重要的社會議題，扶貧
委員會未來數月會為今年下半年啟動的公眾諮詢訂定框
架與內容，期待社會作出理性與務實的討論，從長計
議，凝聚共識。
梁振英認為，探討退休保障必須充分考慮不同政策選

項的足夠性、可持續性、可承擔性及穩定性。他指出，
香港的長遠經濟增長會因人口老化而放緩，財政資源若
要惠及全民，有經濟需要的長者所得到款項難免相對減
少，故需同時考慮現時退休保障多根支柱的角色，集中
投放社會資源幫助最有需要人士。當局會繼續改善強積
金安排，包括推出有收費管制的「核心基金」，以回應
「收費高、選擇難」的問題。

強調非將退保「拖得就拖」
雖然該500億元的用途仍有待商議，甚至不一定作退
保之用，但當局強調此舉絕非透過金錢將退保議題「拖
得就拖」。消息指出，由於過去一直有團體及議員質疑
當局「無做嘢」，故預留的500億元正正顯示現屆政府
對有關議題是「有承擔」。
消息指出，當局對如何使用該筆公帑並無既定立場，

包括屬「全民劃一」退保，抑或只投放於最有需要的
長者，需進一步研究並諮詢公眾，但強調「如果無入
息審查，要好審慎」，希望社會各界可以心平氣和討
論一下。此外，公眾諮詢將由扶貧委員會展開而非政
府，原因是該平台涵蓋各界人士，「好過政府閂埋門
去做。」
社聯對施政報告預留500億元為改善退休保障作撥備
表示歡迎，但認為資產審查及財政承擔能力等課題，應
留待公眾仔細討論及考慮才下定論，並期望當局持開放
態度，促請社會就退保方案早日達成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耆康老人
福利會昨日約同838名長者收看行政長官梁振
英發表施政報告，當中有68.3%表示「滿意」
報告內容，另140名護老者中亦有62.1%表示
「滿意」。
耆康會認為，為落實延後退休年齡及鼓勵僱

主聘用年長人士，政府應考慮委託有相關經驗
之非政府機構，倡導及落實聘用年長人士政
策，另要加快院舍擴建重建，才能縮短輪候名
冊，及應考慮下調「牙科治療資助服務」合資
格年齡，協助長者尋求適當牙科治療。
耆康會相信，政府透過長者義工等計劃能鼓

勵長者持續貢獻社會、保持活躍於社區，但須
完善發展長者義工政策，以善用社會重要人力
資源，及促進長者身心健康，包括吸引長者持
續參與專項義務工作、擴闊義務工作種類及參
與形式等。

68.3%長者滿意施政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聶曉輝）本港不同弱勢
社群面對不同需要，施政報告亦公布優化多項協助不同
弱勢社群的政策，全方位照顧不同需要。為了及早識別
及介入面對家暴風險及有其他福利需要的家庭與兒童，
當局除了已於2012至2013年度起分階段增加130個兒童
住宿照顧服務名額，亦會於新一個財政年度額外增加30
個兒童之家及寄養家庭的非院舍照顧服務名額，為受家
庭問題影響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臨時居所與情緒支援，
亦會增加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專業社工人手。

增小欖病床處理智障個案
當局亦決定根據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的初步建議，增
加小欖醫院約30張病床，在未來3年悉數處理輪候冊上
的嚴重智障個案、亦會增加精神科醫護人手及所有精神
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社工人手。另外，社會福利署會探
討以「獎券基金」推行先導計劃，由受訓的精神康復者
作為「朋輩支援者」，給予其他康復者支援及鼓勵。
鑑於近年的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學歷較從前高，僱
員再培訓局會在新一個財政年度為他們分別提供1,300個
及800個專設課程培訓名額，內容涵蓋樹藝及糕點等專
業課程，以提高他們的就業機會。「社區投資共享基
金」亦計劃在未來數年投入資源，協助新入伙公共屋邨
居民建立互助網絡，預期今年內於近年新建或重建的3
個公共屋邨：九龍灣啟晴邨、牛頭角下邨、上水祥龍圍
邨展開4個計劃，以建立社區網絡。此外，當局亦會再
預留兩億元，讓「短期食物援助服務」延續多兩年至
2017年年底。

料多用80億利民
財爺：暫毋須加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自明）施政報告提出148項
利民紓困新措施。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昨日透露，未計算
為退休保障預留的 500 億
元，粗略預算新年度施政報
告需動用額外約80億元，但
他暫時看不見有加稅的需
要。他並強調，特區政府非
常重視香港市民的退休生
活，但根據專家的研究，
「凡是『全民退保』都會『爆煲』」，須待勞福局諮
詢及研究再提出具體建議。

指報告具體扎實符社會期望

曾俊華昨日在會見記者時指出，今屆特區政府的第
三份施政報告，交代了當局過去兩年多的工作進展，
也為未來的工作定下了具體的方向和目標，並按優次
緩急回應社會對各方面訴求，「這是一份具體、扎實
的施政報告，切合社會各界期望。經濟也是施政報告
的重要課題，不斷提升香港競爭力，才可以保障全民
就業，讓每個人可以發揮所長，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
活。」
被問到新年度施政報告涉及多少額外資源，他回應

時指，現階段未能具體地計算，但若不計算預留的500
億元，粗略預算大約額外多80億左右，暫時看不見有
加稅的需要。
就特首在施政報告宣布，預留500億推行退休保

障，曾俊華說，特區政府非常之重視市民的退休生
活，「如果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市民退休方面的生
活，亦是一個有效的方法，問題是怎樣去做？我們會
預留500億元。勞福局會作出諮詢及深入研究，然後
提出具體建議。我們會就着這些具體建議才作出審批
的。一如既往，我會在財政資源作出配合，推行施政
報告內措施。」他坦言，根據學者研究所得，「凡是
全民退保都會『爆煲』。」最有效方法就是幫助有需
要人士的退休生活。兒童之家「加碼」助問題少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港府發表最新施政報
告，提出在今屆任期內增加約5,000個資助宿位，有長者
認為報告內容惠及百姓，感到非常滿意。對於報告提出
的「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首階段只涵蓋80歲或以上長
者，有長者希望港府將門檻降低，並同時全面為60歲或
以上長者推行免費交通，擴闊長者的社交範圍。
港府為切合長者需要及期望，在昨日發表的2015年施

政報告中重申，當局會貫徹「居家安老為本」政策，其
中以「錢跟人走」及「能者多付」模式推出的「長者社
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當局稱已預留約8億元，在
2015/16至2017/18年度共3個年度內，合共推出3,000
張服務券，以便在今屆政府任期內增加約5,000個資助宿
位。

為太太輪位未有回音
有為八旬老伴輪候資助宿位的84歲胡伯表示，對於是
次報告內容惠及百姓，感到非常滿意。他指，現時與太
太及逾40歲兒子，同住北角400呎私人單位，本來居住
空間尚算足夠，但近年老伴行動不便，希望遷至有人照
顧的資助安老院宿位。胡伯又指，去年開始為太太輪候
宿位，雖然至今一直未有回音，但明白資源有限，未能
即時獲分配，仍會繼續等待。對於40歲兒子日後的生活
保障，胡伯直言擔心不了，因要照顧自己已感吃力。
報告亦提出今年「關愛基金」分階段將「長者牙科服

務資助」項目，擴展至領取「長者生活津貼」長者，首
階段涵蓋約13萬名80歲或以上長者。但78歲黎先生
指，長者到70歲左右已出現牙齒問題，若要等到80歲才
獲資助恐怕為時已晚。他又指，其長子早前因經濟問題
搬回兩老的小西灣居屋，由於業權早已轉讓予長子，現
在兩老被逼到處尋找資助宿位，認為當局推出宿位數量
不足以應付龐大需求。對於長者2元乘車優惠今年3月底
將推廣至專線小巴，黎先生希望當局能全面為60歲或以
上長者推行免費交通，擴闊長者的社交範圍。

■黎先生指，若等到80歲
才獲資助恐為時已晚。

記者文森 攝

■胡伯對報告內容惠及百
姓，感到非常滿意。

記者文森 攝

◀昨日大批長者齊集院舍收看施政報告直播。
記者文森 攝

■財爺強調政府重視市
民退休生活保障。

梁祖彝 攝

■林鄭表示新年度施政
報告涵蓋政策範圍廣
泛。 記者梁祖彝 攝

▲有長者退休後生活困苦，施政報告宣布預留500億用以
保障市民退休後的老年生活。 記者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