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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業主准組法團 監督維修迎「美景」
一成業權已夠數 成首宗勝訴案例利其他屋苑援引

民記倡百億基金解安老「三難」

3區獲准建資助出售房屋
四成999屬誤打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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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本港人
口老化，民建聯估計，屆2040年本港總
人口中有三分之一人為長者，立法會議
員梁志祥認為，政府有需要提早籌備將
來，建議當局撥款100億成立「安老院舍
發展基金」，為未來的老齡社會做好準
備，包括透過現金資助模式提升私營安
老院舍基本設施和服務質素至甲一級水
平，令更多院舍合乎現行「改善買位計
劃」的參與資格，從而直接增加政府資
助宿位的供應數目，減少長者輪候宿位
時間。
社會福利署資料顯示，截至今年5月，

有超過31萬名長者正在輪候各類資助院
舍，過去3個月平均輪候入住護理安老院
舍的時間長達21個月，護養院輪候更需
時28個月。與子女同住的83歲郭婆婆兩
年前大病一場，其後申請入住資助院
舍，但至今仍未有回音，她擔心「輪吓
輪吓，輪得來自己都走囉」。

梁志祥：提升院舍達「甲一級」
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指，現時社會的安

老服務存有三大困難，包括「搵人

難」、「搵位難」、「搵地難」，即前
線護理人員短缺、長者尋找宿位困難，
以及政府難覓地興建更多資助院舍。他
認為，政府應該針對人口老化問題，成
立「安老院舍發展基金」，撥款100億
元，向合資格私營院舍提供一筆過或持
續性資助，以全面提升院舍設施和服
務。
他認為，基金資助範圍包括進行室

內環境設施改善工程，以便符合現時
「改善買位計劃」下，人均樓面淨面
積有9.5平方米的基本規定（即甲一級
標準）；添置或翻新院舍基本儀器或
設施，方便照顧長者日常護理服務，
例如提升院舍電腦系統、護理設施
等。
梁志祥續指，政府應同時成立「安老

院舍發展基金」督導委員會，密切監察
基金計劃推行的情況，基金委員會成員
應包括政府相關部門的主要官員、院舍
界別以及社福界人士等，職權範圍包括
督導及監察基金的審批、推廣工作、落
實情況，以及審議與基金有關的事宜，
並在基金運作3年後應作出全面檢討。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聶曉輝 )香港
勞動力市場供應充足，但優秀人才卻
不易求。一項調查顯示，65%受訪香
港僱主對物色具備合適技能的人才感
困難，按年上升9個百分點，更位列全
球第三。調查又發現，銷售代表繼續
成為僱主招攬人才時面對最大挑戰的
職位，其次為工程師及資訊科技人
員。

人才短缺 港排全球第三
ManpowerGroup 香港昨日公佈第十

份年度《人才短缺調查》報告，發現
65%受訪香港僱主對物色具備合適技
能的人才感到困難，在42個受訪國家
或地區當中排行第三，遠高於全球平
均的38%。全球人才短缺最嚴峻的國
家或地區為日本(83%)，其次為秘魯
(68%)，技工則連續4年成為全球僱主
感到最難物色的職位。內地則以24%
成為全球最無受人才短缺困擾的國家
或地區。
438名香港受訪僱主當中，逾半數

認為人才短缺高度影響提供客戶所需
的能力，另有68%受訪者表示會採取
策略吸引及挽留人才，較去年增加8
個百分點。香港僱主認為人才短缺的
三大主因為本身缺乏應徵者(54%)、薪
金要求過於預期(17% )及缺乏經驗
(15%)。銷售代表、工程師及資訊科技
人員則為香港僱主最求才若渴的職
位。

銷售代表續列缺才榜首
ManpowerGroup 大中華區副總裁

徐玉珊昨日指出，銷售團隊為公司帶
來利潤，但銷售代表職位則從2007
年起已位居最難物色合適人才的首

位；大量的工程開展亦導致工程師、技工等職
位的需求增加。她表示，調升最低工資亦令兼
職相關的職位再次位列難於物色合適人才的首
十位，「經濟環境的改變增加僱主招聘合適人
才的難度，須要慎重考慮薪金及人才供應的財
政平衡。」
她續說，對具合適技能的資訊科技人才需求仍

然持續，本年度繼續排行第三位，科技現為提升
企業營運效率及生產力不可缺少的部分，「瞬息
萬變的業務對外判資訊科技項目工作更見倚重，
僱主尤其需要溝通技巧出色的資訊科技員工來與
有關的供應商溝通協調。」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鮑旻珊 )環境局
昨日宣佈成立回收基金諮詢委員會，以
協助推行剛成立的回收基金。委員會的
成員由環境局局長委任，就基金的整體
管理和運作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和建
議。委員會主席由工業總會副主席郭振
華出任，而成員包括專家學者、具商業
管理及社區服務經驗人士，以及工商業
協會的代表等。委員會成員任期由今年8
月1日起，為期3年。
委員會亦會按需要邀請相關的政府政
策局及部門代表，包括環境保護署、食
物環境衛生署、房屋署、勞工處、工業
貿易署等出席會議參與討論。香港生產
力促進局則將會提供秘書處服務。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香港正面對
迫切的廢物處理挑戰，需要推動回收業
有效運作及可持續發展，以增加廢物回
收再造和減少在堆填區棄置廢物，這是
本港整體廢物管理策略中的重要一環。
環境局又指，政府和委員會會與回收業
界以及持份者就基金的運作保持緊密溝
通，以確保基金能有效發揮，推動業界
發展。
行政長官在去年施政報告中宣佈設立

10億元的回收基金，藉此協助回收行業提高作業
能力和效率，推動回收業的可持續發展，從而促
進廢物回收和再造。

香港文匯報訊 為響應「全城清潔
2015@家是香港」運動，社會福利署
將提供一筆過撥款予營辦資助福利服
務單位的機構，加強清潔及預防措
施，估計超過1,870個福利服務單位
受惠。
社署發言人昨日在公佈有關消息時

表示，所有資助的日間或住宿照顧服
務單位，均會獲額外資源以加強清
潔，包括受資助安老院舍及殘疾人士
院舍、參加「買位計劃」、「改善買
位計劃」或「護養院宿位買位計劃」
的院舍、合約院舍和提供服務予長者
及殘疾人士的日間中心等。
同時，當局亦會向超過700間以自

負盈虧方式營運或私營安老院和殘疾
人士院舍，提供預防性及清潔消毒用
品，以提高環境衛生的意識，協助院
舍加強清潔環境的力度。
社署並已發出相關函件予各福利服

務單位及院舍，籲請工作人員保持警
覺，加強清潔及預防工作。各服務單
位及院舍亦應注重服務使用者個人及
環境衛生，並制訂切合服務單位情況
的應變措施。另外，社署的11個地區
福利辦事處會動員義工探訪院舍和其
他弱勢社群，如獨居長者，貧困家庭
等，以促進其個人及環境衛生。

社署資助福利機構「全城清潔」

香港文匯報訊 房委會策劃小組委
員會通過分別在荃灣、火炭及東涌興
建資助出售房屋項目，其中火炭及荃
灣區的項目有可能作綠置居出售。
房委會策劃小組委員會昨日召開特

別會議，討論位於荃灣、火炭、東涌
新居屋項目的發展參數，包括建築成

本和可興建的單位數目等，會上通過
該3區的新資助房屋項目，預料房署
隨即會展開招標程序。
其中火炭坳背灣街的項目現時是停

車場，位於工廠大廈旁，將來會興建
一座不超過46層樓高的樓宇，有約
810個單位。而荃灣德士古道項目規

模較細，提供約500個單位。該兩個
項目預計明年動工，2020年落成。至
於東涌27區會興建兩棟約41層高的
居屋，提供 1,000 個單位，可容納
3,100人居住，預計4年後落成。
早前有意見認為，該火炭及荃灣

區的兩個地盤可當作綠置居出售。
但有委員表示，應看第一個綠置居
項目反應，才再決定發展成居屋或
綠置居。

由於維修工程造價昂貴，加上懷疑有圍標情
況，部分業主希望成立法團以擁有「話事

權」。惟美景花園的業權屬於「三分天下」，由發
展商、政府及業主瓜分。由於發展商曾與政府換
地，兩者合共持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業權，而業主僅
佔29%業權，難以集齊業權成立法團。
故此，約10%、近700名的業主去年入稟土地審
裁處，申請以《建築物（管理）條例》第四條，即
以較低申請門檻，透過集齊一成業權同意，冀法庭
頒令一名業主委任人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再籌組
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最終獲法庭接納有關申請，規
定6個月內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最終可達至籌組
法團。

官：沒理由自己福利放別人手
法官黃敬華判詞指，美景花園公契要求成立的業
主委員會「不太運作到」，整個屋苑管理運作無居
民參與，而社會趨勢是居民自主管理屋苑，指「沒
理由將自己福利放在別人手上」，所以頒令批准以
成立法團為目的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

今次是全港首次有屋苑引用上述條文並獲勝
訴，業主何太對裁決感到滿意及感到「好開
心」。
由於案件裁決並不代表立案法團已經成立，何

太坦言有點擔心法團終未能籌組，她希望業主齊
心關注屋苑事務，如再有維修事項，法團齊心可
防止圍標等問題出現。
案件於今年6月已首次審訊，申請方為690名業

主，惟當時申請方計算的6.5萬份屋苑總業權份
數，與土地註冊處所載的7.5萬份有差距，審裁官
質疑申請的小業主合共可能未有條例要求的一成業
權下限，要求他們向發展商及土地註冊處釐清業權
資料。
申請方代表律師昨日向法庭指出，屋苑總業權份
數應為6.5萬份，因早前的商業用地及公眾地方業
權涉及重複計算，以致數額有誤，現獲得屋苑發展
商、地政署及土地註冊處確認，美景花園業權總數
實應為6.5萬份。
美景花園服務處回應稱，已知悉土地審裁處之裁
決，政府一直鼓勵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同時法

例有清晰程序協助業主，會配合土地審裁處委任之
召集人進行相關事宜。

陸偉雄：免物業公司「話晒事」
陸偉雄表示，任何屋苑及大廈遲早因老化而進行

樓宇維修，業主立案法團一直扮演監督的角色；過
往組成法團的門檻過高，致使小業主難以組團，結
果有冤無路訴。他說，今次案例具啟示作用，推動
本港更多屋邨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以制衡物業公司
的決定，例如有權選擇哪一間公司進行大廈維修，
避免讓物業公司「話晒事」。

姚松炎：有利有弊 或更易圍標
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副教授姚松炎接受本報

訪問時認為，裁決有利有弊，視乎觀點與角度。對
於降低成立法團人數門檻的壞處，他指業主多數是
各家自掃門前雪，一旦進一步降低人數要求，不排
除有人聯群結黨、霸佔法團主席及成員的位置，更
容易操控如圍標的情況。不過，他同意降低門檻有
利大型屋苑更易成立法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前年青衣美景花園維修費用高達近1.7億元，觸發部分業主入稟法院要求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防止同類事件重演。土地審裁處昨日批准美景花園業主以較低門檻，由過往須集齊三成業權，現集齊一成業權即可成立法團，成

為全港首宗勝訴的相關案例。執業大律師陸偉雄接受本報訪問時，形容裁決結果「令人鼓舞」，指其他屋苑業主日後可援引案

例，修訂其大廈憲章以降低組團門檻，發揮監督物業管理公司的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首6個月，警方各總區指揮
及控制中心共接聽1,114,819個來電，其中約六
成，即668,668個為需要處理的求助電話，其餘
446,151個來電則屬滋擾性或錯誤撥出。警方昨日
呼籲市民切勿濫用999熱線，市民應在緊急情況
下才致電999緊急服務中心，而各區警署可迅速
處理大部分非緊急案件和求助個案。「濫用緊急
熱線，不但影響警方處理緊急事故的效率，亦可
能延誤有真正需要的市民向警方求助，甚至令他
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

22萬人響應「全民運動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由康文署主辦的

「全民運動日2015」前日順利舉行，全日共有逾
22萬人次參加在全港18區指定場地舉辦的免費康
體活動及免費使用多項康體設施。康文署發言人
昨日表示，前日共有逾19.1萬人使用免費開放的
康樂設施，可見市民十分踴躍參與，當中體育館
主場的使用率更超過97.5%。
同時，康文署轄下多個游泳池當日也開放予市

民免費使用，全日總入場人次逾11.2萬，其中10
個游泳池於下午高峰期更曾出現滿額情況。至於
其他多元化的免費活動包括運動講座及示範、健
體閣活動、殘疾者活動、親子體育活動和體育同
樂等，共有逾3.1萬人次參加。發言人表示，該
署會繼續致力在社區推廣普及體育，宣傳多做運
動的益處，並在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恆，讓運動成
為生活的一部分，活出健康人生。

■■青衣美景花園青衣美景花園。。
鄧偉明鄧偉明攝攝

■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左)建議當局撥款100億成立「安老院舍發展基金」。左二為郭
婆婆。 袁楚雙攝

■■一眾觀塘區議一眾觀塘區議
員參與區內的清員參與區內的清
潔街道工作潔街道工作。。

■義工向長者派送清潔用品包，加強他們對保持環境清潔的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