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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氣費8月加4.6% 承諾兩年不變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
巡迴展覽」昨日起在鑽石山一商
場舉行，除了展出欖球立體模型
（上圖）給市民拍照留念外，一
班幼稚園學生參與互動遊戲，樂
也融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年度立法會尚有一個多月便休會，財

委會昨日調動議程，提早處理啟德體育園的撥款申請。財委會主席陳健

波並決定，將於下周四下午1時後加開財委會。根據政府文件顯示，倘

體育園在今屆會期仍不獲撥款，工程會延遲最少6個月至9個月，造價

會上升8億元至12億元。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政府已細心衡量和評

估過議程的時間性和重要性，現在交上財委會上的所有議程，均有必要

盡快處理。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認為，加開財委會處理積壓議程的做法合

理，希望反對派不要拉布。

回 歸 展 覽

財委會下周「加班」商體園撥款
倘今屆不獲撥款 造價或升12億 李慧琼盼勿「拉布」

近年標準煤氣收費加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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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
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計劃於今年8月
1日起，將每兆焦耳的標準煤氣收費
調高1.1仙至24.95仙，加幅相當於標
準收費的4.6%，估計約80%住戶每
月煤氣費加幅將不多於10元。煤氣
公司承諾未來兩年將凍結標準煤氣收
費。
環境局昨日向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
委員會提交文件，簡報中華煤氣的加
價計劃。煤氣公司將於今年8月1日
起，把每兆焦耳的標準煤氣收費調高
1.1 仙，加幅相當於標準收費的
4.6%，或去年實質煤氣費（包括標準

煤氣費及燃料調整費兩部分）的
4.3%。
自煤氣公司上次於2015年調整收

費至今，累計通脹率約為5.5%。
中華煤氣在文件中解釋，必須上調

標準煤氣收費，以應付隨通貨膨脹而
增加的營運成本，包括本地人工成本
的上漲，及未來數年的龐大資本開
支。
該公司於今年及未來兩年計劃的資

本投資總額，預計約38億元。
中華煤氣發出新聞稿，引述常務董

事陳永堅指出，公司已充分考慮客戶
之承受能力，過去20年只調整收費5

次（見表），上次調整已是2015年8
月，距今約兩年。
他並指，公司已不斷開源節流、提

升效率及控制支出，仍未能抵消增加
的成本，加上每年投資於管網及供氣
設施動輒超過10億元，故有需要調
整收費。他形容今次加幅温和。

80%住戶每月加不超10蚊
中華煤氣估計，約80%住宅用戶每
月煤氣費加幅將不多於10元。住宅
用戶每月9.5元的保養月費亦會在這
兩年間維持不變。
約一半工商業用戶每月煤氣費將增

加少於276元。
煤氣公司將繼續為9萬名合資格長

者、殘疾者、單親家庭和低收入家庭
提供優惠。他們可享每月首500兆焦
耳的煤氣用量半價優惠，及保養月費
和零件費用豁免，並不受是次煤氣費
調整影響。
中華煤氣的收費及利潤不受政府規

管，但該公司自1997年起，自願與
政府簽訂資料及諮詢協議以增加透明
度。
根據協議，中華煤氣須在調整收費

3個月前諮詢政府意見，並應要求向
立法會及能源諮詢委員會作出簡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房委會估計
本年度有約2.54萬個公屋單位可供編配，較
去年3.38萬個少近25%，房委會資助房屋小
組委員會昨日通過編配估算。資助房屋小組
成員柯創盛表示，房委會解釋東涌56區有
3,580單位出現工程延遲，以致新增單位受
影響，他對新建公屋單位估算大跌感失望及
擔憂，促房屋署緊貼公屋工程進度。
房委會發言人表示，本年度估計有約2.54

萬個公屋單位可供編配，包括預計約1.11萬
個新建單位及約1.43萬個翻新單位，當中
1.8萬個單位將預留給公屋申請者，其中
「配額及計分制」下申請者的編配額為
1,803個。房委會又預留單位作安置之用，
約270個會用作受各部門計劃影響的清拆安
置、2,000個單位作體恤安置。
房委會估算將預留3,600個單位供各類調

遷，當中1,000個單位會預留作處理寬敞戶
調遷個案，另預留合共1,000個單位給「紓
緩擠迫調遷計劃」及「改善居住空間調遷計
劃」 的申請者，餘下的單位會靈活用於
「天倫樂調遷計劃」、「長者住屋改建計
劃」、「特別調遷」等其他調遷用途。房委
會並會預留1,500個單位作初級及退休公務
員配額。

柯創盛促房署緊貼工程進度
柯創盛表示，長遠房屋策略的目標是每年

供應2萬個新的出租單位，但本年度可供編
配的新建單位僅有1.11萬個，擔憂認為輪候
冊的等候時間可能要再延長。
他透露，房委會解釋東涌56區有3,580單
位出現工程延遲，以致新增單位受影響，但
該項目按2016年底的預計應在2016/17年
度完成，因此現在已是再度延遲，對居住條
件較差的公屋輪候者有大影響，促請房署緊
貼工程進度。
會前有多個關注團體在房委會總部外請

願，要求房委會擱置在10月推行的新富戶
政策。他們質疑收緊富戶政策能否有效增加
公屋供應，認為政策是迫遷，沒有考慮市民
的承擔能力。
房委會昨日亦通過把按揭證券公司的全資

附屬公司「香港按揭管理有限公司」納入計
劃，作為新增的貸款機構，日後房委會未補
價資助出售單位的合資格長者業主，亦可經
轉介銀行與按揭管理公司訂立安老按揭。

特區政府調動立法會財委會議程，加插
近319億元的審議啟德體育園工程撥

款申請。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亦於昨晨通知
議員，將於下周四立法會大會由原定晚上
8時結束，提早於當日下午1時完結，財委
會隨後會加開兩節共4小時的財委會會
議，以處理積壓議程。

建制派盼速批沙中線前期撥款
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表示，獲梁君彥通
知，下周四的會議提早於下午1時完結
後，他立即託秘書處諮詢議員能否於當日
下午加開會議，建制派表示支持，希望能
盡快完成審議沙中線前期工程撥款，預留
較多時間審議啟德體育園項目。
他續說，若未能在餘下時間內趕快處理
積壓議程，按政府估計所有項目都會延遲
半年推展，情況不理想，一些在工務小組
已詳細討論的項目，希望可在財委會聚焦
處理。
陳健波稱，排在後面的東涌填海項目若
不能在下月中前完成，當區公屋落成日期
將延遲6個至9個月，希望議員能高抬貴

手。
不過，多名反對派議員不滿調動議程，

聲稱當局違背了「先易後難」處理撥款的
安排。陳健波則引述政府來信解釋，若體
育園今屆會期不獲撥款，會延遲最少6個
月至9個月，造價會上升8億元至12億
元。

張建宗：所有議程需速處理
張建宗昨日在落區探訪後則強調，政府

會小心衡量和評估議程的時間性和重要
性，因此財委會上的所有議程，均有必要
盡快處理。
李慧琼認為，開財委會會議處理積壓議

程的做法合適，如無爭議性法案，只有兩
項議員議案，一般大會可在星期四早上完
成，即使當日未能完成，下次會議也需再
處理，不會就此腰斬，相信主席的做法是
希望更有效運用立法會會議時間。
她強調，必須正視立法會大塞車的情

況，希望議員珍惜議會時間，「當然條件
是議員不要點人，不要拉布。」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

馬逢國表示，啟德體育園項目已在工務小
組討論多時，調查顯示60%受訪者支持啟
德體育園，業界也希望盡快上馬，若項目
延遲6個月，建築物料價格或隨通漲上
升，造價恐會更高。他強調，體育發展是
重大民生議題，希望議員減少拖延會議進
度。

精英運動員協會籲通過建園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亦促請財委會盡快

通過啟德體育園建造工程項目撥款申請。
協會表示，社會應正視學生肥胖及精神

健康問題，鼓勵學童參與體育運動，推廣
運動需要軟件及硬件配合，體育園可舉辦
更多國際性賽事，讓香港精英運動員參賽
獲獎，提升香港軟實力。
協會相信體育園可加強及推動香港體育

文化，提升市民及青年對運動的興趣及熱

誠，並指體育園除了舉辦大型賽事外，更
開放予市民使用，有助平衡市民身心靈健
康，從而提升香港整體生產力。
財委會昨日繼續審議港鐵沙中線前期工

程8億多元追加撥款。多名議員不滿港鐵
與政府的解釋，要求提交更多資料解釋超
支原因和責任誰屬，又關注到早前港珠澳
大橋中涉嫌造假事件的嘉科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在有關工程中的角色。
路政署署長鍾錦華表示，相關公司無參

與勘探商採集樣本或化驗的工作，只是參
與巡查及記錄爆破後隧道的岩土情況，強
調港鐵有專業人士就承建商的工作作最後
把關。
會議進行2小時後，社民連議員「長

毛」梁國雄在會上提出中止待續但被否
決，追加撥款至休會前仍未表決，會議今
日再續。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
到訪大埔區參與「共慶回
歸顯關懷」計劃的家訪活

動，探訪長者家庭和有需要家庭。張建宗表示，希
望藉探訪能與弱勢社群一起分享香港回歸20周年
的喜悅，向他們送上溫暖。對於取消強積金對沖勞
資雙方未達共識，張建宗強調政府有決心、有政治
勇氣、有承擔處理問題，希望勞資雙方互諒互讓，
否則是全港超過300萬名僱員的損失。
張建宗昨日與大埔區議會主席張學明和義工先後
探訪了三門仔3個家庭，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與需
要，並向他們派發禮物包，共慶回歸。他希望藉探
訪能與弱勢社群一起分享香港回歸20周年的喜
悅，向他們送上溫暖。
他強調，扶貧、安老、助弱是本屆政府的施政重

點，現屆政府在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預算為662億
元，較4年前增加了55%。

對沖問題複雜 冀勞資互諒互讓
對於日前政府就取消強積金對沖提出新方案，建
議先取消對沖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可繼續對沖，日
後再處理，並維持強積金及長服金計算比例為三分
之二。張建宗指出，現屆政府銳意徹底解決強積金
對沖問題，特首梁振英也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亦提出
具體方案，清晰說明政府有決心、有政治勇氣、有
承擔處理這問題。
他指出，對沖安排削弱退休保障，有需要撤銷，

但問題複雜且有爭議性，一定要各方互諒互讓。
張建宗續說，今屆政府雖然只餘下兩個多星期，
但他們仍然有決心，希望在餘下任期內爭取時間解
決對沖問題。他否認是急於求成，強調政府很明顯
有財政承擔、有政策配合、有時間表、路線圖，需
要的是各方面，特別勞資雙方作適度調校，未必沒
有可能在兩個星期內有突破，但如果今次無法得到
共識，將是全港逾300萬名僱員的損失，希望勞資
雙方可顧全大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東涌3580伙工程遲
累公屋編配減25%

張建宗大埔家訪送暖慶回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會議前
日加開會議，討論政府微調後的取消取沖方
案，即先以劃線形式取消遣散費對沖，但暫
時保留長期服務金對沖，計算比例維持月薪
的三分之二，但新方案未獲勞資雙方支持。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昨日表示，不能接
受「天一半，地一半」的處理方法，新方案
就取消長服金對沖未有清晰時間表。勞顧會
資方代表郭振華指出，新方案在對沖上有進
步，但未有為僱主提供儲錢方案。
陸頌雄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新方

案的優點是保留原有遣散費計算的比例，但
只做一半，未有解決長服金對沖，促請當局
提交取消長服金對沖的時間表。
出席同一節目的郭振華認為，新建議在解

決對沖上雖有改進，但沒有為僱主，特別是
小中企提供儲錢的方案，問題仍未解決，且
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對沖上有很多重複問題
出現，如果只取消一樣，預計日後勞資雙方
仍有很多爭議，故反對建議。對於勞工界提
出基金池的方案，他亦擔心會被合法濫用。

工聯批「合約工時」不能取代標時
另外，政府早前公佈為月薪不超過1.1萬

元的基層僱員，立法規定僱主須與該類僱員
簽訂書面僱傭合約，列明工時及超工時作補
償安排，被勞工界批評向商界傾斜，工聯會
昨日發表聲明批評，合約工時不是亦不能取
代標準工時，當局為合約工時立法是偷換概
念。
工聯會並指，合約工時令長工時及無償加

班合法化，強化「強資本，弱勞工」，絕不
接受有關方案。

微調撤對沖 勞資唔收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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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參與「共慶回歸顯關懷」家訪活動，探訪大埔區的家庭。

■啟德體育園區構想圖。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