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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高俊威）香

港回歸以來有不少

大型基建項目，均

被指是「大白象」

工程。發展局局長

馬紹祥昨日發表網

誌反駁，直斥有關

指控短視且極之危

言聳聽，又指基建

項目不存在「為政

治需要而做」的陰

謀論，「賣地養基

建」的謬論更是毫

無根據。他期望市

民切勿被不實指控

誤導。

基建構基石 未雨籌未來
馬紹祥斥「大白象」論危言聳聽 引新機場西鐵證效益長遠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鳳鳴）「我攀上珠穆
朗瑪峰，並不僅僅是為了挑戰自己，同時想向所有人
證明器官移植康復者同樣可以克服種種困難。」「我
感激捐贈者令我獲得重生，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能夠回
饋社會，努力做個好爸爸。」昨日是父親節，有兩位
爸爸格外勇敢、有愛。他們曾接受腎臟移植手術，為
了鼓勵接受器官移植人士勇於面對困難，兩人在今年
4月成功登上珠穆朗瑪峰山腰——高逾5,300米的珠
峰基地營。他們昨日出席了由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舉行「生命天使守護計劃」啟動禮，並作出分享，藉
以呼籲公眾參與器官捐贈。

冀以自身經歷推廣器捐
腎移植康復者陳國明今年58歲，他患慢性腎病長

達20年，在2011年惡化至腎衰竭階段並接受器官移
植手術。手術後，他決心成為一個強壯的人，於是積

極鍛煉身體。直至目前為止，他共參加過10次全程
馬拉松賽事，並表示稍後將會參加第十一次賽事。陳
國明希望透過登珠峰的行動，呼籲大眾支持器官捐
贈。他坦言，攀登珠峰過程一點也不容易。他攀上大
本營後，「身體無適應，晚上頭痛失眠，又肚屙」，
一度擔心身體無法負荷，但他未想過放棄，憑着堅強
的意志支撐和同伴的支持，最後成功攀上珠峰。
另一位腎移植康復者黃炎華，他在2002年接受器

官捐贈，他一直做運動以保持身體健康。「我本身喜
歡水上運動，為了挑戰自己，所以我決定挑戰珠
峰。」
黃炎華表示，抵達珠峰基地營前需先穿越冰河，作

為長期病患者，他的身體感到吃力，最後靠着毅力及
同伴支持得以完成。
對於為何參與挑戰珠峰活動，他表示：「我想透過

這個活動挑戰自己，同時藉此呼籲大家進行器官捐
贈。」康復後的黃炎華致力推廣器官捐贈，他希望能
夠回饋社會，努力做個好爸爸。
醫療技術發展日益進步，但器官移植仍是器官衰竭

病人的唯一希望。現時香港可移植的器官數量有限，
逾2,000名病人每日等候器官移植。
每一個器官捐贈的決定，至少可拯救7人，但香港
每100名成年人中僅有3名於器官捐贈名冊登記。國
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希望為社區作出貢獻，因此簽署
了器官捐贈推廣約章，並舉辦「生命天使守護計
劃」，邀請企業、非牟利組織、學校及個人參與器官
捐贈。
「生命天使守護計劃」分個人及團體兩大組別，完

成活動指定要求便可得到相關獎項。個人方面，只要
成功向8名人士推廣器官捐贈並令其登記衛生署「中
央器官捐贈名冊」及向家人告知捐贈器官的意願，即
可成為「生命天使」。
團體方面，首先需簽署《器官捐贈推廣約章》，隨

後於公司/學校/機構內介紹及推廣「生命天使守護計
劃」，貼上相關海報，並記錄登記「中央器官捐贈名
冊」的員工/會員的姓名及電郵，最後令員工/會員成
為個人「生命天使」。

「受植」雙爸闖珠峰 盼出力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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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嘉賓主持啟動典禮。 機構提供圖片

馬紹祥在網誌指出，近日留意到在議會內
外，均有人把「大白象」的帽子扣在政府

投資的基建項目上，指政府浪費公帑，企圖影
響市民對基建投資的看法。

冀市民勿遭誤導
他嚴正指出，這是短視和極之危言聳聽的想

法，因政府推展工務工程項目之目的，是要改
善市民生活質素、提升香港長遠競爭力和推動
經濟發展，是有遠見、具承擔的做法，冀市民
勿被不實指控誤導。
他解釋，有些人誤以為基建項目因規模龐

大，涉及金額較多，便是「大白象」工程。其
實「大白象」工程是泛指一些興建和維修費用
昂貴，卻沒有太大經濟效益的項目。

他以香港回歸前後落成的千億「機場核心計
劃」為例，指在立項初期也曾被批評浪費公
帑。但20年過去，事實證明新機場不但支持香
港的經濟發展，更鞏固香港在區內物流及航空
樞紐的領先地位。此外，西鐵亦曾因初期乘客
量不足被批評為「大白象」工程，但至今已成
為新界西北主要交通工具。

強調跨境基建增港競爭力
他續說，有人硬指跨境基建是「大白象」工

程，但其實有關項目仍在興建階段，故在缺乏
實際成本效益數據下胡亂指控，實有欠公允和
公信力。他強調，跨境基建目的是加強本港與
外部的連接性，完全符合基建提升香港長遠競
爭力和推動經濟發展的原則，因此根本不存在

某些人所說「為政治需要而做」的陰謀論。
對於有人聲稱政府不斷「賣地養基建」，馬

紹祥反駁這說法罔顧事實，指政府一直採取多
管齊下策略增加土地供應，賣地目的絕非為推
展基建項目。
另外，政府有不同安排應付基建的資金需

求，賣地收入並非唯一選擇，此種謬論根本毫
無根據。

澄清賣地結餘可調配
他又認為有意見指賣地收入只用作基建投資

的說法不盡不實。他解釋，根據「基本工程儲
備基金」的運作模式，當賣地收入存入基金
後，財政司司長有權把基金內不需用的款項結
餘，撥入政府一般收入賬目內。他認為負責任

的公開評論，要
先經深入研究，
不應誤導市民。
他總結指，過

往30年一直有機
會參與策劃及推
行香港多個基建
發展項目，看到
香港所取得的成
績及進展感到欣
喜，但也為質疑
甚至抹黑他們有
關工作的言論及行為感到失望。他相信政府在
未來日子仍會持續投資基建，讓市民繼續安居
樂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一地兩檢」安排至今未定案。對於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張炳良日前指，內地人員在西九總站只處理清關工
作，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田北辰對此說法
半信半疑，認為局部執法或存漏洞，又指如內地同意
局部執法，是超乎想像的一大讓步。他又認為，本港
除發展鐵路，亦應提升巴士服務，建議巴士公司推出
面值低於700元的月票。
田北辰昨晨接受電台訪問，質疑張炳良所說內地人

員「純粹做和清關有關工作」。他認為，局部執法存
在漏洞，因香港和內地的法例不同，如有嫌疑犯通關
時，不論內地人員在進行清關或局部執法時，均會引
起尷尬局面。他續說，如內地相關部門同意局部執
法，是超乎想像的一大讓步。他建議，政府可考慮在
站內設立「外地口岸區」，在不違反基本法的情況
下，解決內地及本港的執法問題。
對於香港未來交通發展，田北辰認為，本港必須以

鐵路為交通骨幹，因路面空間有限，難以擴張，但鐵
路不能隨意加建或增加服務，故巴士服務長遠來說亦
可發揮作用，政府不能只顧增加鐵路資源，忽略改善
其他交通服務。

倡九巴增月票 設可加可減制
他提出，政府應在巴士交匯處興建大量泊車位，鼓

勵市民轉乘巴士，減少路面私家車數目。巴士公司亦
可設預先訂位的豪華巴士服務，以及增加過海路線，
例如天水圍來往西灣河等。
他又建議九巴增設月票，面值低於700元，讓乘客
可在全港路線使用。他亦認為專營巴士應設立票價可
加可減機制，賺大錢或油價下跌時可減價。
另外，就政府多個基建項目超支，田北辰指出，部

分超支項目是因勘探不足，部分工程由路政署負責，
而勘探指引由土木工程拓展署發出，但政府屢次以勘
探不足作為超支原因，他質疑有關指引的準確性，促
政府盡快檢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自 2008 年成
立，至今已有逾1.35萬名兒童受
惠。勞工及福利局昨日公佈的一
項研究結果顯示，基金計劃能有
效地為基層兒童提升資源管理和
規劃未來的能力、擴闊個人網
絡，並建立持續儲蓄的習慣。當
局指出，該些條件對參加者的學
業和事業發展均有裨益，是未來
成功和擺脫貧窮的關鍵。研究報
告建議基金加強宣傳推廣以增加
受惠人數，同時提高基金計劃資
料的透明度，讓有興趣的家庭可
得知如何參與。
勞工及福利局於2015年委託香港
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與政策
二十一有限公司進行「兒童發展基金
計劃參加者的較長遠發展研究」，比
較了基金計劃參加者與家庭經濟背景
相近的非基金計劃參加者（「對照
組」）的發展情況，發現基金計劃參
加者與「對照組」在學業期望、儲蓄
習慣等方面有明顯分別。

研究證受惠童更具規劃力
研究指出，80.1%參加者希望能
取得學士或以上學位，「對照組」
只有64.3%，不少參加者亦會在面
對障礙時，思考如何採用不同的方
法去達到目標。研究也亦發現，計
劃參加者比「對照組」較少出現過
度活躍、情緒症狀及逃學等問題行
為。有關結果印證了計劃參加者對
自己的未來更有動力和計劃，他們

亦有較強能力提升其日後在職場上
的競爭力。
基金計劃的「師友配對」是計

劃其中一個重要元素，研究發現
計劃參加者明顯地從家庭、朋友
處得到較高程度的社會支援，他
們也在未來接受教育、工作和職
業方面，有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更有決心持守自己訂下的目標。

近八成保持儲蓄習慣
另外，77.6%計劃參加者於完成

計劃後仍能保持儲蓄習慣，較
「對照組」的43.6%為多。一些計
劃參加者指「目標儲蓄」讓他們
明白到儲蓄習慣的重要性，亦有
助他們實現長遠的目標。有營辦
機構表示，部分參加者的家庭透
過參與不同的財務工作坊和講
座，開始意識到持續儲蓄習慣的
重要性，亦對財富管理有更深入
的了解。
總括而言，研究報告指基金計劃

能幫助參加兒童提高管理資源的能
力、建立持續儲蓄習慣及為未來訂
立目標，長遠而言有助扶貧。
研究報告建議基金應致力提高

學校與老師對計劃的認識、提高
計劃資料的透明度、挽留與累積
富經驗的友師，同時考慮檢討目
標儲蓄的金額以跟得上物價水
平，及追查參與研究的計劃參加
者於兩三年後的表現，以助了解
基金計劃對減輕跨代貧窮的長遠
成效。

為幫助基層兒童
向上流動，勞工及
福利局於2008年成

立兒童發展基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
昨日發表網誌指出，基金至今已獲撥款6億
元，並透過非政府機構及學校，先後推出9
批共145個計劃，已有逾1.35萬名基層兒童
參與。政府將於2017/18及往後學年，繼續
推出更多批次計劃，預料會有額外8,000多
名基層兒童受惠。

蕭偉強料再惠逾8000童
蕭偉強表示，與家境較富裕孩子相比，基

層兒童不但在物質資源上較缺乏，他們所能
得到的無形資產，例如人際網絡、眼界識
見，也往往因家庭環境及經濟條件而受限。
蕭偉強表示，勞福局成立兒童發展基金便

是為幫助該些孩子向上流動，基金計劃獨特
之處，在於並非着眼於滿足金錢或物質方面
的即時需要，而是透過「目標儲蓄」、「師
友配對」和「個人發展規劃」3個主要元
素，在基層兒童參與計劃的3年內，增強他
們在未來發展方面的能力和信心。

助減跨代貧窮
他續說，計劃亦裝備了基層兒童去迎接未

來人生挑戰，促進他們的較長遠發展，做到
「人窮但志不短」，敢於追尋夢想，積極為
未來打拚，從而減少跨代貧窮。
他表示，勞福局邀請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

行政學系與政策二十一進行的研究，調查了
參加者在完成計劃1年至4年後的情況，並與
家庭經濟背景相近、年齡相若的非基金計劃
參加者作對照比較。他指出，報告認同計劃
的3項元素都極為重要並相互補足，有效幫助
基層兒童提升資源管理和規劃未來能力，擴
闊個人網絡，並建立持續儲蓄習慣，長遠能
幫助他們擺脫貧窮。
他續說，報告中另一令人鼓舞的結果，是

計劃同時為參加者的其他家庭成員帶來裨
益。約40%計劃參加者表示，自己為兄弟姐
妹帶來了正面影響，令他們更願意認識他
人、對未來有個人計劃，以及成功建立持續
儲蓄習慣等。他表示，非常期待能見證更多
孩子因計劃而有着正面改變，在人生的路途
上抱持積極態度和希望，走得更高更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一地兩檢」局部執法？
田北辰：超想像讓步發展基金促上流 基層兒童有出頭

9年累撥6億 逾1.35萬人受惠

■馬紹祥斥基建「大白象」
論是危言聳聽。 資料圖片

■蕭偉強料
新計劃額外
有逾 8,000
多名基層兒
童 受 惠 。
資料圖片

■兒童發展基
金計劃至今已
有逾 1.3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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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票或套票僅限於「香港海洋豪華郵輪有限公司」及 / 或「上海淩遠實業有限公司」與
各持票者之間的約束。作為本公司遊輪的合法註冊擁有者及船東，本公司將不會對任何
因遊輪船票、套票或航程的延誤、推遲、取消或其他各種原因而導致的損失、費用、申
索、負債或爭議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本公司將保留一切權利。
中國郵輪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