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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獻策施政 惠經濟利民生
促特首與民同行創新局 落實新街市完善房策

民建聯對施政報告補充建議
■運用政府每年從港鐵公司收取的現金股息成立「票價基金」，減
輕市民車費負擔

■釋放未補地價居屋，落實參選政綱上「社企二房東」的建議

■重推「樓宇更新大行動」

■興建新街市，同時盡快為全港現有公眾街市加裝冷氣

■完善社區安老配套設施，並推出配合家居安老政策的服務

■關顧中產，減輕稅務負擔

■鼓勵持續進修，全面檢討持續進修基金計劃

■推動家庭友善，檢討侍產假安排

■強化中史教育，提升國民認同

■成立專責委員會，建設智慧城市

■配合人口增長，同步規劃社區配套

■制定完善政策，強化罕見疾病和癌病支援

■增加公務員人手並改善公務員薪酬待遇，優化服務質素

資料來源：民建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
一直存在人手錯配問題，以致出現「有
人無工做，有工無人做」的情況。工聯
會理事長吳秋北、立法會議員郭偉強、
陸頌雄及何啟明等人，昨日聯同逾百名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及工聯會屬會代表到
政府總部門外請願，表明反對擴大輸入
外勞。他們指出，有無良僱主刻意製造
「請不到人」的假局，意圖藉機擴大輸
入外勞，促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不要中
商界的伏。
工聯會指出，商界近月多次高調表
示，由於不能在本港招聘足夠人手，故
需要輸入外勞以紓緩人手不足問題，惟
工聯會權委翻查政府統計處及勞工處招
聘中心，發現事實並非如商界所指般嚴
重。根據政府統計處3月份至6月份期
間資料顯示，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有
多達30,900人失業，建造業亦有13,700
人失業，該上兩個行業的失業率為4.7%
及4.8%，遠高於整體的3.1%。

揭有僱主自製難請人假象
工聯會權委近日亦到勞工處就業中心
翻查資料，發現所有自資院舍僱主、園
藝技工老闆等，不論工作地點遠或近，
竟以劃一薪酬招聘僱員。工聯會權委主

任唐賡堯相信，有一班僱主試
圖操控招聘薪金，刻意以市場
不會接受的薪酬及待遇招聘員
工，製造招聘難的假象，且不
止涉及一個行業。
權委於9月到沙田勞工處就

業科翻查資料，發現全港不同
地方的老人院舍，不論新界西
的屯門及葵涌；新界東的粉嶺
及將軍澳；九龍的旺角及深水
埗；港島區的堅尼地城及柴灣
均以月薪1.2萬招聘護理員(長
者服務)，同樣每周工作54小
時。反觀政府資助的院舍例如救世軍恆
安院舍，卻以月薪13,735元再加津貼招
聘院舍護理員，每周工時僅45小時，其
他政府資助院舍也有最少1.3萬元至1.4
萬元不等。
唐賡堯指出，上述例子可見，護理
界、園藝技工及一些界別都出現一隻
「無形之手」，操控所有薪酬，並刻意
用市場不能接受的薪金與工時招聘員
工，並持續製造招聘困難的假象，令政
府誤以為招聘難的情況持續發生。
權委指出，過去20年間，香港工人為
社會將本地生產總值由1.3萬億元增至
2016年的逾2.4萬億元，公司利潤愈來

愈多，惟工人換來的卻是工作時間愈來
愈長，「個別工種例如機場貨運站，工
人每月需加班40至50，甚至逾100小
時，才可賺取養活一家的生活費，以上
的情況真的合理嗎？」
權委重申，理解未來人口會出現老

化的問題，人手短缺或有機會出現，
但建議政府必須先解決工人薪酬待遇
與工作量不成正比的問題，及研究並
實施各種釋放本地勞動力的方案，最
後才可透過現行機制例如補充勞工計
劃來處理輸入外勞的問題。否則，市
民大眾對政府及商界的不滿必然是愈
來愈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任內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土地
及房屋供應將成大眾關注的重點之一。立
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率領多名西九新動力
代表往政府總部門外請願，促請新一屆政
府着力解決青年人向上流、土地及房屋供
應、人口急劇老化、中產向下流及民生基
建老化等深層次問題，並提出30項重點建
議。西九新動力希望施政報告提出增強香
港競爭力、改善民生及提升市民生活質素
的政策，展示施政新風格。
西九新動力提出的五大範疇，包括「學

習要輕鬆 教育要多元」、「增加房屋供
應 完善城市規劃」、「增加長者福利 完
善醫療體系」、「紓解民困 阻中產向下
流」及「改善基建 打造海濱長廊 海水要
潔淨食水要安全」。
教育方面，西九新動力建議政府應根據環

球趨勢、經濟轉型與人口結構，檢討專上教
育的課程，在傳統四大支柱及六大優勢產業
以外，配合僱主、巿場、社會的需要，引入
更多元化的科目，並應加大「青年發展基
金」的投放額度，同時鼓勵各大院校開辦有
關「一帶一路」的課程、設立「一國兩制」
研究院及考慮將中國歷史科重新定為必修
科。
房屋供應方面，西九新動力認為應透過

靈活的方式，積極覓地增加不同形式的資
助自置居所的供應；建議增撥土地興建類

似房協「乙類」屋邨單位，照顧年輕人的
住屋需要；應積極增加工商業和商貿用地
供應；改善九龍西交通，加快區內的多條
幹道工程進度，重啟紅磡渡輪服務；及對
需要進行緊急維修的樓宇的業主提供協
助，利用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進行修葺
等。
西九新動力亦促請政府增加長者福利及

完善醫療體系，包括調高長者醫療券的金
額至2,500元；將兩元乘車優惠擴展至所
有60歲以上的退休人士；優化剛推出的終
身年金計劃；鼓勵政府和私人機構提供更
具彈性的退休安排；加強假日醫療服務；
及為「罕見疾病」訂立官方定義等。

促完善長者醫療福利
紓解民困方面的建議則包括訂立提升中產

人口比例的明確目標至50%；撥款10 億元
設立「失業或轉型貸款基金」；及繼續研究
成立以政府為中央受託人的強積金計劃核心
基金，以降低現時強積金的管理費，減輕中
產僱員和中小企僱主的負擔等。
改善基建方面，西九新動力要求政府撥

款100億元作為改善水質的基礎性投入資
金；加快成立海濱管理局；於土瓜灣新山
道及新碼頭街的行人道建林蔭大道，改善
海濱連接；及盡快對受鉛水影響住戶作出
合理賠償，並對屋邨家庭的孩童，持續提
供社區及其他支援。

民建聯早於7月提出「與民同心、開創新
局」的施政報告期望，其後於上月及本月

初再舉辦了多場「與局長對談」系列，就多個
民生領域與多名政策局長交流，並提出了對政
府施政的新建議。為此，民建聯整理了近月聯
盟內部及市民的意見，並就政府將發表的施政
報告，提出補充建議，期望政府可積極考慮。

建議設「基金」津貼交通
民建聯建議特區政府運用每年從港鐵公司收取
的現金股息以成立「票價基金」，用於津貼市
民，特別是偏遠地區居民乘搭各類公共交通工具
的車費開支，同時研究於現行票價調整機制方程
式加入盈利指數，作為抵消或調低港鐵每年的票
價加幅，以紓緩市民的交通費用負擔。

推未補價居屋予基層
民建聯亦促請林鄭月娥落實參選政綱上的建
議，鼓勵未補地價的資助房屋業主將單位或房
間，以低於市值的租金出租予指定的「社企二
房東」，並由該些社企代為管理及將單位出租
予基層市民；重推「樓宇更新大行動」，並將

適用範圍擴展至遵從《消防安全（建築物）條
例》相關命令的消防工程。
同時，民建聯亦促請當局盡快落實在東涌及

洪水橋等新發展區興建新街市的計劃，而規劃
新街市時應完善相關配套，同時在現有社區尋
找合適地點興建新街市，及增撥資源盡快為全
港現有公眾街市加裝冷氣。

倡「醫社合作」援長者
香港人口持續老化，民建聯建議發展以長者

為本的居家安老智能網絡，並推動「醫社合
作」模式擴展社區層面的護理及復康服務，使
長者可透過地區中心持續獲得適切服務。同
時，應盡快就「罕見疾病」訂立官方定義及設
立「罕見疾病資料庫」，以制定相關的支援政
策。
為配合人口增長，民建聯指當局在增建單位

後，往往未能因應新增加人口而提供相應的社
區配套，影響居住環境質素，並對居民生活造
成種種不便，故應加強政策局及部門的協調，
在增加住宅單位供應時，同步擴充區內的交通
容量及提供足夠的社會配套與商業設施等。

可增設扣稅額扶中產

關顧中產方面，民建聯認為在現有「居所貸
款利息扣稅」以外，加設「居所租金扣稅
額」，每年扣除金額上限與「居所貸款利息扣
稅」一樣為10萬元，享用期為15年；同時設
立「醫療保險扣稅額」，為購買政府認可醫療
保險的市民提供稅務優惠，以鼓勵市民購買醫
保，並減輕納稅人的稅務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批
患有罕見疾病脊髓肌肉萎縮症患者
及家屬昨日到行政長官辦公室請
願，要求政府資助他們購買新藥，
特首林鄭月娥親自接收請願信，並
表示政府會爭取藥廠將新藥引入香
港。
港大三年級學生周佩珊3個月大就

證 實 患 上 脊 髓 肌 肉 萎 縮 症
（SMA），需要長期使用呼吸機，
頸部以下只有兩隻手指能動，她早
前用了4個月時間撰寫過百頁的計劃
書，要求政府引入美國藥廠去年推
出醫治SMA的新藥。
周佩珊昨日與其他脊髓肌肉萎縮

症患者及他們的家庭到特首辦請
願，要求政府為患者提供一種首年
藥費要600萬元，之後每年要300萬
元的新推出治療藥物，其間林鄭月
娥主動走出特首辦與請願人士會面
約5分鐘，並接收計劃書。

林鄭月娥表示，是否資助病患者
使用新藥現時並不是錢或資源問
題：「到今天為止，起碼我們得到
的資料是藥廠沒打算將這種藥引入
來香港。在目前醫療制度下，如果
藥是沒註冊沒登記，醫管局亦難以
提供這種援助。」
她表示政府有向美國藥廠了解，

但對方暫時沒打算將新藥引入香
港，稱政府會爭取引入藥物。
衛生署指，有關新藥在香港未有

註冊，至今沒有接獲有關藥物的註
冊申請，而食物及衛生局就表示，
正透過不同渠道了解藥廠會否將這
種藥物引入香港，稱政府和醫管局
會繼續留意國際研究，檢視和適時
優化撒瑪利亞基金等資助項目。
署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徐德義就

說，明白市民對不常見疾病的關
注，會透過既定機制將藥物引進藥
物名單。

工聯倡研策釋本地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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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昨率領多名西九新動力代表往政府總部門外請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工聯會遞交請願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林鄭親接請願信 允爭取新藥「來港」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於後天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多個政黨均趁昨天周日到政

府總部門外請願並提交施政建議。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劉國勳，區議員鄧家

彪、鄭泳舜、顏汶羽及黎榮浩等多名成員，昨日亦提交多項建議，促請林鄭月娥能

實踐競選時「與廣大市民同行」的理念，把握民心所向，展現施政新風及施政效

率，改善民生、推動經濟，為香港開創一個新局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工聯會逾百
人昨到政府總
部門外請願，
反對擴大輸入
外勞。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彭子文 攝

■民建聯就施政報告提出多項建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民建聯請願民建聯請願，，獻策施政獻策施政。。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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