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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工難證工時 申低津吃閉門羹

13機構儲備「滿瀉」
社福撥款制研檢討

司局長聽民意 勤落區非做騷
張建宗：與民交流最重要 可反思及改進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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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選
舉時承諾「與社褔業界商
討如何優化整筆撥款資助

制度」，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指出，整筆撥
款制度上次開展檢討的時間已是近10年前，是時候
檢討，社署亦已開展了初步探討如何進行檢討的工
作，當局會在短期內公佈。他指出，善用公帑，提供
優質服務，應是資助制度之義。
羅致光昨日發表網誌指出，香港社會福利服務近

30年總是有一個莫名其妙的特色，就是資助制度總有
爭議。
由1991年福利白皮書開始，政府便已清楚表明要

就標準成本（即整筆撥款的一種）開始探討。
社署早於1995年至1997年間進行了資助制度檢

討，結果只就服務質素監管達至共識，推行了津貼及
服務協議和服務質素標準兩個相關制度，而當時研究
顧問建議的單位成本，亦即是標準成本設計的一種，
不被接納。

整筆撥款在港爭議多宜反思
至1999年，才就整筆撥款制度再開始進行諮詢。
他表示，香港社會福利服務資助制度，還有一個香

港獨有的特色，就是世界上已發展的國家和地區所行
的福利服務資助制度，主要都是以服務單位成本或是
整筆撥款計算，單是在香港爭議多，「或許這亦是值
得我們反思的一點。」
究竟整筆撥款的儲備多少才足夠呢？羅致光指出，

這個問題，大家可以思考，考慮的因素主要是撥款
（即主要收入）及開支的穩定性及可預測性。
他表示，由於整筆撥款制度中撥款基本上是穩定，

自2005年至今，以單位成本扣除通脹的撥款實質金
額，便只有增無減；支出方面，若非作出重大服務及
支出政策的改變，支出亦十分穩定及可預測（人為的
計錯數例外）。

羅致光：逾半儲備超開支25%
他又提到，逾半數接受整筆撥款的機構，其整筆撥

款儲備超過營運開支的25%，該數目於2013年至
2016年3個年度持續增加。
他說：「為什麼社福界的管理層不斷要求增加整筆
撥款基準的同時，這個儲備比例又不斷擴大呢？此
外，當機構的整筆撥款儲備超出上限時，社署會取回
超額部分。至2015年至2016年間，共有逾40%的機
構曾被社署取回撥款。」
在有實施取回政策的過往12年中，有13間機構
（約8%）是有6年或以上（即6年至10年）有撥款
被取回。羅致光指出，當中或許理由有很多，這都是
值得檢討，「善用公帑，提供優質服務，應是資助制
度之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一篇題為「群策群力
推動旅遊業再創佳績」的網誌，指特區政
府多年來積極投放資源支援旅遊業發展，
旅發局與業界一直攜手合作，因時制宜制
定合適的推廣策略，推出更多元化的旅遊
盛事、景點和產品，吸引更多高消費的過
夜旅客來港。
他指出，今年外圍經濟環境大有改
善，加上各界的共同努力，香港的旅遊
業表現不俗，各項旅客相關數字均錄得
不錯增長。
今年首8個月，整體訪港旅客的人次

按年增加1.9%，來自北亞市場（包括日
本及韓國）的旅客人次更升近12%。受
惠於過夜旅客數字增加近5%，酒店平
均入住率於今年首8個月亦上升3%至
88%；今年七八月的總銷貨價值分別按
年升4%及2.7%。

陳茂波：改善郵碼一帶交通
陳茂波指，本屆政府非常關心旅遊業的
持續發展，他於日前便主持了一個高層次
的統籌會議，與多名相關局長及部門首長
討論了多項與推動旅遊業發展有關的項目
及配套措施。
他以旅遊配套設施舉例指出，有關部門
會合作加強改善啟德郵輪碼頭一帶的交通
設施及安排，包括盡早開辦連接九龍塘的
新巴士線等。
同時，珠江三角洲旅客為本港郵輪旅遊

的重要客源，入境處會配合郵輪公司的安
排，在船上為旅客進行出入境手續，便利
過境香港的乘客，讓他們毋須特意登岸辦
理出入境手續。
陳茂波指在會議上請各相關部門研究，

在確保申請符合樓宇結構和消防安全標準
等前提下，加快酒店及旅館牌照申請的審
批程序。

關注遊客集中地區減擾民
他強調，在推動旅遊業發展的同時，也必須關注景

點和遊客較集中的地區的情況，盡量減少人流和車流
對當區居民的影響，因此特區政府會多管齊下，採取
不同措施應對，除了加強執法，減少旅遊巴引起的交
通阻塞，相關部門也會研究及推出措施，如增設旅遊
巴短期泊位。
陳茂波指出，旅遊業是香港的支柱行業，佔本地生

產總值約5%，就業人口約27萬，同時亦帶動其他相
關行業，對香港經濟發展和就業貢獻良多，「要提供
優質的旅遊服務，我們必須做好交通、住宿、出入境
及其他相關的配套。」
他相信只要發揮團隊精神，加強統籌各部門的分工

和合作，在群策群力下，旅遊業的發展可再上層樓，
讓訪港的旅客能夠更好地體驗獨一無二的「香港地」
文化、歷史和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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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將於周三發表任內
首份施政報告，其福利政策成為社
會各界關注點。有關注基層團體
指，低收入津貼推行至今，成功獲
批個案遠少於目標的20萬戶，認為
是政府行政及政策制定欠佳所致，
如有散工因難以證明工時，花了4個
月才獲得撥款，促請政府改善，又
建議將申請工時門檻下調。
單身母親羅小姐育有一對分別4歲
及12歲的子女，靠任兼職家務助理
月入約9,000元餬口。
三人家住劏房，羅小姐指衛生環
境欠佳，子女經常受病魔困擾，如
女兒因鼻敏感經常流鼻血而需經常
求醫，兒子也需定時服藥，平均一
個月的醫藥費約1,300元。
除此之外，羅小姐每月也要交約
4,000元租金，另外就讀幼稚園的兒
子每月也需約880元膳食費，生活拮
据，指每月也儲不了錢，「戶口剩
得百零蚊，自己腰痛傷風都唔敢睇
醫生」，形容生活壓力很大，指低
收入津貼是自己的「救命錢」。

單親母等4個月始獲撥款
羅小姐最終成功申請得為期半年
約1.3萬元的津貼，但她自5月開始
申請，花了4個月，至9月才獲得撥
款，其間曾四五次與政府職員周
旋。

她解釋，其僱主拒絕簽署文件讓
她向政府證明計劃規定的工時，更
稱若堅持要對方簽署，將喪失工作
機會。
在申請津貼期間，她指曾向政府

遞交自述書，但遭職員勸說要她再
嘗試取得證明，更斷言若沒有人協
助，自己不會、亦難以申請津貼。
協助她的爭取低收入家庭保障聯

席幹事李風清指，部分職員對自述
書有保留且態度欠佳，認為政府應
對自述申請者持更開放態度，令難
以證明工時的散工更能受惠。
育有一名11歲女兒的源哥本是裝

修散工，收入並不固定，本想申請
低津兒童津貼，但因沒有僱主能簽
名而難以申請，而女兒每月需付幾
百元託管費用，及後他因膝部受
傷，進行手術後更因開工不足而令
經濟情況捉襟見肘。
李風清指，現時兒童津貼需工時

證明方可申請，質疑是違反兒童權
利公約，促請將工時與津貼脫鈎。

團體倡降申請門檻
李風清又指，低津計劃推行至今
成功獲批的申請個案遠遠少於目標
的20萬戶，認為是政府行政及政策
制定欠佳所致，促請政府改善，建
議將申請工時門檻下調至72小時及
144小時，並將入息中位數60%的規
定放寬至75%。

劏房租客除了要面
對昂貴租金和惡劣居
住環境外，也要應付

業主不合理要求，如濫收水電費。有租客
4年來被濫收約8,000元，雖申訴成功取
回費用，但亦期望政府成立跨部門小組處
理問題。有關注基層團體建議立法監管濫
收，及為低收入家庭提供能源補貼。
劏房戶張先生早前向業主索償，指其

濫收水電費，數月前獲判勝訴，取回4
年來約8,000元的費用。
他指業主會自行訂立水電費用，如每

度電可收1.3元，價格比公價昂貴，而
業主每立方米水會收取10多元，張先生
指自己用量少，在正常情況下應可豁免
水費，但總收費每月要多繳數百元。

張先生認為業主濫收情況不公平，指

他們沒有理由可以自行訂下水電收費，
因為這些都是公有資源，而且租金已經
很高昂，開支已佔收入過半，令他百上
加斤。

要求設跨部門小組處理
他曾就議題向上一屆政府申訴，但指

沒有被認真處理，對此感到失望，他指
早前曾與運房局局長陳帆會面，要求政
府成立跨部門小組處理問題，指對方在
會上有正面回應，因此對本屆政府都有
期望。

爭取低收入家庭保障聯席幹事李風清
建議，政府應短期內為低收入家庭提供
能源補貼，並推動兩電協助劏房戶及業
主安裝獨立電錶，及立法監管濫收情
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禮傑

劏房戶盼政府遏濫收水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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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昨日是新一屆特區政府就任第一百

天，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其網誌上

撰文指出，在短短百日裡，管治問

責團隊積極主動、認真務實、合作

無間，展現活力及朝氣的新風格，

帶來新氣象。他強調，司局長到訪

地區絕非「HI-BYE式」的做騷，

走入社區目的是虛心聆聽市民的心

聲，反思及改進不足之處，「民生

無小事，與市民面對面的交流最為

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發展
局局長黃偉綸昨日在其《局長隨筆》上
撰文指出，適逢今年是香港慶祝回歸祖
國20周年，發展局與規劃署正於中環愛
丁堡廣場的展城館，舉辦一個名為「印
象∞香港」的展覽，希望向市民與遊客
介紹香港過去多年來，在規劃和基建發
展方面努力的成果，同時讓大家思考未
來的城市發展方向，共同構建一個宜
居、具競爭力、可持續及共融的香港。
展城館是香港首個以規劃和基建發展
為主題的展覽館，坐落中環大會堂旁。
黃偉綸指出，展城館頗受市民和遊客歡
迎，特別是各類的專題展覽，去年便有
12.6萬人次參觀，今次展覽以「香港無
限」為主題，寓意香港未來發展充滿無
限潛能。
展覽分為是「宜．居」、「展．

望」、「藝．文」及「樂．遊」4個展
區，描繪城市發展的過去和未來，藉此

與大眾一起探索香港無限的可能性。

黃偉綸：「宜．居」生活改善
在「宜．居」展區之中，大眾可透過

短片及藝術影像，認識香港過去20年，
在房屋、社區設施、藍綠空間、水資源
管理、交通運輸、基礎建設等各方面如
何回應社會的需要，改善市民的生活質
素，並推動香港成為連繫世界的亞洲國
際都會。
黃偉綸指出，要將香港打造成一個更

宜居的城市，仍要多下些功夫，且要具
備長遠的目光，但他深信隨着新市鎮和
多項大型基建陸續落成，市民的生活質
素和城市的暢達度可望有所提升。

「展．望」展規劃願景
「展．望」展區是以一條「無限」符

號形狀（∞）的展覽路徑作為敘事主
軸，就像帶領參觀者穿梭時光隧道，一

同從1997年走過來，探討香港未來的發
展。
展區透過不同的互動模型，向訪客介

紹《香港2030+》的規劃及幾個主要的
新發展計劃，展示香港正朝向智慧、環
保及具抗禦力發展的規劃願景，平衡保
育與發展，鞏固區內的地位。

「藝．文」闡述區內新動向
西九文化區將成為香港最重要的文化

發展項目，設有多個世界級的表演和展
覽場地，「藝．文」展區便闡述了區內
一些藝術及文化項目的最新動向。
黃偉綸表示，樂見日後喜歡表演和欣

賞藝術的朋友將有多一個好去處，市民
也可到展區內的虛擬實境體驗區，欣賞
虛擬粵劇表演。

「樂．遊」欣賞馬賽克藝術
在「樂．遊」戶外展區中，市民可欣

賞到數碼藝術和馬賽克藝術。
藝術家以不同的藝術手法演繹香港的

人文風景，例如以「樂高」積木砌成舞

火龍、大澳棚屋、搶包山、飄色巡遊等
的馬賽克畫。
展區構築物的形狀亦如同「∞」符

號，形象化地演繹「香港無限」的主
題。
「印象∞香港」展覽由6月中開幕至

今，已有6.8萬人次參觀，其間特區政
府透過舉辦一系列公衆活動，深入淺出
地推廣香港的城市規劃發展，市民均非
常踴躍參與。
位於展城館的展覽區展期至下月30

日，「樂．遊」展區則於下月9日結束。

「印象∞香港」展 思考未來方向

■「宜‧居」展區透過短片介紹香港發
展歷程。

張建宗指出，本屆政府就任後全力團
結社會各界，行政長官連同3司13

局上下一心服務市民，履行對市民的承
諾，以多關心、多聆聽、多行動、多創
新、多互動、多協作的宗旨謙卑誠懇地
與廣大市民同行，與民共議，並走進社
區聆聽各方意見，好好掌握基層脈搏。

零距離接觸市民
他續說，在短短100天裡，各司局長

馬不停蹄，共進行了接近50次地區探訪
及與區議員深入座談，廣泛接觸社會各
界，零距離接觸市民，平均每區約有3
名司局長到訪。
他說：「我們的目標是各司局長在上

任首兩年走訪全港十八區，務求全方位
掌握地區及基層問題，下情上達，政府

施政更到位及切實回應老百姓的需
要。」

關心基層 尊重區會民意
他指出，密集式的地區探訪凸顯新一
屆政府關心基層，重視民意，尊重區議
會的角色，銳意與區議會共謀發展，攜
手切實解決地區大大小小的問題，讓市
民安居樂業。在地區行政上，政府與區
議會和各界人士會繼續締造更緊密的夥
伴關係。
未來5年，特區政府會持久地進行地

區探訪，掌握地區脈搏，還會接觸不同
機構及團體，關心各界人士訴求。
張建宗表示，特區政府正積極改善行
政立法關係，問責團隊與立法會的各黨
派議員會加強溝通，當局亦會設行政會

議政策小組，加強各政策局在政策醞釀
期間諮詢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
為了強化團隊的協作精神，行政長官

已先後召開兩次政治委任官員的集思
會，並在上月完成委任多名副局長及政
治助理，團隊已接近「齊腳」階段。
新屆政府首100天內，張建宗指最具

體及由零開始到全面落實的措施，莫過
於成功爭取立法會支持及財委會在7月
暑假休會前，通過每年增加36億元的經
常撥款，以實踐優質教育。
他說：「通過此措施，上月新學年
開始已創造了逾2,000個中小學常額學
位教席，同時開設近千個資訊科技助
理員職位，亦有逾3萬名修讀自資院
校學士課程的合資格學生已領取資
助。」

■左起：李風清、羅小姐、源哥。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禮傑 攝

■張先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莊禮傑 攝

■張建宗指，各司局長在100天內進行了接近50次地區探訪以及與區議員深入座談，「零距離」接觸市民。 網誌圖片
■張建宗指，密集式地區探訪，凸顯新一屆政
府關心基層。 網誌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