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太，加油！」

前日是現屆特區政府上任 100
日，特首林鄭月娥昨晚在facebook
上載以其過去100日出席大小場合
的圖片製成的短片，與公眾分享其
百日經歷。明天就是她發表任內首
份施政報告的大日子，不少網民留
言為她打氣：「林太，加油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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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讀增互動 施政顯新風
林鄭宣讀報告不逾1小時 記者會解畫加時30分鐘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於明日

（周三）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

告，相信將會在不同範疇兌現其

競選政綱提出的措施。此外，強

調「管治新風格」的她將打破傳統，在宣讀形式、封面設計及

記者會等方面均有新猷，包括今次只會就施政報告作重點發

言，預料全長不會超過1小時，並會取消傳媒高層「吹風會」，

不過會延長記者會公開提問的時間，希望盡量讓更多記者發

問，加強互動，將有較多時間在鎂光燈下向市民講解施政內

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林鄭月娥將於明日上午11時，到
立法會宣讀任內首份施政報告，

兌現競選政綱提出的措施。消息指，
內容包括推出「首置上車盤」、引入
利得稅兩級制，將企業首200萬元的
盈利由16.5%，降至約8%，以減輕中
小企稅務負擔。另外醫療、護老等亦
會有着墨，篇幅接近300段，讀畢整
份報告需近3小時。

更聚焦5年施政重點
不過林鄭月娥將一改過往的做法，
不會把整份施政報告由頭到尾逐段逐
句朗讀，只會宣讀她自己撰寫的撮
要，包括引言及結語，預計可在1小
時內完成，之後再把整份施政報告上
網。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接受電台訪
問時提到，留意到過往宣讀施政報告
的時間愈來愈長，讀出整份報告並無
啟發性，故今年施政報告不會「讀晒
全文」，而是揀重點宣讀，「以較短
時間宣讀，不代表不重視細節，
（但）相信有助大家更聚焦未來5年

的施政重點。」
另外，過往特首宣讀施政報告後，

會與各大傳媒高層開編輯簡介會，講
解及回應報告重點內容。不過，林鄭
月娥認為編輯簡介會的內容或會與記
者會重複，故取消了有關的安排，改
為增加記者會公開提問的時間，讓記
者多些發問，以便有較多時間在鎂光
燈下向市民講解施政內容。
由於早前特區政府開綠燈容許合資

格的純網媒採訪政府記者會和傳媒活
動，消息指今年施政報告後的記者會，
將會由以往的45分鐘加長至75分鐘，
盡量讓更多記者發問。至於當日傍晚出
席由各大電子傳媒聯合舉辦的施政論
壇，以及翌日早上的電台「烽煙」論
壇，則分別維持約1小時及1.5小時。

採簡約藍主調 封面無圖
至於施政報告的封面設計，將採簡

約風格，主題顏色會以她競選時的藍
色為主調，但封面不會如以往的施政
報告般加入圖片，封面只會寫上
「2018年《施政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
社企「要有光」成立5年以來，由
營辦1個單位發展至100個單位，
改善了220個家庭、逾550人的生
活。「要有光」創辦人及行政總
裁余偉業昨在一個公開場合上表
示，未來會推出青年資助房屋，
供低收入青年入住，明年初將公
佈租金及入住條件等細節。同場
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出，若有
機構有意把空置校舍或短期租約
官地改作過渡性房屋，政府願意
在政策上作出配合。

非過渡房屋 或需社工推薦
「要有光」推出「光房」及
「光屋」，以改善單親及夾心低
收入家庭的生活。余偉業表示，
未來打算推出協助低收入青年的
社會房屋，或會參考現時「光
屋」機制，透過社工推薦入住。
他指計劃不屬過渡性房屋，並非
為輪候公屋的青年而設，希望
「以民為本」，讓有需要的青年
入住後改善生活，並發展個人事
業或學業。
「要有光」以低於市值的租金
出租予基層家庭，讓有需要的家
庭自力更生。余偉業指出，「光
房」租戶的就業率於入住「光
房」半年後，由21%增至62%，
收入在3年內平均增加了36%。而
遷出「光房」及「光屋」的租客

中，有八成是由於租金負擔能力
上升，只有兩成是因入住公屋。
余偉業表示，社會房屋發展迅
速，有賴「民商官」合作，認為
政府在未來應扮演「促進者」的
角色。他又認為，由於參加計劃
的業主，即使收取大幅低於市值
的租金，但仍要交物業稅，因此
建議政府透過免稅，以鼓勵更多
業主參與計劃。

政府「吉樓」研助基層安居
張建宗讚揚「要有光」的理

念，指其是社會地產的推手，社

聯的「共享房屋計劃」亦進一步
發展相關理念。他稱樂於探討政
府的空置物業，是否適合作為
「光房」或作為公共房屋，希望
幫助基層市民，令他們能安居樂
業。
於2014年參加計劃的丘生及丘

太，以退休金購入樓價近400萬元
的屯門單位，至今已有5個單親母
親，共11人入住。丘太是退休社
工，曾看過不少家庭被迫遷及加
租，故此加入計劃，希望幫助有需
要的家庭。丘生則直言，若按市值
租金，其租金將為現時的3倍，但

能幫助有需要家庭也是好事。
「光房」業主之一的香港生態
毒理學專家劉美明指出，其父生
前在九龍區某唐樓地舖開茶樓，
當年為了方便夥記清晨4時上班，
於是購入該大廈的頂樓單位作為
員工宿舍，自從劉父1998年離世
後，該單位便一直丟空。
直到 2013 年她在講座上聽到

「要有光」計劃，她抱住不要浪
費空置單位，並可助人的心態加
入計劃。該700方呎的單位今年4
月起出租，已有3戶單親家庭入
住。

「光屋」擬廉租惠低收入港青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在首份施政報
告縮短宣讀時間、延長記者會，展現
其「管治新風格」。各界人士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均對此表示歡迎，指
市民是希望聽到、看到特首的施政理
念，相信這做法可增加互動、交流的
機會，有助市民更了解施政報告的內
容。

張國鈞：細節交司局長處理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張國鈞表示，過往特首均會花約兩小
時，鉅細無遺地逐點宣讀施政報告內
容，但立法會議員普遍很難在整段時
間均能集中精神，「大部分都寧願每
兩分鐘更新施政報告網頁，仔細去看

文字版本。」
因此，張國鈞歡迎林鄭月娥今次

的新做法，只交代重點內容，細節
部分交由各司局長處理，相信有助
市民更了解施政報告的內容，「市
民是希望聽到、看到特首的施政理
念，這也是政治人物應有的政治演
說方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示，相

信特首採用新方式宣讀施政報告，是
期望可增加互動和交流，將是她展現
「管治新風格」的機會，「林鄭月娥
過往都是喜歡直接回應，相信今次加
長記者會時間，能夠讓記者與她有更
多直接對話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於明日發表
其任內首份施政報告，有調查指
33%受訪市民對這份施政報告抱
着高期望，較特區政府上一份施
政報告發表前的22%明顯高出11
個百分點；期望低的受訪者則由
35%跌至 29%。調查並發現，市
民最關注施政報告有關醫療的政
策，關注度創8年新高，其次為土
地與房屋政策及扶貧與安老助弱
政策。

房屋扶貧安老同排三甲
香港研究協會於9月22日至30

日透過電話成功訪問了1,082名18
歲或以上的市民，以進一步了解
市民對施政報告的期望。調查以1
分至5分訪問受訪者希望政府處理
各範疇的優先程度，愈高分表示
愈優先，發現「醫療」成為受訪
者最希望優先處理的範疇，得分
為3.97分，更創出8年新高，其次
為「 土地及房屋」（3.9 分）及

「扶貧安老助弱」（3.71分）。
對於林鄭月娥早前透露將計劃

推出的「港人首置上車盤」，
59%受訪者表示支持。如符合申
請資格，「一定會」或「多數
會」申請的受訪者亦佔59%，初
步顯示多數市民對計劃反應正
面。至於「港人首置上車盤」的
定價範圍，最多市民認為呎價應
在5,000元以下（34%），其次為
5,000元至6,000元以下（17%）及
6,000元至7,000元以下（16%），
反映主流民意希望「港人首置上
車盤」的定價更貼近市民的負擔
能力。
香港研究協會指出，調查結果

顯示，醫療一躍成為市民最關注
的施政範疇，足見社會日漸重視
人口老化問題帶來的沉重醫療負
擔。
協會負責人呼籲林鄭月娥認真

研究市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就
醫療人手短缺、公營醫療系統輪
候時間長等問題作出長遠規劃。

市民盼優先改善醫策

建制讚有利市民了解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隨着香港人口老化致勞動力
下降，部分行業缺乏人手，特區政府曾多次表示要從多方面
釋放及增加勞動力，包括考慮採取擴大輸入外勞。港九勞工
社團聯會（勞聯）昨日舉行記者會時指出，安老及職業司機
行業均是政府欲「打主意」的行業，但實情是相關行業人手
不足主因薪酬待遇不理想、工時長及欠缺晉升階梯，促請政
府改善他們的待遇，並表明該會反對盲目地一刀切擴大輸入
外勞作為解決行業人手不足的方法。

司機底薪僅1.2萬 難吸新血
勞聯秘書長周小松指出，政府於施政報告發佈前夕，不

斷放風指安老行業人手不足，有需要考慮擴大輸入外勞；
行政長官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回應早前的城巴車禍時，
亦指職業司機會出現人手不足的情況，欲藉機考慮輸入外
勞。
勞聯主席林振昇指出，職業司機與安老行業有人手不足的

問題，是基於薪酬待遇不理想、工時長及欠缺晉升階梯。以
巴士司機為例，一般司機每月底薪只有約1.2萬元，需在超時
工作、獲取安全駕駛獎金及良好服務獎金的情況下，才勉強
達至月薪約2萬元，「在通脹持續高企的情況下，陸路運輸
業的實質工資指數於3年間下降了0.47%，換言之，職業司機
的工資遠遠追不上通脹。」
他續說，同樣作為職業司機，政府司機普遍的薪酬待遇較

好，在不用加班和扣除獎金的前提下，目前月薪已達15,605
元至18,840元，若晉升至特級司機或貴賓車司機，月薪更可
高達逾2萬元，且政府司機工時一般較普通司機短，因此每
次政府司機招聘都吸引大量司機應徵，當中有不少為巴士司
機。
香港倉庫運輸物流員工協會主席李志容指出，目前部分職

業司機的薪酬於過去20年都沒有明顯上升，認為自然難以吸
引新人入行。

安老員時薪最低只33.8元
至於安老行業方面，2016年的時薪中位數為45.4元，最低薪一群更
只得33.8元，部分從業員每天工時高達10小時至12小時，更包含處理
排泄物及嘔吐物等厭惡性工作及需大量體力的工作。
健康服務從業員協會會長劉錦萍指出，從業員的薪酬待遇並無優於保

安員、清潔工人、校工、洗碗工等基層行業，自然難以吸引人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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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張建宗（（左二左二））昨昨
出席出席「「要要有光有光」」社會社會
地產地產——第一百間社第一百間社
會房屋記者招待會會房屋記者招待會。。
左一為余偉業左一為余偉業。。

■■丘生直言若按市值租金丘生直言若按市值租金，，其其
租金會高現時兩倍租金會高現時兩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翁麗娜香港文匯報記者翁麗娜 攝攝

■■劉美明稱劉美明稱
抱着助人的抱着助人的
心態加入計心態加入計
劃劃。。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翁麗娜翁麗娜 攝攝

■林鄭月娥強調「管治新風格」，其任內首份施政報告將打破傳統推出新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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