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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特
區政府登場

後，在各民生範疇推出不少
新措施。有立法會議員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政府
確有決心解決一些積存已久的
問題，措施亦有新意，但期望
政府不要「有頭威冇尾陣」，
繼續加大力度解決問題。

柯創盛：交通補貼聽民意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

指出，可以看到新政府是有
決心解決一些非常困難且積
存已久的問題，如房屋方
面，短期有促進過渡性房
屋，中期有「綠置居」為
市民提供置業機會，長期
則設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研
究土地再分配等。
他特別讚賞政府推行《免

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
貼計劃》，因他每次落區均
有投訴交通費貴，此計劃確
能減輕市民生活負擔。政府
其後將邨巴及紅巴也納入計
劃，亦是聽取民意的表現。
他表示，本港仍面對不少挑
戰，望政府不要「有頭威冇
尾陣」，措施成熟一項推一
項，盡力紓緩市民困境。

麥美娟：增侍產假甚可取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

表示，政府是有用新思維解
決問題，提出的措施亦有新
意，不再拘泥於使用舊方
法。就政府提出增加侍產
假，她就認為甚可取。
惟她指出，政府房屋政策

側重於協助市民置業。她促
請政府不要減少公屋供應，
因房屋問題的重點，仍是協
助正輪候公屋市民盡快上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土地房屋政績
■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凝聚社會共識

■計劃將「綠置居」恒常化

■房委會通過「白居二」恒常化

■推出「港人首置上車盤」

■促成由民間推行短期措施，增加過渡性住屋

供應

■研究讓整幢工廈免補地價改裝為過渡性房屋

■協助非牟利機構研究興建預製組合屋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

扶貧安老助弱
■改善低津計劃，包括擴展至一人住

戶，全面調高津貼金額

■改善長生津措施，包括放寬申請人
資產限額措施，於明年中推出高額
長者生活津貼

■實行「支援身體機能有輕度缺損的
長者」及「支援在公立醫院接受治
療後離院的長者」試驗計劃

■增加「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
計劃」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扶貧、安老、助弱是特區政府施政重
點，力度一直持續增加，過去5年投放
於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由428億元升
至733億元，增幅達71%。展望未來，
政府表明會繼續推出適切措施支援弱勢
社群，其中於明年4月實施的「在職家
庭津貼」措施，估計便有30萬人受惠。

「在職家庭津貼」擬降門檻
政府為沒有領取綜援的低收入家庭而
設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津）
於去年5月推出，截至今年8月底已有
逾3.5萬個家庭約13萬人領取。惟新一
屆政府留意到有意見認為受惠人數仍太

少，申領資格及程序亦太嚴格，故於7
月上任後即展開全面檢討。
政府考慮過持份者意見及各種因素後

決定推行一系列改善措施，包括將計劃
擴展至一人住戶、容許合併計算所有住
戶成員的工時及全面調高津貼金額，計
劃亦會易名為「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預計於明年4月1日實行。

「長者津貼」研明年增金額
在照顧長者方面，於今年1月宣佈推

出的改善「長者生活津貼」措施，已於
5月1日放寬申請人資產限額，政府亦
正籌備於明年中推出高額長津，更會追

溯至今年5月1日生效，合資格長者屆
時可一次過獲多發逾一萬元津貼，估計
將惠及數十萬人。
安老事務委員會的《安老服務計劃

方案》，部分建議於短期內實施，包
括「支援身體機能有輕度缺損的長
者」及「支援在公立醫院接受治療後
離院的長者」試驗計劃。同時，政府
亦於8月推行的第二階段「長者社區
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額外增加
2,000 張服務券，以支援身體機能有
中度或嚴重程度缺損的長者居家安
老，下年度會額外再增加1,000張服
務券。

津貼加碼扶弱勢 適切支援受惠廣安
老
．
扶
貧

重  要  新  聞A1 ■責任編輯：郝 原 ■版面設計：余天麟

本疊內容：重要新聞 香港新聞 文匯論壇 社團新聞 中國新聞 台海新聞 神州大地 玩轉粵港澳 專題 國際新聞

利民紓困展新風
重點突破獻新猷

香港一直備受土地供應不足、房屋
供不應求、樓價不斷飆升等問題困
擾，特區政府這年來不斷強調會下最
大決心解決，而從可見實際措施中，
亦開始見到一點成果，確令市民感到
鼓舞。要解決房屋問題，必先增加土
地供應。雖然政府曾提出多種土地供
應選項，惟一直無法取得大眾共識，
令土地短缺情況持續。政府也看到問
題所在，提出社會要來一場大辯論。

「綠置居」「白居二」恒常化
在此背景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於

今年 9月成立，檢視不同選項的優
劣，凝聚社會最大共識。在短短3個

多月內，小組已舉行6次會議，並就
多個土地供應選項進行討論，為明年
上半年展開的公眾參與活動作好準
備，讓小組於明年底前向政府提交建
議。
政府亦提出多個紓緩房屋問題方

案，如加大力度幫助公屋住戶循置業
階梯上移，騰出單位給其他有需要市
民，其中一個方法便是推行「綠置
居」。政府已計劃將「綠置居」恒常
化，於明年底把沙田火炭的逾4,000個
新公屋單位轉為「綠置居」單位出
售。
房委會過去曾推出兩輪「白居二」

先導計劃，讓合資格白表人士可購置

未補價居屋單位，此舉既可為租住私
樓人士增加置業機會，也有利於居屋
流轉。林鄭月娥建議房委會將「白居
二」恒常化，已於上月獲房委會通
過，每年配額2,500個，滿足白表人士
置業訴求。

「首置」新構思明年公佈詳情
政府亦探討其他資助自置居所方

式，包括林鄭月娥於競選政綱上提及
的「港人首置上車盤」。據政府初步
構思，希望透過地契條款，要求發展
商在其擁有土地或從政府購買得來的
土地上作混合發展，除興建私人住宅
單位，亦須設計、興建及出售指定數

目「首置」單位予政府指定合資格人
士購買。政府正收集各界意見，於明
年中公佈詳情。

「社會房屋共享」首批已入伙
由於覓地建屋需時，政府明言會協

助和促成各項由民間主導和推行的短
期措施，增加過渡性住屋供應。由社
聯試行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首
批在九龍城的20個單位已入伙，土瓜
灣項目共53個單位亦預計於明年2月
底入伙。政府亦正研究讓整幢工廈免
補地價改裝為過渡性房屋，及協助非
牟利機構研究在閒置土地興建預製組
合屋等，期望明年帶來好消息。

覓地建屋設專組 社會辯論求共識土
地
．
房
屋

青年人是香港的希望，教育是培育人
才、促進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最有效方法。
林鄭月娥在選舉政綱提出即時增加每年
50億元教育經常開支，於上任第一周即
推出首階段共36億元措施，並獲立法會
通過，已陸續在今年9月起實施，該些措
施涵蓋專上、中學、小學、幼稚園及特殊
教育。

優化中小學教師班級比例
專上教育方面，政府於本學年起向修

讀香港合資格全日制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提供每年3萬元免入息審查資助
等，同時會增加中小學的教師與班級比
例、加強資訊科技人手支援、增設教席
統籌特殊教育需要、並增加特殊學校的

教學和醫療人手。

招聘年輕人從事政策研究
教育以外，政府也計劃為青年人創造

更多向上流動機會，如推出「青年委員
自薦試行計劃」讓青年有機會議政，共
收到多達1,179份申請。政府亦將招聘20
至30名有志於從事政策研究與政策和項

目協調工作的青年人，以非公務員合約
形式加入政府，期望將青年人的聲音帶
進政府高層。

活化工廈低價租予「藝青」
政府亦決定推出「青年共享空間計

劃」，以「民、商、官」三方協作模
式，讓已活化工廈和商廈業主撥出樓
面，透過非政府機構營運，以低於市價
租金租予創業者和青年藝術家，作為共
用工作空間。首批「青年共享空間」將
於明年上半年推出。

作育英才增資源 青年向上敞門路青
年
．
教
育

2017年即將過去。回顧香港這一

年，整體經濟發展理想，在出口貿

易、服務、零售及旅遊均出現復甦，

預計全年實質經濟增長達3.7%。雖然

香港仍有不少問題尚待解決，但特區

政府已致力推出多項利民紓困措施。

隨着新一屆特區政府上場，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帶領的政府團隊展現施政新

風，無論在土地房屋、扶貧安老助

弱、教育與青年政策及為打工仔謀福

祉等各項市民最關注範疇，均提出連

串改善措施，不少已提上日程甚至已

實施，為香港未來的長遠發展跨出一

大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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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打工仔每日營營役役為生活打
拚，但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卻未必
能受惠。政府今年將取消強積金與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對沖」安排及
增加侍產假等提上日程，並破天荒計
劃推出《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
補貼計劃》，補貼市民交通費用，雖
然暫未實行，但已贏得不少打工仔的

掌聲。

取消「對沖」勞資兼顧
現時每年有逾30億元僱主強積金供款

累算權益，被用作「對沖」遣散費或長
服金，令僱員退休時可得的強積金減
少，上屆政府已提出取消「對沖」的方
案，但勞資雙方未能達成共識。現屆政

府甫上場，即與商界及勞工界就此進行
積極討論，探討可行方案。政府多次表
明，對取消「對沖」安排的立場明確，
亦願意加大財政承擔，稍後會提出能同
時顧及勞工界及商界利益的方案。

侍產假3天增至5天
另外，勞工及福利局早前完成檢討

法定侍產假工作，建議將日數由現時3
天增至 5天，稍後會向立法會提交法
案，冀明年落實。法定產假方面，政
府亦認為是時候進行全面檢討，望由
現時10星期增至14星期，稍後開展研
究工作。
公共交通費是市民必須開支，惟費用

高昂。政府今年提出推行《免入息審查
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每月提供
最高300元交通費用補貼，估計會有逾
200萬名市民受惠。

強積金摒「對沖」交通補貼免審查打
工
仔
．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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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特區政府施政年結

■多種紓解房屋
供應緊絀的措施
將陸續出台。

■■明年中將推出高明年中將推出高
額長者生活津貼額長者生活津貼。。

■■增撥教育資源增撥教育資源，，敞開敞開
青年向上流動門徑青年向上流動門徑。。 ■■研推多項補貼研推多項補貼，，適適

切支援打工仔切支援打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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