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綜援生果金低津「出三糧」
倡邀「關愛」再出手 推短期紓困措施幫「N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隨着新一份預算案出爐，

或有人覺得「人人有錢派」的

願望落空。其實政府只是將財

政盈餘針對性地用於最有需要

人士身上，其中領取綜援、生

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

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及鼓

勵就業交通津貼者，將全數可

獲額外發放兩個月的津貼，即

變相是「出三糧」，涉及約

74億元額外開支。預算案亦

建議邀請關愛基金考慮再次為

非領取綜援的非公屋低收入住

戶（即俗稱「N無人士」）推

行一些短期紓困措施。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宣讀新一
份預算案時表示，考慮到政府

今年財政盈餘豐厚，故決定推出一系
列措施與基層市民分享成果，包括向
領取社會保障金額（包括領取綜援、
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
人士發放額外兩個月的津貼，涉及約
70億元。同時，低收入在職家庭津
貼（即將易名為在職家庭津貼）與鼓
勵就業交通津貼，亦會有相若安排，
涉款約3.8億元，「出三糧」金額共
涉款約74億元。

料逾130萬人受惠
勞工及福利局數字顯示，現時有
126.6萬人領取社會保障金，包括32
萬人領取綜援、25萬人領取生果
金、50萬人領取長者生活津貼、15
萬人領取傷殘津貼，另有2萬人受惠
於廣東計劃或福建計劃。
而截至本月，約有4.4萬人申領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另有3.9萬個
家庭合共15萬人申領低收入在職家
庭津貼，當中6.1萬為青少年或兒
童。
特區政府由2013年起，連續3年透

過關愛基金向沒有住公屋、沒有領取
綜援的「N無」基層家庭發放一次性
的生活津貼，但去年取消了，不少
「N無人士」叫苦連天。
陳茂波於昨日發表的預算案建議邀
請關愛基金考慮再次為「N無人士」
推行一些短期紓困措施。
政府過去曾 3 次推出「N 無津

貼」，根據對上一次記錄，津貼金額
按住戶人數分為5個級別，由1人住
戶 4,000 元至 5 人或以上住戶的
14,000元，估計6.5萬戶合共約15萬
人受惠。
「N無津貼」源自當年政府推出公

屋戶免租1個月的紓困措施，由於當
時的劏房戶不能受惠，故關愛基金於
2013年推出有關津貼。不過，隨着
政府取消公屋免租，「N無津貼」亦
在去年宣佈取消。

「N無津貼」獲認同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關愛基金專責
小組主席羅致光過去曾多次表示，
「N無津貼」只是因應財政預算案的
紓困措施而推行，若沒相關措施便不
會推出，但一些基層團體尤其是劏房
戶不滿。
政府消息人士指出，重推「N無津

貼」的建議在陳茂波因應財政盈餘豐
厚的情況下提出，曾與羅致光討論，
羅致光認同有關做法。

「N無津貼」解燃眉
冀增建屋速上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財
政預算案出爐，財政盈餘錄得高達
1,380億元，市民最關心莫過於「派
糖」。不過，有基層市民認為措施雖
有助減低生活負擔，卻未有解決核心
的住屋問題，而且大多為一次性的措
施。

盼「派糖」變恒常化
數十名社區組織協會成員昨日聚集於深

水埗觀看財政預算案的直播。他們手持
「增加學生資助、消除跨代貧窮」及「貧
窮人口百三萬 公共開支要提升」等的標
語。基層劏房戶劉女士一家受惠於「N無
住戶」津貼及基層學童津貼2,000元。
她說，女兒即將升讀小一，獲發的津貼

會用作補習準備面試之用。
單親母親陳女士表示，能領取「N無住

戶」津貼，另其女兒為下屆文憑試考生獲
免考試費用及2,000元「利是」。雖然政
府復推「N無住戶」津貼，但她對此未有
恒常化感到失望，她又認為住屋問題最急
需解決，指自己已輪候公屋3年，促請政
府大力興建公屋及資助房屋。
公屋戶76歲的李伯伯認為，醫療券金

額增加1,000元並不足夠，指現時醫療資
源缺乏，平日除醫療券外，亦要自付
3,000元至4,000元醫療費用。
他說，試過因沒有錢而不去求醫，到藥

房買藥吃了事，促請政府投放更多資源至
醫療服務。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說，預算案回
應了市民即時的短期訴求，惟措施沒有恒
常化及長遠規劃，尤其未有提及增加建屋
量及縮短公屋輪候時間。
他冀望政府訂立紓緩跨代貧窮的指標，

長遠解決貧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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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萬基層生袋2000元「利是」助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今年財政

預算案致力為市民紓困，首次提出向37.1萬
名就讀幼稚園至專上院校的有經濟需要學
生，一次過發放每人2,000元津貼，以支援
學習需要。
有受惠小學生家長認同政府「派利是」

肯定是好事，惟學校課外活動開支甚多，
添置一套運動服連波鞋已數百元，2,000元
津貼其實「唔太見使」，建議政府亦要考

慮更長遠資助措施，讓有需要家庭持續受
惠。

有領書簿津貼即有份
政府消息指，獲發放津貼的學生，需要在

2018/19學年符合資格領取須經入息審查學
生資助，或綜援計劃下與就學有關的選定項
目定額津貼。有關建議涉及開支約7.4億
元，預計約37.1萬名學生可受惠。

育有一對就讀小學子女的全職母親文太，
一家四口依靠丈夫每月近兩萬元的收入，過
往有獲半額書簿津貼資助。
文太得知孩子是2,000元「利是」受惠者

之一，表示「有派當然開心」，但亦認為是
次措施受惠人數未算太多，「一來要有子女
讀書，兼且要符合要求」，認為若政府能推
行更多人受惠的方案會更開心。
被問到2,000元津貼會如何使用，文太

表示子女上學日常開支多，「今時今日買
個筆盒要數十元，一套運動服連波鞋上
6、7百元，小朋友衣服容易變舊經常要替
換，這筆津貼可能只夠用於下學期添置日
常物品。」

家長盼更多基層受惠
丈夫從事油漆行業的張太，每月家庭收入

落差較大，過往曾獲全額書簿津貼資助，亦

試過因行業「旺季」收入增加而變成半額資
助。
張太指，半額資助並不足以支付每年買書

買校服等開支，連同買文具等，一年約要額
外花費千多元，新津貼剛夠填補空缺。
張太指目前資助條件嚴格，審查程序亦較

繁複，建議政府除落實一筆過資助外，或宜
考慮優化資助計劃，長遠讓更多基層家庭持
續受惠。

研擴年金規模 留150億撤對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為緩解人
口老齡化加劇對本港公共財政的負擔，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昨日指出，按揭證券公司將於
年中推出「終身年金計劃」，購買者只需要
一次過投入一筆資金，即可換取每月穩定收
入。他指，有見社會對計劃反應正面，按揭
證券公司正積極研究加大認購規模。
早在去年4月，「終身年金計劃」的相關

內容就已公佈，65歲以上的長者可參與該計
劃。投保金額介乎5萬元至100萬元，一筆
過資金的回報率估計為3%至4%。以男性於
65歲投保100萬元計算，每月可獲5,000元
至5,800元的年金。首批認購總額為100億
元，以每位投保人投資100萬元，即有約1
萬名長者可受惠。
若投保人中途退保，按證公司會按相應的

比例退回剩餘已繳保費，投保人取回的金額
會較已繳保費少；若投保人在獲發105%已
繳保費前身故，其受益人可每月收取餘下每
月固定年金或一筆過現金。

退休財務安排增選擇
陳茂波續指，市場上現時已有延期年金

產品，以供款形式購買，金額及年期都較
有彈性。為鼓勵延期年金市場發展，讓市
民在準備退休生活的財務安排時，有更多
選項，將委託保監局推出指引，讓市場上
所有符合該指引的延期年金產品的供款享
有扣稅優惠。
不過，他還透露，這些退休金融產品的供

款性質和強積金自願供款性質相似，上述扣
稅安排會適用於強積金的自願供款。已獲扣

稅的強積金自願供款會撥入強制供款戶口，
強制供款的提取限制亦會適用，以達到長期
儲蓄作退休保障之目的。
此外，為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陳

茂波表示，政府會加大財政負擔，預留
150億元配合。他希望能盡快提出較易為
僱主及僱員接受的方案，再諮詢主要持份
者。

金融保險界歡迎措施
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回應表示，強積金
自願供款扣稅是預算案的一項突破，容許僱
員為自己的強積金戶口自願供款時扣稅，是
一項非常好的政策。
他表示，相信政策除可鼓勵僱員提早為自

己的退休生活作出規劃外，也可進一步搞活

本地金融市場。
康宏執行董事及康宏理財服務公司行政總

裁冼健岷表示，歡迎政府提供稅務優惠予合
資格年金計劃和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此舉可
提高市民退休儲蓄的誘因，期望措施可盡快
執行。
他指，自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年金計劃，已

經成功帶動市場及大眾的關注。康宏在2017
年首三季的年金成功投保數目，已達至2016
年全年總數逾九成。此外，2016年度年金保
單佔整個保險業市場2.357%，預計2017年
有關數字會增加至一成。
保監局主席鄭慕智表示，支持預算案提出
透過稅務優惠鼓勵延期年金市場，局方會盡
快與業界商討，制訂指引，配合落實有關扣
稅安排。

職津加碼助老中青再培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勞
動力將隨着人口老化日漸下降，特區政府
近年致力多管齊下增加勞動力。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宣佈，將每年增撥4,800萬元優
化勞工處3項特別就業計劃，以鼓勵僱主
聘用有特別就業需要的求職人士，受惠者
涵蓋青年、殘疾人士及60歲或以上人士，
約4,500人受惠，政府期望於今年第三季
推出。
勞工處的「中年就業計劃」旨在透過向
僱主發放在職培訓津貼，鼓勵聘用年滿40
歲或以上的失業求職人士，並為他們提供

在職培訓，讓他們盡快適應新的工作環
境，掌握工作所需的技能，從而獲得一份
穩定的工作。

每月4000元 最多派一年
現行計劃下，合資格僱員完成在職培訓

後，僱主可申請每名僱員每月最高3,000
元的培訓津貼，津貼發放期為3個月至6
個月。預算案建議向聘用已離開職場或失
業的60歲或以上人士的僱主，發放每月最
高4,000元的在職培訓津貼，津貼發放期
亦延長至6個月至12個月。

勞工處數字顯示，去年有2,642宗參與
「中年就業計劃」的個案，當中250宗為
60歲或以上。
預算案亦建議調升「展翅青見計劃」
的在職培訓最高津貼額，由現時每月
3,000元增至4,000元，為期6個月至12個
月。
預算案同時建議將「就業展才能計劃」

的工作適應期由2個月延長至3個月，整
個津貼期亦由8個月增至9個月，並將聘
用殘疾人士的僱主可獲發放的最高津貼額
增加1.6萬元至最多5.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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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表明，會善用資源，照顧有
需要的市民，構建關愛共享的社會，當
中包括落實去年10月施政報告提出涉及
12.63億元經常撥款及22.29億元非經常開
支的多項改善安老服務的措施，及每年
增撥6.6億元改善康復服務，包括增加宿
位。
他同時表示，會撥款5,000萬元於今年

成立專責辦公室，以落實政府於去年宣佈
為子女有特殊需要的家長提供信託服務的
承諾。

多項改善安老服務的措施包括：將長者
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的服務券數目由
5,000張增至6,000張；預算於今年第四季
成立10億元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今
年內為私營安老院舍和殘疾人士院舍的住
客提供專業團隊外展和醫生到診服務；及
斥資3.3億元增加資助安老服務單位基層
護理人員的薪酬。

設10億樂齡康復基金
特區政府亦會額外增撥約6,300萬元，

為安老服務單位提供言語治療服務，協助

有吞嚥困難或言語障礙的長者，估計約
2.2萬人受惠。
至於每年增撥6.6億元改善康復服務的

措施，包括斥資9,400萬元增加2,469個
資助康復服務名額及購買500個私營殘疾
人士院舍宿位；撥款1,200萬元聘請12名
臨床心理學家提供服務，加強支援精神
病康復；撥款1,400萬元增聘24名社工以
加強支援視障人士、聽障人士的子女和
精神病康復者的子女；及將已完成30個
月先導計劃的加強支援自閉症人士及其
家長/照顧者計劃恒常化，預計每年涉款
1,500萬元；及增設家長資源中心，支援
有殘疾或特殊需要的子女及其家長或照
顧等。

設專責辦公室推特殊信託

■陳女士及女兒今
年均「有糖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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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伯希望政府
加大醫療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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