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賣午餐膠餐具 大家樂最氾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俊威）香港樓價持續高企，房屋供應緊張，市民尤其是青年人難覓棲身

之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透露，政府推行的青年宿舍計劃取得階段性進展，未來可提供2,800個宿

位，包括香港青年協會在大埔興建的首個項目，可提供80個宿位，預計最快於明年首季落成；保

良局在元朗的青年宿舍更有達1,680個宿位，預計於2021年第三季完工。青年宿舍租金水平會是

市值租金的60%。

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表示，一般年輕人
完成學業投身社會工作後，希望盡早

擁有自己的居住及生活空間，但香港地少
人多，樓價高企，住屋問題困擾不少人。
他續說，政府推行青年宿舍計劃，目的
是向剛投身社會的年輕人，提供低於巿值
租金的租住宿位，讓部分希望擁有自己居
住及生活空間的在職青年，把握時間實踐
理想，為日後發展作儲蓄。

租期最長5年 年過30免問
根據計劃，政府全數資助非政府機構在
其擁有的土地上興建青年宿舍，竣工後由
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形式營運。目標租
戶為18歲至30歲在職青年。首次租期至少
兩年，期滿後可續約，而總租期不逾5

年。非政府機構須把租金水平，訂在不超
過鄰近地區面積相若單位市值租金的
60%。

元朗青舍預計2021年竣工
張建宗表示，計劃已取得階段性進展。

香港青年協會在大埔興建的青年宿舍是首
個動工項目，提供80個宿位，預計最快於
明年首季落成。而保良局位於元朗馬田壆
的青年宿舍，剛於上月獲立法會批出撥款
進行建築工程，可提供1,680個宿位，是現
時計劃下最多宿位的項目，預計於2021年
第三季完成。
此外，東華三院於上環興建的青年宿舍

將提供306個宿位，現正進行有關城市規
劃程序。而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和香港女

童軍總會於旺角和佐敦的青
年宿舍，分別可提供約90個
和500至600個宿位。聖公
會福利協會也計劃在元朗興
建一座綜合服務中心，提供
社會福利設施及約160個宿
位的青年宿舍。6個項目合
共可提供2,800個宿位。
張建宗表示，政府會密

切留意社會對青年宿舍的
需求，並繼續與有興趣的
非政府機構溝通，提供所
需協助，以便推出更多青年宿舍單位，
為年輕人提供更多選擇，推動青年發
展。
他表示明白部分年輕人站在起步台上，

少不免會面對種種困難。但他深信努力總
有出頭天，就像幼鳥學習飛翔一樣，是成
長中不可少的經歷與磨練，慢慢長出羽
毛，就會展翅高飛。

青年宿舍租金料市價六折
「計劃」未來可提供2,800宿位 首項目最快明年首季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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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
政府必須以遠大目光和新思
維，為經濟「找對出路」和
定位，並以前瞻和策略性角

度，為本港具優勢和發展潛力行業提供支援，檢
視稅制，創造有利營商環境，其中香港在金融科
技及飛機租賃業務便具有很大優勢，可以加強發
展。
近日訪問愛爾蘭的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指出，

愛爾蘭近年成功度過金融危機，經濟迅速復甦，
又善用其地理優勢及跟美國的淵源，定位為連繫
歐洲和北美的主要門戶及航空樞紐。加上年輕、
高教育水平的勞動力和非常具競爭力稅率，成功
吸引不少跨國科技巨擘落戶，為當地人帶來大量
優質就業機會。
他表示，愛爾蘭的成功經驗令他深刻體會到，

政府必須以遠大目光和新思維，為自身經濟「找
對出路」和定位。而政府正積極為香港經濟的未
來訂出出路、找增長點，以前瞻和策略性角度，
為本港一些具優勢和發展潛力的行業提供支援、
檢視稅制，創造有利營商環境。

陳茂波：增資源助初創企
他指出，香港在金融科技及飛機租賃業務，便

具有很大優勢。金融科技方面，現時數碼港聚集
了約250間金融科技企業，形成蓬勃的企業生態
環境。過去4年，香港的金融科技企業合共獲得
的投融資逾9億美元，比新加坡多近兩倍。
他表示，已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增撥資源，用

以支援數碼港內的初創企業，包括金融科技企
業，也預留了5億元，以作未來5年推動金融服
務業發展的專用款項。
至於飛機租賃業務，陳茂波指出，香港是國際

航空樞紐，政府於去年中已修訂相關條例，創造
具競爭力稅務環境，推動此業務發展。去年底已

有首宗利用香港平台的交易，也有企業利用香港
平台出租航機予亞洲區多國客戶。他深信，將陸
續有更多企業利用香港的網絡和配套服務，將
「餅」愈做愈大。
他同意，飛機租賃業務要成功發展，除稅率

外，和其他稅務管轄區的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網
絡亦甚為關鍵。香港目前已跟39個稅務管轄
區簽訂相關協定，並正積極與另外13個稅務
管轄區進行磋商，短中期目標是將簽署協定的
總數增加到約 50 份，增加在港營商的吸引
力。
他指出，政府努力發展金融科技和飛機租賃業

務，是兩個很好的例子，說明要主動為香港謀求
新增長點，並且致力創造有利環境，因香港不能
只追求經濟「量」上的增長，而是要同時致力提
升「質」的內涵，讓香港的經濟結構更多元，為
整體社會帶來更多優質就業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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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租賃有得做 港可加強發展

■陳茂波（右）訪問都柏林期間，禮節拜會中國
駐愛爾蘭大使岳曉勇。 網誌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港
近年塑膠餐具棄置量持續上升，民建聯
進行調查發現，本港7大連鎖快餐店均
主動向顧客提供即棄塑膠產品，未理會
顧客有否實際需要，且提供的紙製餐
具，均含有塑膠成分。民建聯建議飲食
企業應預設「不提供塑膠餐具」，待顧
客有需要才提供，並促請政府訂立時間
表，逐步棄用塑膠餐具。
為了解市民使用即棄塑膠餐具情況，
並響應明天世界環境日，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陳克勤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於上
月下旬午市時間，派員到本港7間大型
連鎖快餐店，包括大家樂、大快活、美
心快餐、麥當勞、肯德基、Pacific Cof-
fee及Starbucks，購買外賣熱門食物。

不問客要不要「畀定先」
結果顯示，7間店的外賣午餐均含有

不同即棄塑膠產品，包括膠袋、塑膠餐
具、塑膠飯盒、塑膠杯、塑膠杯蓋、塑
膠飲管及塑膠調棒。其中以大家樂提供
的即棄塑膠產品最多，之後依次是肯德
基、大快活、美心快餐、Pacific Cof-
fee、麥當勞，最少的是Starbucks。
調查又發現，7間店均會主動向顧客
提供即棄塑膠產品，過程中並無詢問顧
客有否實際需要。所有店提供的紙製餐

具例如紙杯、紙碗，均含有塑膠成分。
在購買過程中，即使顧客自備飯盒，

部分店只是把食物從預製飯盒中倒進顧
客的自備飯盒，然後把已無食物的預製
飯盒棄置，過程中仍舊製造垃圾。
陳克勤指出，塑膠難以被自然完全分

解，容易造成環境污染，更嚴重的是廢
塑膠極有可能演化成微塑膠污染問題，
直接威脅市民身體健康。
本港在2015年及2016年分別棄置約
6.5萬噸及7萬噸塑膠及發泡膠餐具，即
約4,400架及4,700架雙層巴士的重量，
問題日趨嚴重，必須作出改善。
他建議，飲食企業應修改營運設定，

改為預設「不提供塑膠餐具」，待顧客
有需要時才提供，並參考「惜食」模
式，向「走餐具」顧客提供減價優惠，
逐步棄用塑膠飲管，改用紙飲管，以及
把每年使用塑膠餐具的情況列於年報或
可持續發展報告中，公開「派膠」數
據，接受公眾監察。
他又促請政府，加強宣傳「自備餐
具」概念，鼓勵市民節約使用塑膠餐
具；盡快訂立棄用塑膠餐具時間表，
逐步支援市民及飲食企業棄用，首階
段應以鼓勵性措施為主，及後若情況
沒有明顯改善，下一階段可考慮透過
立法規管塑膠餐具的使用。

■大埔青年宿舍模擬圖。
網誌圖片

■元朗馬田壆青年宿舍
模擬圖。 網誌圖片

社會福利署今日開
始向首階段合資格領取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長者，發放每月3,485元新津貼額。對於
被指推行高額長生津的安排十分複雜，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示認同，但解釋
是由於系統轉換需時，又希望讓長者獲得
最多津貼，才作此安排，形容是複雜得合
情合理。
為加強退休保障制度，政府決定在原有

長生津上，再加一層高額長生津，於去年5
月生效。羅致光昨日發表網誌指出，因系
統轉換需時，高額長生津於本月才正式實
施，但他承認，單是「2017年5月1日生
效，2018年6月1日實施」這兩句話，已令
大部分人不明白生效與實施有何分別。
他表示，最簡單解釋是：若合乎資格，

可獲發高額長生津金額是以去年5月1日
開始計算，但由去年5月1日至今年6月1
日前，都未能領取，而是在今年6月1日
實施後才可領取。而實際上社署於今天才
開始發放。若把生效與實施日期同定於今
年6月1日，情況會簡單得多，但符合領
取高額長生津貼長者便會「攞」少了。

羅致光：更改系統需時
他指出，最寬鬆的安排，便是將生效日

期適用於今年12月31日前申領長生津的
長者。若現時還未申請，但於今年12月
31日前申請，並可證明於去年5月1日或
以後已符合領取高額長生津的人士，便可
獲補發在最早符合資格的生效日期起計的
相應高額長生津。
他以一個一向有領取普通長生津的長者

為例，由生效日期起計，在本月可獲發逾
1.48萬元的一筆過款項（即高額長生津與
同時期已獲發的普通津貼之差額）；他以
一個之前沒有領取任何社會保障金額的長
者為例，由生效日期起計，本月可獲發逾
4.8萬元的一筆過款項。
他表示，社會上不少人指推行高額長生

津的安排十分複雜，他十分認同，但指複
雜是有道理及最符合情理的：就是希望能
採用最寬鬆的安排，並讓符合資格長者可
獲得最多津貼。如此複雜是由於更改系統
需時，但又希望長者不會由於系統更改需
時，而令可領取的津貼減少。
他又透露，這些安排都是在他出任局長

前已作出，因此他要讚賞當時所有政府同
事，不避行政複雜及解說困難，而以長者
最大福祉為前提，定下相關安排，可以說
是複雜得合情合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高額長津今發放
安排複雜有原因

■立法會議員陳克勤 (中)表示，民建聯派員到本港7間大型連鎖快餐店調查提供即棄塑膠產品
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
森）政府將加強推行到校打流
感針服務，又會擴大流感疫苗
資助範圍。為免重演「一針難
求」情況，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陳肇始昨日呼籲私家醫生多訂
疫苗以應付需求，衛生署亦已
為學童訂購逾13萬劑流感疫
苗。
未來冬季流感高峰期，政府

疫苗資助計劃將會擴大，由以
往65歲或以上人士才符合資
格，降低至50歲，多了84萬人
受惠。受惠人士可獲210元資
助，前往私家醫生診所注射流
感針。衛生署今年又會加強到
學校打流感針計劃，除了派醫
護人員到學校免費為小學生打
針，亦會加強公私營合作，安
排私家醫生到校打針。

資助擴範圍 不多訂恐不夠
陳肇始昨日出席中醫中藥發

展（香港）論壇開幕典禮後會
見傳媒時表示，非常關注小朋
友接種流感疫苗情況，因此在
稍後流感季節，衛生署將推出
到校流感疫苗注射服務，亦有
公私營合作由私家醫生到校打
針的服務。雖暫未有參加學校
數字，但學校反應很正面和踴
躍。
她表示，現時衛生署衛生防

護中心正與私家醫生、學校及
老師聯絡，商討有關安排細
節，並希望盡量優化計劃。衛
生署會因應計劃預訂更多流感
針，約有逾13萬劑。她也呼籲
私家醫生多訂流感針，因為隨
着公眾教育做得更多更好，家
長又更加接受，可能會有更多
人到私家醫生處打流感針。
她又提到，今次疫苗資助計

劃將擴大，令50歲至64歲人士
也可接受資助，到私家醫生處
注射。因此如果私家醫生不多
訂一些，疫苗將可能不足夠。
她相信私家醫生會根據平時的
情況估計，掌握預訂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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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
威）本地創新發明「被動式LED
電源」技術於第四十六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展榮獲海灣阿拉伯國家
合作委員會專利局特別獎及特別
金牌獎，並已於2016年底獲政府
以先導計劃形式試用，路政署於
石澳鶴咀道安裝9支路燈，機電工
程署亦於去年底在沙田亞公角街
籃球場安裝4支投光燈。
由香港大學負責研發的「被動
式LED電源」技術，早前已榮獲
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頒發有「電
力電子界諾貝爾獎」之稱的威廉·
紐爾電力電子獎。
技術的專利持有者 Federal
Group Global Ltd行政總裁王漢邦
表示，目前戶外LED路燈設計，
由三個主要部分即LED燈光源模
組、LED 燈體及電源供應系統組
成。「被動式LED電源」技術由
少於20個電感及電子器件組成，
以鐵芯銅線為主軸，避免半導體

零件的使用。
他指，「被動式LED電源」技
術的電源在高溫環境下運作，仍
可使用最少6萬小時，表現較一般
LED路燈開關式電源高；其結構
設計創新，零件損耗少，電源轉
換效能逾90%，系統節能效率逾
50%；因其沒有集成電路，令電源
能抵受閃電所產生的強大輻射電
磁干擾，使電源故障率下降，大
幅降低維修保養成本； 逾80%物
料可循環再用，減少產生電子廢
物。
環保科技顧問、世界綠色組織

行政總裁余遠騁表示，面對需更
新本港 14萬盞公共路燈，室外
LED燈具易受極端天氣影響，轉
換至新 LED路燈技術需加倍審
慎。
他對「被動式LED電源」技術

設計預先考慮回收可行性表示欣
賞，因逾80%物料能循環再用，
可為環保帶來效益。

港被動式LED路燈揚威國際

■ 王 漢 邦
(左)及余遠
騁（右）。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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