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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億銀彈助港產片育才拓巿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電影業是本港八
大創意產業的重要一環，亦是港人引以為傲的
城市品牌，但近年全球電影市場發生重大變
化，本地的劇本創作等人才亦出現青黃不接的
現象。
為讓本港有才華和熱誠的年輕人有空間和機會發
展所愛，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施政報告提出，
向「電影發展基金」一次過注資10億元，在未來
幾年依照人才培訓、提升港產片製作、拓展觀眾群
和拓展市場這四大方向推動香港電影業發展。
林鄭月娥表示，最近分別與兩批資深電影工作
者見面，了解業界的現狀和他們對前景的看法，
認為香港電影業仍有可為，但要有賴政府和業界

的通力合作。
施政報告指，在人才培訓方面，將優化「首部
劇情電影計劃」，提高獲獎隊伍數目和獎金，為
不同電影專業提供更全面的培育及訓練計劃，並
針對編劇及劇本創作等領域出現人才青黃不接的
情況而提供特別支援，培養更多劇作人才。
政府消息人士補充，會邀請院校、相關機構合
作，提供劇本等方面指導。
就現時計劃下，大專組及專業組分別會有兩個
和一個優勝團隊，分別獲基金資助最多 325 萬元
及 550 萬元，計劃優化後，日後獲獎團隊數量增
加至六個，大專組不少於兩個，獎金則分別「加
碼」50%。

融資額增至40%
至於提升港產片製作方面，政府擬擴大「電影
發展基金」轄下「電影製作融資計劃」的資助範
疇，涵蓋中型預算製作。
消息人士表示，以往計劃只允許預算製作費少
於 2,500 萬元的電影申請，政府為每部獲核准的
電影提供的融資最高可達 40%，金額上限為 600
萬元，資助範疇擴大後，預算製作費增至 5,000
萬元至 6,000 萬元，融資最高仍可達 40%，每部
電影融資額最高提升至900萬元。
施政報告又提到，會培養年輕人及學生於戲院
觀賞電影的習慣，鼓勵更多戲院播放本地電影製

作。消息人士表示，會與戲院商討提供優惠吸
客。
此外，施政報告亦提及將加強與電影業界合
作，舉辦培訓課程，並優化本地及海外實習和交
流計劃。
林鄭月娥還表示，業界提出希望進一步放寬與
內地「合拍片」及港產片進入內地市場的訴求，
特區政府樂意與相關的中央機關磋商，爭取支
持。
在創意產業方面，施政報告提到，會與香港設
計中心積極研究在灣仔區建立活動場地，以推廣
設計及設計思維，今年開始會通過不同形式開展
活動。

公僕學院選址觀塘 8年後落成
5.7萬平方米面積「一地多用」融「健康」和「學習」主題
檢討紀律部隊職架吸新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於去年發表的施政
報告建議設立一所全新的公務員學
院，選址如今終敲定。她在昨日發
表的新一份施政報告上指，該幅用
地位於觀塘港鐵站至觀塘泳池之
間，預計於 2026 年落成。除了興建
公務員學院外，政府初步建議以
「健康生活」及「終身學習」為主
題，在該綜合發展項目內提供地區
康健中心及其他社區設施。消息
指，政府預計斥資 60 億元至 70 億
元重建上址，其間需遷拆現有巴士
總站與小巴總站及部分福利設施，
重建後可提供最多 5.7 萬平方米總樓
面面積，並會配合觀塘市中心重建
及九龍東商業中心規劃項目，以加
強區內的通達性。
90 年代落
現時公務院培訓設施於上世紀
成，位於北角政府合署其中 3 層樓，

總面積約 6,500 平方米。去年的施政報告建
議興建公務員學院，以全面提升培訓設施，
從而加強公務員在發展領導才能、與市民互
動溝通、應用創科等範疇的培訓，並加深公
務員對國家發展和中央與特區關係的認識和
國際觸覺。

需遷拆公交總站及福利設施
林鄭月娥昨日宣佈，已選定於觀塘重新
發展一幅面積約 11,000 平方米的「政府、
機構或社區」用地，除了興建公務員學院
外，初步建議以「健康生活」和「終身學
習」為主題，於該綜合發展項目內提供地
區康健中心及其他社區設施，稍後會諮詢
觀塘區議會。
她指，在學院完成興建前，現時在公務員
事務局轄下的公務員培訓處會繼續致力加強
公務員的培訓，包括創新思維及科技應用，
以配合政府推動《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政府並會成立一個由專業人士和政府官員
組成的公務員培訓諮詢委員會，為公務員的
培訓計劃和長遠發展策略提供指導意見，亦
為新公務員學院建設作好準備。
政府消息指出，該用地範圍涵蓋一個巴士
總站及小巴總站，同時須徵用部分非政府組
織用地，包括由學生輔助會提供寄養服務的
「荷蘭宿舍」、職業訓練局轄下的展亮技能
發展中心，社署會與相關機構商討拆遷及延
續原有服務的安排。
消息指，政府計劃以「一地多用」模式興
建一座樓高約 20 層的大樓，包括一個可容
納 1,000 人的大禮堂，同時會建休憩設施，
及興建一條綠色步道以貫通港鐵站與翠屏
邨，免除居民多年來繞道之苦，總樓面面積
可達57,000平方米。

陳振彬：重建最重要是便利居民
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對此表示歡迎，他指整個項目最重要是
該綜合大樓能滿足居民需要，但必須做好人
流與社區配套，例如擴闊現有港鐵站出入口
的道路等。他期望該綜合大樓設分科診所，
可以改善區內醫療設施不足的情況，「現時
區內只有聯合醫院，居民要從裕民坊坐小巴
接駁，因此重建項目最重要是能便利居
民。」

■政府預計斥資 60 億元至 70 億元重建觀塘一幅用地以興建綜合服務設施及公務員學院，其間需遷拆現有巴士總站與小巴總站
及部分福利設施(紅虛線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康健中心有望
「遍地開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公務
員學院」所在的新政府大樓亦會設有地
區康健中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
施政報告中表示，會以葵青康健中心為
藍本，將項目擴展至其他地區，除觀塘
外，東區亦已有選址。政府消息人士亦
指，政府不排除會租用私人地方作地區
康健中心。

觀塘東區已有選址
施政報告指政府銳意加強地區為本的
基層醫療健康服務，會積極在各區成立
地區康健中心，並已經在觀塘一幅面積

約為 1.1 萬平方米的「政府、機構或社
區」用地中預留地方開設中心。另外，
政府亦計劃在小西灣綜合大樓旁的臨時
公園興建東區的中心。
在政府物業內開設地區康健中心雖然
可以確保中心服務的穩定性，但政府亦
不排除會租用私人物業開設中心，令中
心可以盡早投入運作。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新政府大樓興建
需時，觀塘及東區的地區康健中心預料
分別要在2026年及2024年才能落成，稱
其他未定出選址的地區如果是租用私人
地方，中心可能更早投入服務。

林鄭月娥並在施政報告中交代更多葵
青康健中心的詳情，指中心亦已經定出
選址，日後並會配有 5 個設於位置方便
的分區附屬中心，利用資訊科技基礎設
施，連結一個由地區醫護人員組成的服
務網絡，當局會資助中心每年約 1 億元
的營運開支。
政府是在去年公佈會首先在葵青區設
立地區康健中心，以醫社合作、公私營
協作及地區為本為原則提供健康推廣、
健康評估、慢性疾病管理及社區復康等
服務，中心現時正進行招標，預料可於
明年第三季投入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政府雖然定期檢討各職系公務員
的薪酬架構，但由於私人市場中
沒有工種可與紀律部隊作直接比
較，因此有關調查均不涵蓋紀律
部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
示，政府計劃檢討所有紀律部隊
職系架構，期望增加紀律部隊職
位吸引力，以吸引及挽留人才。
除每年進行薪酬趨勢調查外，
政府會每 3 年及 6 年分別進行
「入職薪酬調查」及「薪酬水平
調查」，惟市場上並無職位可與
紀律部隊相比，因此調查並不涵
蓋紀律部隊。政府於是決定檢討
包括警務處、消防處、入境處、
懲教署、海關、飛行服務隊及廉
政公署合共 7 個紀律部隊，約 6
萬名公職人員的職系架構。

上次檢討已是十年前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對上一次
進行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已是
2008 年，認為現時有需要再次
進行檢討，以提高紀律部隊職位
吸引力，挽留及吸引人才，為市
民提供優質服務。
政府會在短期內諮詢「紀律人員薪俸及
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及「首長級紀律人
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政府消
息人士期望有關工作可於 2020 年中完
成，然後交由公務員事務局考慮，其間會
再諮詢職方意見，最終決定需由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通過並提交立法會審議。

■政府計劃檢討所有紀律部隊職系架構，
期望吸引及挽留人才。
資料圖片

試行計劃助港青灣區創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今年財政
預算案預留 10 億元支持青年發展委員會工
作，而今次的施政報告將率先撥出當中 5
億元，推出一系列新計劃及措施。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政府將與非政府組
織合作推出試行計劃，鼓勵香港青年善用
粵港澳大灣區機遇創新創業。政府消息人
士說，一些有利青年創業的大灣區優惠政
策和創業基地，如優惠稅務安排，本地青
年未必了解，故會與熟悉內地創業環境的
非政府機構合作，擔任年輕人到大灣區發
展的「盲公竹」。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5億元當中有3億元
是注資予「青年發展基金」及其下設的
「創業配對基金」、「青年主題計劃」，
及與非政府組織合作的試行計劃，鼓勵青
年人善用大灣區創業基地及解決創業初期
的資本需要等；2 億元是撥予青年發展委
員會的工作，包括生涯規劃及外展小組。
林鄭月娥昨日發表施政報告說，就青年
到大灣區創新、創業，政府將邀請青年發
展委員會研究及推出新計劃，並會向「青
年發展基金」注資，資助香港非政府機構

為在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創業的香港青
年提供更到位的創業支援及孵化服務，包
括落戶創業基地。
政府消息人士指，基金將會物色一個熟悉
內地創業基地，且有實力的本港非政府機
構，協助青年創業者和團隊到內地創業。
消息人士續指，在試行期間，全部開支
將由該非政府機構承擔，基金將會根據試
行計劃經驗，制定最佳模式，以便日後正
式推行計劃。
他補充，有關非政府機構仍在物色當中，
但必要條件是要熟悉內地，能協助青年創業
者消除在內地創業過程中的陌生感。
至於政府在此計劃的角色是「促進
者」，促成非政府機構與青年創業者的配
對，同時亦會在大灣區內地方政府加強溝
通，以協助青年解決在創業時遇到的問
題。

受惠青年創業者逾千名
林鄭月娥補充，「青年發展基金」下設
的「創業配對基金」，即以資金配對形式
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支持青年人創業。首

■ 試 行 計
劃鼓勵香港
青年善用粵
港澳大灣區
機遇創新創
業。圖為前
海夢公場正
在工作的青
年。
資料圖片
輪申請共有約 190 名青年創業者獲得撥款
資助，現正開展其業務，未來會檢討第二
輪申請的資助條件。
她續指，去年施政報告公佈的「青年共
享空間計劃」獲不少企業響應，至今參與
計劃的物業業主合共提供超過 10 萬平方呎
的共享空間，當中大部分已投入服務，受
惠逾1,000名青年。

至於在鼓勵青年議政及論政方面，去年
成立的「青年委員自廌試行計劃」，選定
合共 5 個諮詢委員會作為招募自薦青年委
員的首批諮詢組織。
林鄭月娥形容反應正面，已將計劃常規
化，政府每年進行兩次招募，第一期的招
募已於今年 6 月接受申請，共收到 1,500 多
份合資格的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