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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 速 落 實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昨晨組織二十餘名基層人士一齊看施政
報告直播。在聽完行政長官宣讀施政報告要點後，在場市民認同各項施政方針，認為
行政長官回應了他們關於過渡性房屋和調整公私營房屋比例的訴求，並希望特區政府
盡快落實有關措施。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張建宗：果斷務實處理「老大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年度施政報
告昨日出爐，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出，報告中提
出的244項新措施，果斷務實及策略性地徹底處
理長期以來的一連串「老、大、難」問題，充分
體現本屆特區政府事不避難、積極有為的管治新
風格。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則承諾，將會在新年度
財政預算案中，在資源上作出配合，讓各項措施
可早日落實，令各階層市民早日受惠。
張建宗昨日在林鄭月娥宣讀施政報告後表示，
面對全球及區域性的競爭，香港不能停滯不前，
一定要堅定前行，為各階層市民帶來希望，促進

社會向上流動。新年度施政報告承先啟後、敢於
創新，充分展現政府的政治勇氣、決心、承擔和
遠見，是一份不一樣、不平凡的施政藍圖。
他強調，特區政府會秉持「以人為本」及「急

民之所急」的施政理念，作出多項改善民生的重
要舉措，同時會繼續發揮「促成者」、「推廣
者」的角色，推動香港的長遠經濟、社會和民生
發展，建立充滿希望和機遇的未來。

財爺：新財案配合盡早惠民
陳茂波表示，施政報告充分反映了特區政府會

繼續大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決心，他會在稍
後公佈的財政預算案中調撥資源配合，讓各項措
施能夠盡快展開，早日落實，令各階層市民早日
受惠。
他強調，特區政府會恪守「量入為出、審慎理

財、應使則使」的原則，確保財政資源用得其
所，維持特區政府的財政穩健，同時會繼續密切
留意和監察外圍的政經環境變動，協助工商界應
對。

陳智思：有志解決矛盾

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陳智思指出，新年
度施政報告提出短、中及長期增加土地及房屋供
應的措施，推出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等等，
都反映了行政長官有決心處理香港長久以來的一
些矛盾。
他坦言，雖然很難找到一個十全十美、所有市

民都同意的方案，特首作為香港的領導，需要找
一個方案，符合香港整體社會的利益。行政會議
成員會提供意見，希望特首能盡快落實各種不同
形式的建議，以惠及香港的市民和香港的整體經
濟發展。

措施豐富全面 兼聽各黨訴求
政界特別點讚覓地建屋 冀各政策速上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鄭治祖）施政報告重點回應了土

地及房屋問題，在民生、勞工、醫療和教育等方面都多有着墨。

來自不同政黨的立法會議員普遍讚揚報告內容豐富全面，反映

政府聆聽了多個政黨訴求，特別是土地及房屋供應方面，提出

了填海及公私營合作發展農地等政策措施，並希望政府加速落實

相關措施。不過，有代表商界的議員則對包括取消強積金對沖機

制及延長法定產假等措施有保留。

市民認同報告兼顧迫切長遠
譚婆婆：這次施政報告很好，發展大嶼山

及支持工廈改建過渡性房屋都很重要。房屋
問題是全香港人最關心的問題，希望特首能
盡快增加政府資助房屋供應，讓全香港人都
有屋住。
許小姐：這份香港發展藍圖很貼心，下決

心大幅拓地建房，下決心落實取消強積金對
沖。特首上任一年來，也看到她確實有決心
面對香港的種種問題，有決心採取措施去改
善。
邵小姐：發展大嶼山是好計劃，大嶼山地

方那麼大，很有發展前途。將來有助香港增
加很多房屋，加上發展創科，能讓香港經濟
有更好的發展，讓下一代有更好的前途。

譚先生：這份
報告方向很好，
大幅拓地增加房
屋供應、發展創
科推動經濟等都
很重要，畢竟住
房是市民最迫切
需求，而發展經
濟香港才能進
步。
林女士：這份
報告算是合格。房屋問題真的不能再拖，
劏房生活很艱難。我們一家四口住在 100
呎的劏房裡，每月租金要4,000多元。希望

多建些公屋，改善我們這些基層市民的居
住環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民建聯

李慧琼︰施政報告描畫未來，
決心可嘉，在土地問題上提出
的幾大範疇的措施，方向正
確，希望政府繼續聆聽各方意
見，及對受影響者作出合理補
償。

黃定光︰強積金對沖問題困擾
勞資雙方多年，政府願意投放
大筆資金分擔，相信可以徹底
解決問題。

陳恒鑌︰政府公佈以公私營協
作方法運行中醫院，相信有助
促進中醫發展。

梁志祥︰支持政府將長者生活
津貼擴至福建與廣東，但仍未
足夠。

葛珮帆︰婦女發展的部分值得
讚賞，如資助子宮頸癌注射、
將女士產假延長至14周，但政
府的工資補貼有上限，或對高
薪婦女造成不公。

工聯會

黃國健︰工聯會肯定取消強積
金對沖的安排，但執行時間太
長，擔心會出現變數，要求政
府盡快落實，並希望政府有更
多政策處理退休保障及安老等
議題。

麥美娟、郭偉強︰政府提出公
私合營項目需要有六成至七成
公營房屋的比例可取，建議同
時加入罰則，懲罰不守規矩的
發展商，及加快舊公共屋邨重
建速度。

何啟明︰支持延長產假日數，
及加快「一校一行政主任」計
劃。

經民聯

盧偉國︰維港以外填海的工程要
到2025年才展開，政府應加快
步伐，盡快向立法會申請填海所
涉及前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撥
款。

林健鋒︰政府在取消強積金對沖
的新方案增加了承擔額和延長年
期，比過往的建議更可以接受。

梁美芬︰歡迎政府推行「優化升
降機資助計劃」，為舊樓業主提
供工程、招標、法律知識上的支
援，避免出現圍標風險。

石禮謙︰認同中小學教師全面學
位化及加強支援少數族裔等措
施，並促請政府檢討通識教育科
課程，避免教育政治化。

新民黨

葉劉淑儀︰期望政府公佈更多公
私營合作發展農地的細節，長遠
應推出更多熟地及活化工廠大
廈，並期望政府能立法規管劏房
的消防條例及採光等。

容海恩︰對政府增加幼兒服務感
到滿意，希望政策有助釋放婦女
勞動力。

自由黨

張宇人︰建議政府成立「土地及
基建開發基金」，作為填海及新
開發區的基建及工程開支，以加
快撥款程序。

鍾國斌︰報告欠缺經濟發展藍
圖，同時擔心取消強積金對沖機
制及延長法定產假等會令中小微
企的負擔百上加斤，該黨亦不接
受強積金對沖方案。

邵家輝︰政府建議立法禁電子
煙，與香港一向堅守的自由貿易
政策背道而馳，該黨不能接受。

易志明︰期望政府可將輸入外勞
的工種擴闊至包含職業司機、海
上作業人員等其他工種。

其他議員

「實政圓桌」田北辰︰政府的大規
模單一填海方案成效大，爭議小，
而政府支援改裝工廈至過渡性房屋
有助解決工廈劏房問題，相信私人
單位租金也會回落。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馬逢
國︰施政報告提出讓符合規劃要求
的文化、藝術及創意產業，可在毋
須另行申請地契豁免的情況下於工
廈運作，回應了業界訴求。

金融界陳振英︰在金融服務業的舉
措，有助鞏固香港現有國際金融中
心、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中心
的地位，並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為香港帶來的機遇。

保險界陳健波︰提出協助工傷工人
加速康復的大方向令人鼓舞，而推
行稅務減免以促進海事保險等，有
助加強香港作為國際保險樞紐的地
位。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謝
偉銓︰期望政府再次考慮復建夾
屋，協助中產及專業人士「上
車」。

教育界葉建源︰報告為改善教育踏
前了重要一步，特別是增加有特殊
學習需要學生津貼及推出3年幼稚
園駐校社工計劃。

醫學界陳沛然︰樂見政府建議立法
規管電子煙及其他新煙草產品，希
望政府屆時能積極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在施
政報告公佈後，引起社會熱議。立法
會九龍西補選參選人、食物及衛生局
前政治助理陳凱欣昨日認同，新年度
施政報告能對症下藥，解決最棘手的
問題，但認為增加土地房屋供應等問
題仍未解決，希望特區政府繼續聆聽
社會不同階層的聲音，積極回應他們
的訴求，改善市民生活。
陳凱欣昨日和經民聯區議員梁文

廣，及自由黨區議員李梓敬，一同在
fb直播評析報告內容。陳凱欣指出，
新年度施政報告在長遠土地供應、勞
資雙方問題等都對症下藥，讓市民看
到希望，但仍需進一步摸索如何實
現，期望政府及後能夠提出更多具體
措施，平衡社會各階層的需要。

加快屋邨重建 增「白居二」名額
在房屋問題上，陳凱欣對於政府增建過渡性

房屋及公屋表示支持，但同時希望政府能盡快
訂定高齡公共屋邨的重建時間表，如為馬頭圍
邨、石峽尾邨等未用盡地積比的高齡屋邨，及
訂立屋邨重建及居民重置的方案。
她建議可仿效剛公佈的真善美村及樂民新村

模式，「一重建、一重置」，以加快重建高齡
公共屋邨的速度。
同時，陳凱欣期望政府顧及不同階層者的住

屋需求，包括增加「白居二」申請名額協助中
產「上車」，並設立資料庫以助買賣配對，及
加快首次置業計劃的進度，並訂定每年的供應
數量。
身為媽媽，陳凱欣亦對政府提出延長產假至

14周的補貼方案表示認同，認為措施有助保障
女性僱員的工作待遇及營造更佳的勞資關係。
對於政府落實「一減兩加」的過海隧道分流

方案，陳凱欣認為政府當局必須向公眾更具體
地解釋有關方案所帶來的改變，從而減少對駕
駛者的影響。
她又歡迎政府增加1,500個公眾泊車位，以

紓緩泊車位嚴重不足困局，並建議當局應加大
開發地下空間，如在公共屋邨增建地下車場，
預留更多地面樓面面積，以加強其他公共服務
的供應。
陳凱欣希望特區政府繼續聆聽社會不同階層

的聲音，積極回應他們的訴求，以改善市民生
活，營造更和睦的社會環境。
已報名參加九龍西補選的還包括劉小麗及馮

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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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讚好報
告描畫未來，決
心可嘉。

◀工聯會冀取消
強積金對沖等政
策盡快落實。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經民聯冀填海工程加快步伐。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陳凱欣聯同梁文廣及李梓敬，一同評論和分
析最新的施政報告。 片段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