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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倡設「聯廈聯管」優化「三無廈」

法改會倡設「沒有保護罪」
成員：訂出道德最低尺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法律改革委員
會早前建議增設「沒有保護罪」，兒童及「易
受傷成年人」(例如智障、老人癡呆症患者等)
的照顧者或同住人士，若對虐待、疏忽照顧袖
手旁觀，最終引致嚴重受傷或身亡，這些照顧
者及同住人士也有刑責，最高判監15年或20
年。「導致或任由兒童或易受傷害成年人死亡
個案」小組委員會成員熊運信表示，道德上每
人都應有保護兒童及「易受傷成年人」的責
任，法律只是訂出道德的最低尺度。
熊運信昨日在《香港家書》節目中表示，社
會上不時發生兒童或「易受傷成年人」被虐待
或疏忽照顧個案，「特別對於兒童捱餓，導致
營養嚴重不良的個案，和因被襲擊至變成植物
人的案件極為痛心。」受害人往往無能力求
助，遇上在場的照顧者或同住人士知情不報，
甚至包庇施虐者，控方無法證明誰人動手，被
迫控告疑犯較輕的罪行。

保護弱者控告旁觀者
因此法改會近日發表諮詢文件，建議增設「沒
有保護罪」，控告這些沒有採取行動的旁觀者，
有關行動包括報警、聯絡社工、求醫、向社署舉
報等，適用的對象包括受害人的父母、家人、同
住人士、受薪照顧者，以及與受害人有頻密接觸
的人士，適用於家居、安老院舍或校園等。
熊運信認為，「要求照顧者對兒童或易受傷
成年人有合理關注並非過分，道德上每人都應
保護兒童及易受傷成年人，法律只是訂出道德
的最低尺度。」有關「沒有保護罪」的公眾諮
詢將於8月16日結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經民聯建議成立聯廈聯
管機制，為「三無」（即無
法團、無居民組織及無物業
管理公司）的大廈提供託管
服務。經民聯指「三無」大
廈環境惡劣，日久失修，恐
令鼠疫蔓延，建議政府在原
有的「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
務計劃」基礎上，增設為期
一年的「聯廈聯管」先導計
劃，由民政事務處統籌為這
些大廈集體招標、聘請物業
管理公司統一管理，待「三
無」大廈看到物管的好處
後，繼而成立法團自行管
理。
經民聯指近期鼠患嚴重，全

球6宗人類感染大鼠戊型肝炎
確診個案中，香港佔5宗。經
民聯在油尖旺大南區接獲多名

居民求助，指其大廈日久失
修，存在劏房、垃圾堆積、污
水渠滲漏等問題，恐令鼠疫迅
速蔓延到全港。這種情況經常
發生在「三無」大廈。
而根據民政事務處資料顯

示，截至2016年，全港有超
過5,680幢「三無」大廈，即
使少數業主願意協助大廈解決
問題，也因為未能達到大比數
業主一致共識而無權管理，例
如：無法徵收垃圾費、維修升
降機、翻新外牆或籌集維修費
等。

民政處統籌逐步脫「三無」
經民聯指出，旺角大南區

的「三無」大廈林立，建議
為這些大廈設立為期一年的
「聯廈聯管」先導計劃，由
民政事務處統籌，就目標街

道大廈進行家訪；放寬申請
門檻，讓業主授權租客為法
團會員，參與和處理大廈事
務，例如參與法團大會、處
理法團財政或各項維修等；
取得目標街道大部分居民同
意後，進行招標工作，聘請
管理公司；由管理公司對整
條街道之「三無」大廈進行
基本管理，如丟棄垃圾、加
強基本保安及消防設備等；
及重點推動業主成立法團，
定期留意法團發展和管理進
度。
經民聯強調，現時油尖旺民政

處已和區議會共同進行數年之
「地區行政主導計劃」，都是以
改善「三無」大廈之公用地方衛
生及消防問題為目標，認為政府
應把工作進一步推展為「聯廈聯
管」，改善大廈之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公屋
聯會與關注青年住屋聯席昨午舉行
「香港青年住屋問題：困境與出路圓
桌會議」，邀請多位嘉賓共同探討青
年住屋的問題。出席嘉賓於會上簽署
共同聲明，提出四點要求，包括：呼
籲社會各界持續關注青年住屋問題、
要求政府正視青年住屋訴求、促請政
府研究及制定青年住屋政策，以及要
求政府協助青年建立向上流動的房屋
階梯。
昨日出席圓桌會議的嘉賓分別就如
何滿足青年置業需求、增加公營房屋
供應、經營青年共居項目經驗，關注
青年住屋問題的因由，以及提出年輕
人住屋的訴求等交流意見。

鄭泳舜：首置盤有市場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表示，市
建局位於土瓜灣的首置上車盤，八成
申請者都是八九十後，顯示首置盤有
市場需要，要求政府多推動包括青年
元素的項目，社福機構亦可按服務對
象需要，興建過渡性房屋。
聯席表示，將繼續關注青年住屋

問題，稍後更會發信邀約青年發展
委員會主席、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進
行會晤，提交詳細的青年住屋政策
倡議書，以及繼續邀請中學舉辦通
識課堂，交流青年住屋的意見及期
望。
公屋聯會於去年8月，與16個青年

團體成立「關注青年住屋聯席」，專
題研究青年住屋問題。自成立以來，
進行了多項民意調查，以了解年輕人
的住屋需求，以及對青年宿舍計劃的
意見，並應邀到多間中學就香港的房
屋階梯及青年住屋問題，與逾百多名
中學生交流。

聯席於今年的4月至5月期間，發
起《我要青年住屋政策聯署行動》，
透過互聯網、舉行多場街站等，收集
近7,000名市民簽名支持聯席的政策
倡議，藉此聽取公眾對青年住屋問題
意見及倡議內容，並於5月21日向特
首林鄭月娥遞交市民簽名。

政府計劃在香港島和大嶼山之間的中部水
域，分階段填海興建人工島，並申請5.5億

元撥款，委聘顧問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訂定填
海範圍、土地用途、研究運輸基礎設施及進行勘
測工程及監管工作。如獲財委會通過撥款，當局
計劃今年下半年展開研究，預計42個月內完
成。
發展局副局長廖振新表示，香港不少問題都源
於土地供應不足，因此核心策略是要持續增加土
地供應。他並指，當局申請進行基建時，會考慮
財政評估，目前估計太多極端情況並沒有必要。
他說，香港增加土地供應刻不容緩，希望能夠多
管齊下，齊心合力解決問題，呼籲議員給予機會
解決土地供應緊絀問題。

許智峯「出位」抗議被口頭警告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批評，反對派一如以往拉
布，用謊言轉移視線、危言聳聽、瘋狂拉布，反
問對方是否希望地產商繼續囤積土地，千方百計
阻止覓地。會議進行40分鐘後，主席盧偉國提
出，就議員提問時間劃線，多名反對派議員不
滿。民主黨許智峯一度走出座位抗議，被口頭警
告。
盧偉國表示，相關議題討論超過4小時，小組

仍然有多項議程等待處理，主席必須合理地控制
會議時間。提出中止待續的鄺俊宇說，市民對工
程超支已感到厭倦，官員未能保證填海工程不超

支，質疑盧偉國在
議程未有充分討論
下劃線。中止待續
動議其後被否決，
工務小組委員會最
終以20票贊成、16
票反對，通過支持
5.5億元中部水域人
工島研究撥款申
請。

廖振新：審視進口證符環評要求
有反對派議員引述報道指，菲律賓政府以違反

環評為由，禁止一艘供應香港機場三跑工程的採
砂船採砂，認為填料供應不穩，當局未必能確保
人工島填料足夠並符合環評要求。廖振新表示，
一定會先審視填料進口證，確保符合當地的環評
要求。
根據政府提交的交件，撥款涉及的前期研究範

圍，包括為鄰近交椅洲的人工島進行詳細的規劃
及工程研究，以訂定填海範圍、土地用途，以及
其技術可行性，包括制訂詳細土地用途方案，為
相關的工程進行初步設計，並就制訂發展方案進
行法定環境影響評估和公眾參與活動，同時進行
運輸基礎設施研究，並在鄰近喜靈洲和長洲南可
能劃作人工島的範圍及附近水域收集資料，作為
長遠規劃參考，以及進行相關的工地勘測工程及
監管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

工務小組昨日在20票贊成、16票反對

下，通過「明日大嶼」中部水域人工島

5.5億元的研究撥款申請，將提交財委

會審議。這已是工務小組第三次審議該

撥款，工務小組主席盧偉國會上宣佈提

問劃線，指出逾4小時討論已很充分。

反對派議員對決定表示不滿，並提出中

止待續動議，但被否決，最終成功將撥

款申請付諸表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公立醫院醫護人
員長期不足，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梁栢賢表示，預
計醫管局今年內會再招聘50名海外專科醫生，以紓
緩公立醫院醫生工作壓力。有政黨及學者均建議設
立第三間醫學院，以增加醫科生學額，從源頭解決
人手短缺問題，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擔心成
立新醫學院會搶去現有醫學院教職員，對運作造成
影響，但認為建議長遠值得考慮。
醫管局自2012年至今共引入逾40名海外專科醫

生以有限度註冊方式在公立醫院服務，但現時仍
在公立醫院工作的卻只得12人，梁栢賢昨日出席
一個公營醫療改革論壇時表示，醫管局已經聘用
逾20多名海外醫生，他們在醫委會批出有限度註
冊後便能上班。他並透露另有逾20名海外醫生符
合醫管局要求，預料醫管局今年可以招募約50名
海外醫生。
政府近年亦因應需求增加撥款予醫院管理局改

善服務，兩期的十年建院計劃可以令醫管局的病
床增加1.4萬張，公立醫院的醫護人手需求亦因而
上升。梁栢賢表示，公立醫院在2036年需要的醫
生數目將較現時增加2,000人，但估計屆時醫管局
未必會有足夠醫生應付服務，欠缺的人手或多達
500人至600人。

陳肇始：長遠可探討設新醫學院
有政黨及學者均認為政府應考慮設立第三間大

學醫學院，醫療政策研究學院創辦人兼榮休主席
廖錫堯甚至表示，相信社會上有人願意就此捐
款，認為計劃只需政府支持就可以成事。
不過，陳肇始指現有的兩間大學醫學院亦面對

人手不足問題，擔心若決定成立本港第三間醫學院，港大
及中大醫學院現時的工作或受影響，認為計劃短期內未必
可行，但指長遠有空間探討建議。
陳肇始並強調，政府在公營醫療系統壓力的問題上除了

會救火外，亦會進行防火工作，指首間地區康健中心9月開
幕，希望能提高市民預防疾病的意識，減少使用公立醫院
服務。她並指自願醫保計劃已經推出，希望各種措施能達
到分流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香港出現多宗人類感染
大鼠戊型肝炎個案，政府展開為期3個月的全城清潔行動，
加強滅鼠工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指，如果相關部門
因為行動而需要新資源，該局會協助爭取。
政府近日加強防鼠滅鼠工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之後更

會領導一個跨部門小組召開會議，檢視各部門在防鼠滅鼠方
面的工作成效。陳肇始指，有關工作現時雖然只是動用原有
資源，但強調食衛局有需要時會向政府爭取更多資源，「如
果每個部門需要什麼資源，其實都可以安排。」
衛生防護中心亦正就人類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個案進行調

查，但陳肇始指現時仍未完全清晰病毒的傳播途徑，但提醒
市民必須加強注意個人、食物和環境衛生，有關疾病一般能
透過食物及糞便等途徑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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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始：協助爭取新資源滅鼠

工務小組委員會表決結果
「明日大嶼」中部水域人工島5.5
億元的研究撥款申請

贊成 反對
20 16 通過

■梁栢賢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陳肇始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盧偉國 資料圖片

■■立法會工務小組通過立法會工務小組通過「「明日大嶼明日大嶼」」
中部水域人工島中部水域人工島55..55億元的研究撥款億元的研究撥款
申請申請。。圖為政府擬於喜靈洲及交椅洲圖為政府擬於喜靈洲及交椅洲
附近海域建造人工島附近海域建造人工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公屋聯會與關注青年住屋聯席舉行會議，邀請多位嘉賓共同探討青年住屋的問題。

■經民聯建議政府為「三無大廈」實施聯管先導計劃。

■有「三無大廈」裂痕
闊達一個五圓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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