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匯要聞A4

2019年6月4日（星期二）

20192019年年66月月44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9年6月4日（星期二）■責任編輯：鄧逸明

區區社福置業 元朗料大豐收
政府斥200億掃158物業 下月申請撥款 冀明年首季起購置

文件指出，本港福利處所一直短缺，導致各種服務輪候需
時，部分現有服務亦面對地方不足的問題，加上人口老齡

化等多種原因，福利設施需求日增。雖然政府已採取多管齊下的
措施，但現有方案均有其限制，因此預算案提出以約3年時間斥
資200億元從私人市場購置物業，提供地方營辦福利設施。
文件指出，現時嚴重不足的地區福利設施，例如幼兒中心及長
者日間護理中心將獲優先考慮。至於安老院舍/殘疾人士院舍和
其他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因通常需佔用較大的樓面面積，技術和
佈局要求較為嚴格，故此較適宜設置於特建處所內，不宜列入今
次的購置清單內。建議購置的物業可包括商業樓宇/寫字樓或活
化工廈，以盡量擴大選擇彈性。

每區至少添1間幼兒中心
勞福局指出，透過購置物業計劃新增社福服務，包括每區增設
至少1間幼兒中心，並會於元朗及西貢等有較多年輕家庭的地區
設置更多幼兒中心（該兩區均有3間）。該局亦打算在全港增設
共15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以及為「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於
2018/19年度起恒常化提供12個辦公室。若200億元撥款用盡，
文件指有關處所用於裝修、傢具和設備以作指定用途的6.74億元
非經常開支，將如常由獎券基金承擔。
文件同時列出，政府向私人市場購買物業以提供福利服務有先
例可循，包括於1995年至1998年間斥資13億元購置63個物業，
用作提供家庭及幼兒照顧設施和安老服務等設施。

林正財：安老仍難追落後
行政會議成員、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指出，擬購置並用作改建成的158個福利設施中，安老服務
佔去70個也是合理，因現今社會提倡居家安老，日間護理中心
供應長期不足，長者平均輪候逾1年，加上現有長者中心80%屬
擠迫戶，縱然該70個設施全數投入服務也「未追得晒落後」。
他相信特區政府已盡了最大努力尋找合適單位，只是有否這麼多
單位也成疑問。

蔡海偉：助促服務延續性
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受訪時指出，清單中至少110個設施是因
應過去3年至5年最新規劃研究反映的需求而增設，當中單是長
者鄰舍中心便多達48個，認為與期望接近，但由於政府在過去
十幾年來並無特別就社福設施進行詳細規劃，相信縱然158個設
施全數投入服務，也未能滿足需求。
他續說，過去有福利機構曾因業主加租、不再續租而無法營運
的問題，相信由政府購置物業，可提高服務的延續性。不過，購
入單位後的裝修需時進行，如首批設施能於明年第三、四季投入
服務「已算好快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本年度財政預算

案提出以200億元於全港十八區購置物業以提供福利

設施，以解決福利設施及處所短缺的問題，勞工及福

利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交代計劃詳情。該局已

根據各區所需擬購置158個物業改建為各類設施，包

括70個安老服務設施及每區至少1間幼兒中心，涉

及的總樓面面積近5.7萬平方米。按地區劃分，元朗

區擬建的福利設施最多，達15個，其次為油尖旺區

及沙田區各佔14個（見圖）。文件未有披露單位的

確實選址，政府爭取下月向立法會財委會提交撥款申

請，其後再諮詢區議會，期望明年首季起購置首批物

業，明年底開始運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勞工及福利局
昨日公佈擬購置私人物業提供各類型福利設施
的清單，多名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均認為，設施分佈符合各區所需，
於私人市場購入單位能加快提供服務，但擔心
政府以公帑「摸頂」買物業益了業主。不過，
勞福局文件指出，158個單位涉及的總樓面面積
近5.7萬平方米，只佔非住宅物業樓宇於2018年
年底總存量略多於0.1%，不會對樓市構成重大
影響，政府亦會採用不同方法物色合適處所，
並確保購置物業的價錢合理，確保公帑得到妥
善運用。

郭偉強：市價基準難界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東區區議員郭偉強指出，

社區服務長期不足，於私人市場購入單位以加快
提供服務屬「無可避免、有好過無」，而清單內
東區擬置8間長者中心但只有1間幼兒中心，一

方面符合區內長者多的情況，另方面相信與託兒
服務人手與成本需求更大有關。
他指出，現時樓價太高，這項政策會否「益業
主」的憂慮確實存在，「政府無『格價專員』，
高於市價多少才屬合理並無基準，但相信不會太
離譜，且將來價格會否更高無人知，寧願快手買
入快點投入服務，只要價格合理便成。」

陳學鋒：入市考驗政府眼光
清單中，中西區也擬置8間長者中心，與東區

及油尖旺同屬十八區之冠。民建聯副主席、中
西區區議會副主席陳學鋒指出，區內人口老
化，雖現有近30間長者活動中心，但不少長者
輪候七八年也排不到院舍，如單靠新建綜合大
樓提供長者服務設施，難以滿足需求，認為於
私人市場購入單位屬好事。至於價格會否過
高，他認為要「考政府眼光，且政府新建單位
的價格也未必比私人市場低，但提供殘疾人士

廁所及無障礙通道等裝修工程或較需時。」他
補充，中西區內較少「死場」，相信單位價格
不會低。

顏汶羽促簡序速發撥款
民建聯副秘書長、觀塘區議員顏汶羽指出，是

次政策能加快推出社福服務。他以觀塘區為例指
出，區內長者及基層人口多，長者福利服務長期
不足，現時平均5萬至6萬人才有一間長者中心，
服務明顯嚴重不足；加上新建的屋邨與現時有長
者服務需要的屋邨距離較遠，因此購入單位可更
有彈性、更貼身服務真正有需要的群體。惟他擔
心政府採購程序及立會撥款程序漫長，促請勞福
局簡化程序，讓服務盡快落實。
行政會議成員、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指

出，今次政策擬購置的158個單位不在最旺區，
亦不需要與零售及飲食去搶，不用太擔心政府以
不合理價錢買入單位。

議員憂公帑「摸頂」益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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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置的福利設施分佈

圖圖示示

家
庭
及
兒
童
照
顧
服
務
設
施

家
庭
及
兒
童
照
顧
服
務
設
施

安
老
服
務
設
施

安
老
服
務
設
施

青
年
服
務
設
施

青
年
服
務
設
施

康
復
服
務
設
施

康
復
服
務
設
施

元朗元朗

北區北區

大埔大埔

沙田沙田荃灣荃灣 西貢西貢

葵青葵青

離島離島 油尖旺油尖旺

深水埗深水埗

觀塘觀塘

黃大仙黃大仙

九龍城九龍城

灣仔灣仔
中西區中西區 東區東區

南區南區

22 55 1133

22 22 0000
33 88 0033

22 88 0022
11 22 1133

11 44 0022

11 88 0033

22 44 0022

33 66 0011

22 44 2211

33 11 0044
33 33 2266

11 22 0022

66 55 0044
22 11 0011

22 22 0033

資
料
來
源

資
料
來
源
：：
勞
福
局

勞
福
局

11 33 1111

反對派狙擊修訂《逃犯條例》的「發水式聯署」
又有新的荒唐招數，有人聲稱反修例的「美國白宮
聯署」昨日已突破10萬人，白宮按照規定須回應相
關訴求。「白宮聯署」此種網上聯署無監管、無認
證，兒戲胡鬧，毫無公信力可言，反對派竟然以此
乞求美國政府插手本港修例，暴露他們已無計可
施，來來去去都是操弄民意、勾連外力的伎倆，企
圖借反修例反中禍港。

由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政府於 2011 年設立的「We
The People」網站，民眾可就不同議題開設聯署運
動，當聯署在 30 天內達到 10 萬個簽名或以上的目
標，白宮會就議題作出官方回應，這就是所謂「白
宮聯署」的含意。勞煩到「世界霸主」的政府對某
個特定議題發聲、過問，這個「白宮聯署」應該是
嚴肅認真，具有高度的民意代表性。但事實是，
「白宮聯署」網站以保護隱私為由，隱匿簽署人的
身份，任何人只要填寫姓名和電郵地址就可簽署，
網站不會核查簽署人的身份真偽。因此，「網絡水
軍」可肆無忌憚虛構人物「聯署」，製造假民意。
本報記者用Donald Trump（特朗普）及Donald Duck
（唐老鴨）等假名成功聯署，「白宮聯署」有多少
公信力可想而知。

但如此民意代表性、公信力成疑的「白宮聯
署」，卻被反對派視為至寶。「香港眾志」的羅冠
聰在fb呼籲網民參加聯署，聲稱聯署有助營造更龐
大的國際壓力，令特首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推動修
例更舉步維艱。昨日「白宮聯署」人數突破10萬，
反對派網民莫名興奮，有關信息在網絡不斷散播。
近日反對派策動了「發水式聯署」，宣稱幾日間就

有數百間「學校」和全港不同界別、不
同宗教等參與反修例

「聯署」，簽名者數以萬計。「白宮聯署」根本就
是「發水式聯署」的一種，是人為炮製的反修例民
意。

由於「白宮聯署」聲稱只要簽署者達到10萬人，
美國政府就要表態，本港有人簡直將其當作「鬼佬
黃大仙」，奢望「白宮聯署」能夠「法力無邊」。
2016年，藝人方力申和鄧麗欣的十年情宣佈結束，
兩人分手後，不少網民很傷感，有人發起「白宮聯
署」，要求美國政府介入，令二人復合；2013年，
本港有人發起「白宮聯署」，要求美國政府解決本
港奶粉短缺的問題。外國也有不少人惡搞「白宮聯
署」，例如要求驅逐加拿大歌星Justin Bieber出境，
要用英國樂隊One Direction的歌曲作為國歌，類似
可笑的例子多不勝數。自特朗普上台後，有多達7項
「白宮聯署」即使到達10萬人簽名，白宮從來沒任
何回應。可見，「白宮聯署」只是一個自娛娛人的
遊戲，要特區政府、港人把它當作反修例的民意指
標，真的是「認真就輸了」。

當然，本港反對派對「白宮聯署」情有獨鍾，銅
鑼灣書店事件、陳浩天和梁天琦被 DQ、乃至「佔
中」，反對派一再透過「白宮聯署」，企圖引起國
際「關注」本港議題。「佔中」期間的「白宮聯
署」，白宮真的在網上作出回應，對香港普選特首
問題說三道四。

說穿了，反對派發起「白宮聯署」的目的，就是
想幕後老闆替他們撐腰，為外力插手香港提供借
口。只是，修訂《逃犯條例》屬於香港事務、中國
內政，美國憑什麼法律、有什麼權力對香港實施
「長臂管轄」？這種荒唐的搞作，只能再次留下反
對派引外力擾亂香港、打「香港牌」遏止中國發展
的鐵證。

「白宮聯署」只是偽造民意反修例的荒唐搞作
政府在財政預算案建議撥款200億元

購買物業作社福設施，勞工及福利局昨
日在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披露細節，計劃
分 3 年於全港 18 區營運社福設施 158
個。本港對幼兒中心、長者鄰舍中心等
社福設施需求殷切，政府購置私人物業
滿足社福服務所需，具有效率高、更靈
活的特點，有利保持服務穩定，值得支
持。期待立法會盡快通過撥款，讓市民
早日得享福利。

勞工及福利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顯
示，計劃中的158個社福設施，包括長者
鄰舍中心48間、幼兒中心28間、長者日
間護理中心15間等，其中將於每區增設
幼兒中心最少1間。這些設施中，西貢、
元朗等年輕家庭較多的地區，將設置較
多幼兒中心；中西區及東區等人口較老
化的地區則設較多的安老服務設施，顯
示當局的選址經過周詳考慮，有針對性
地解決現時社福設施不足的問題。

市民對日間幼兒中心、長者鄰舍中心
等需求殷切，但因為現有設施供應不
足，導致申請者輪候時間愈來愈長。以
幼兒中心為例，有營運此類中心的社福
機構表示，現時的輪候人數是服務名額
的5倍之多。這次政府對社福設施建設
作出的較大型規劃，是必須和合理的安
排，符合市民利益。本港早有由政府購
置物業作社福設施的先例，1995到1998
年間，社會福利署曾購入63個物業作社
福服務之用。

政府在私人市場購置物業作社福設施
有明顯好處：一是見效快，當局預料7
月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最快明年
第一季已可購置首批物業，明年底就可
以投入運作，最遲一批預計於2023年首
季購置。若撥地興建，需時動輒逾 10
年，兩相比較，購置物業可謂立竿見
影。二是穩定，過往一些租用物業的社
福設施，經常因業主大幅加租、不再續
租而無法繼續營運，給經營者、服務使
用者帶來困擾，由政府購置物業，可大
大提高服務的連續性，長期更符合成本
效益。三是靈活，對長者服務需求殷切
的地區，多在老區，很難覓地興建社福
設施，在市場購置物業，可令服務地點
更接近長者。

當然，社會上有聲音擔心，政府直接
購置物業，或會推高樓價。但這次政府
購置的是非住宅物業，而且每年購置的
面積只佔市場成交量的相當小部分，對
樓價的影響微乎其微。政府亦已設立機
制，確保購置物業價錢合理，公帑妥善
運用。

亦有聲音批評，政府提交立法會的購
置物業清單只有區域分佈，不夠具體。
問題是，如果提供太具體的購置清單，
容易引起潛在物業坐地起價，現時的做
法更符合商業市場慣例。政府計劃一次
過向立法會申請撥款，避免逐次申請錯
過購置時機，也是可以理
解的做法。

購置物業滿足社福需要值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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