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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拆牆鬆綁 助增建過渡屋
張建宗：預留20億元支持民間團體 盡快向立會交撥款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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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扶貧

委員會上周通過兩項涉款1.13億元的

過渡性房屋項目，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形容，此舉為目前的社會氛圍注入一

點溫馨；政府會繼續積極擔當協助和

促成者的角色，在政策上拆牆鬆綁，

靈活施政，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政

府亦已預留20億元支持民間團體興建

過渡性房屋，並會盡快向立法會提交

撥款建議，為項目提供專項資助。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楊曉瑩）今
年8月卸任的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效
力過多個衛生及醫療部門，處理多場疫症
及衛生事故，危機處理的經驗豐富。面對
最近連串暴力活動衝擊政府管治，他分享
經驗說互信是關鍵，除了政府與市民要修
復互信，醫生與病人也要重拾互信關係，
他強調所有公立醫院會盡全力保護病人的
私隱，呼籲在暴力衝擊事件中受傷者，放
心到公院求醫；又叮囑接任人高拔陞多與
前線接觸，做「貼地」的管理層。
梁栢賢表示，現時的社會局勢難以評
論，但認為政府及政治人物應該要有能力
評估成因及影響，最重要是找出問題的成
因，對症下藥。
他直言，過往市民對政府有一定的信任
度，但現時的政治氣候下，顯然市民與政
府的互信不足，政府管治威信受到挑戰，
市民甚至對公立醫院的醫護也缺乏信任。
早前有在暴力衝擊中受傷者，因怕院方

向警方洩露其行蹤及資料，因而拒絕到公
立醫院求醫。梁栢賢強調：「前線醫護人
員知分寸，不會向病人多問受傷原因，只
會關心他們的傷勢。而且若警方沒有出示
逮捕令，院方會拒絕披露病人資料，以保
護患者私隱。」
他擔心，病人延誤治療或導致永久性傷
害，尤其是被腐蝕性液體及燃燒彈所傷的
病人，更應及早醫治。

「智慧在民間」管理層要「貼地」
梁栢賢服務香港公營醫療系統34年，

效力過衛生署、食環署及醫管局，主要從
事危機處理的工作，主理過的事故盡是燙
手山芋，曾處理瘋牛症爆發、酸奶事件、
哮喘豬……他分享危機處理的要訣是相信
「智慧在民間」，管理的學問不是書本可
讀到，而是要從身邊的事物學習，放下身
段向身邊的人請教，成為「貼地」的管理
層。

在梁栢賢處理的眾多棘手事故中，他最
難忘是2003年沙士。他表示疫情最初難
以控制，政府首次根據《檢疫及防疫條
例》將爆發疫症的淘大花園封鎖，將居民
撤離。梁栢賢則親身到廣州了解當地疫
情，他憶述說：「出發前一天有同事問我
的子女幾歲，令我更是提心吊膽。」

任內最遺憾未解決人手荒
時光飛逝，轉眼已34年，他表示是時

候停下來，重新思考60歲後的生活。
「34年聽起來好長，但結束時覺得(時間
過得)好快。」離任在即，他最遺憾任內
未完全解決公院的人手不足、醫護工時過
長等問題，但認為這些問題已有持續改善
的跡象，他說：「現時的醫護人手已處於
正增長的狀態。」
對於有市民建議解散醫管局，他表示有

所保留，「如果解散、如果醫療體系失去
管理架構，內部工作會變得混亂，令醫療

水平失準。」不過在客觀環境下，他認為
病人的批評愈多，等於與病人的溝通愈
多，會令醫患關係改善。
他又希望接任人高拔陞多接觸前線人

員，互相建立信任，但他叮囑說：「凡事
不能操之過急，慢慢逐步做。」

梁栢賢「把脈」港事：修復互信是關鍵

在內地註冊供港農
場機制下，現時全國
只有140多個內地供
港豬場，當中部分受

非洲豬瘟疫情影響已暫停供應活
豬。加上過去數月內地豬農減少了
養豬量，內地活豬供應亦不足，很
多內地豬農不願將活豬供應香港，
轉為內銷，內地活豬供港數量因而
大減，本港豬肉零售價大幅飆升至
百多元一斤。
豬肉價格居高不下，除了市民要

捱貴豬外，業界由批發、買手、屠
房、肉檔等都無一倖免，大受影
響。早前更有傳聞指荃灣屠房因經
營困難面臨結業，假若荃灣屠房倒
閉，香港只剩下上水屠房可以屠宰
豬隻；一旦上水屠房也爆發非洲豬
瘟，本港便再無活豬供應，數以千
計從業員隨時飯碗不保。
針對業界面臨的經營困難，政府
應盡快向業界提供資助，包括寬免
出售鮮肉的新鮮糧食店牌照的費用
一年、寬免公眾街市肉檔租金三個
月，以緩減業界的損失。
至於荃灣屠房經營困難的問題，

筆者認為政府需要維持本港有兩家
屠房存在。當中荃灣屠房應更積極
向本地豬農招手，相信本地豬農每
日向屠房供應400隻豬並非難事。
另外，政府亦需要跟屠房制定服

務購買模式，例如政府向屠房承諾
每日出產豬隻少於某個數量，便會
補貼差額。

政府應加強與內地溝通
雖然現時食品種類較過往豐富多樣，但豬

肉作為民生所需的食品，在食品結構中仍佔有
重要地位，政府有責任維持充足的供應，並平
抑豬肉價格。由於供求問題令到豬肉價格出現
大幅飆升，政府應加強與內地有關當局溝通，
鼓勵內地豬農將更多活豬供應香港，盡快令供
港活豬的數量恢復以往水平，讓市民不用再捱
貴豬。
長遠而言，活豬供應鏈一旦出現長期斷

層，除了導致豬肉價格上升外，亦會增加對其
他副食品的需求而帶動其價格隨之上升，食肆
亦會被迫加價，最後受苦的只會是廣大市民。
政府應推動豬肉供應的多元化，包括增加內地
供港豬場數量、加強發展本地農業，增加本地
活豬的供應、尋求泰國及菲律賓等地的豬場供
港，鼓勵業界開拓不同的食物供應來源，以確
保豬肉的價格與供應長期保持穩定。

■立法會議員 何俊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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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豬肉零售價大幅飆升至百多元一斤。
資料圖片

住宅閉門失火 一狗死一犬傷

遭兄持生果刀插胸 29歲妹命危

海關檢90萬元毒郵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西灣河一個住宅昨晨閉
門失火，單位內有6狗被困，當中一隻貴婦狗燒死，一隻
八哥犬燒傷，多名住客急疏散，當中3人吸入濃煙不適，
消防花約半小時將火救熄，初步相信火警無可疑。
起火單位為筲箕灣道48號華堂大廈3樓一個約200
呎住宅單位，單位外另有約400呎平台。據知，單位
住有一對七旬退休夫婦，並飼有5隻貴婦狗和1隻八
哥犬。火警發生時兩夫婦正外出晨運未歸。
事發於早上約8時半，上址單立突閉門失火，濃
煙滾滾，其他住客發現報警並自行疏散。消防趕至
動用兩隊煙帽隊及一條滅火喉灌救，於9時12分將
火救熄。其間有名其他單位住客因吸入濃煙不適，
當中一名姓黃、78歲老婦一度暈倒，需由救護車送
院治理，其餘兩人經即場治理後無大礙，毋須送
院。事後單位戶主折返協助調查，消防調查後初步
相信火警無可疑，但肇因仍待了解。
消防在起火單位內發現一隻貴婦狗被燒死，其餘

5狗被救出，當中一隻八哥犬全身熏黑，皮開肉綻
重傷，有警員立即將其抱到附近一家動物診所搶
救。並通知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場處理。
愛協發言人表示，起火單位共救出6隻狗，一隻
貴婦狗死亡，一隻八哥狗燒傷及吸入濃煙，其餘4
隻貴婦狗無表面傷。事後主人已領回，自行將5隻
狗交由私家獸醫診所治療，燒死貴婦狗則由愛協督
察送回中心保管，待主人稍後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沙
田博康邨昨午發生倫常血案，一對兄
妹在單位內疑因家事爭執，有人激動
執起生果刀施襲，胞妹不敵，胸口及
手部中刀，警員趕至時有人情緒仍激
動，稍後受勸被捕，兩兄妹同需送
院，其中胞妹傷重危殆，警方暫列傷
人案，正了解血案詳情。
中刀命危女子姓孫、29歲，她胸

口及手部被刺傷，送院時仍然清醒，
但其後傷勢惡化，目前情況危殆。涉
案被捕胞兄 35歲，暫涉傷人罪被
捕。由於疑人情緒激動，被捕後蒙頭
由救護車送院檢查。
血案現場為博康邨博文樓一單位，

消息稱，兩兄妹均就業，與母親同住
上址。案發時母親亦在場，事後在現
場協助警方調查血案肇因。案件交由
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跟進。
事發於昨中午12時許，案中兩兄

妹疑因家事問題起爭執，雙方激烈爭
吵，其間有人突取來一柄15厘米長
生果刀揮舞，妹妹走避不及，胸部及
手部遭刺中流血受傷，大叫救命。有
鄰居聞聲代為報警。

警員趕至時，有人情緒仍然激動，
一度揚言要尋死，幸未幾被警員勸
服，警員立即將其拘捕。兩兄妹事後
分別乘救護車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救
治及檢查。

▲警在血案現場檢走染
血衣物蒐證。

◀涉刺傷胞妹的男子蒙
頭送院檢查。

■■住宅火警住宅火警
濃煙滾滾濃煙滾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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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栢賢
認為建立
信任是管
理層的必
要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兩
名藉酷刑聲請暫留港的非洲漢，疑被
毒販利用接收外國空郵毒包裹，海關
追查後先後截獲共值約90萬元的毒郵
包，並將兩名非洲漢拘捕。另警方亦
於旺角街頭截獲一名販毒本地男子，
當場搜獲46萬元的「K仔」毒品。
涉販毒被捕的兩名非洲裔男子均為

36歲。據悉兩人早前來港後提出酷刑
聲請，暫獲發「行街紙」留港。海關
不排除兩人是受販毒集團招攬協助接
收外國寄港的毒郵包。兩人扣查後已

落案，分別被控以1項及兩項販運危
險藥物罪名，今日會在九龍城裁判法
院提堂。
機場海關人員是於本月16日檢查

一件由南非空運抵港的木製牛隻雕像
時，發現雕像被挖空內藏有約兩公斤
懷疑草本大麻。海關毒品調查科接手
跟進，在本月 19日根據收件人地
址，掩至油麻地一單位將涉案兩名非
洲男子拘捕。至前日（20日）再於油
塘檢查一件從智利空運抵港的包裹，
在包裹紙箱夾層內檢獲約400克懷疑

可卡因。案中檢獲的大麻及可卡因毒
品總值共約90萬元。海關表示，會
與香港郵政及物流業界會保持緊密聯
繫，加強堵截利用郵遞或快遞渠道偷
運毒品勾當。

警截查港男檢775克「K仔」
另外，旺角警區特別職務隊根據線

報及經深入調查後，前日（20日）晚
上約9時15分進行代號「雷霆2019」
反毒品行動，在旺角弼街30號外截查
一名姓傅、21歲的本地男子，在其身
上檢獲約775克俗稱「K仔」的懷疑
氯胺酮，市值約46萬元。
疑人涉嫌「販毒」被捕帶署扣查。

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指出，透過改裝閒置
非住宅樓宇和組裝合成建築技術，能以

最有效、經濟及環保的方法，增加過渡性房屋
供應，紓緩輪候公屋和其他居住環境惡劣家庭
的生活困難。扶貧委員會通過的兩個項目，包
括資助改建九龍城龍崗道的樂善堂小學作過渡
性房屋，以及資助深水埗欽州街的組合社會房
屋計劃。

樂善堂小學率先響應
他介紹說，樂善堂小學將於下月底停辦，並

重建作福利用途。在等待重建期間，樂善堂同
意將校舍改建為過渡性社會房屋，成為全港首
個利用閒置非住宅建築物（校舍）改建作過渡
性房屋用途的項目。
扶貧委員會通過關愛基金撥款1,304萬元，
資助改建校舍的工程費用，以推行為期不少於
3年的試驗計劃，預計提供約50個單位，供3
人至4人家庭租住，受惠人數約180人。每個
單位將附設開放式廚房和獨立廁所，項目亦設
有共享空間如洗衣房、家庭活動室等。改裝工
程預計需時約6個月，最快明年上旬入伙。
他續指，扶貧委員會通過關愛基金撥款
9,992萬元購買及興建預製組合屋，協助社聯
推行第二個組合社會房屋計劃。社聯已向地政
總署申請，以為期5年的短期租約方式，租用
欽州街西與通州街交界的政府用地，興建兩棟
4層高組合屋，提供約205個單位，分為1人至
3人住戶及無障礙單位，惠及約420人。預計
今年下旬招標，工程需時約1年。

至於在深水埗南昌街的首個組合社會房屋計
劃，將提供89個單位，惠及約150人，預期明
年4月推出。張建宗表示，汲取計劃經驗，除
提供房屋，社聯將委託非牟利機構或社會企
業，管理及提供社區網絡和支援服務。政府會
適時就兩項試驗計劃進行成效檢討。

政府續擔當促成者角色
他表明，政府會繼續積極擔當協助和促成者

的角色，持續商討如何在政策上拆牆鬆綁，靈

活施政，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財政方面，在
今年度的預算案中，政府已預留20億元，支持
民間團體興建過渡性房屋，政府會盡快向立法
會提交撥款建議。
他呼籲商界加強與非政府機構及民間團體合

作，善用資源，研究將閒置約3年或以上的土
地及物業作過渡性房屋用途的可行性，達至地
盡其用。他亦明言，過渡性房屋屬短期扶貧紓
困措施，要長遠地解決房屋問題，最治本的方
法是持續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

■■樂善堂小學項樂善堂小學項
目目 ((現址圖片現址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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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聯欽州街
項目 (設計概念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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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聯南昌街
項目 (設計概念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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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聯南昌街
項目 (現址圖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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