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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緊絀 租置短期難重推
議員批有管理缺陷 運房局料明年首季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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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帆在會上表示，現時每年有1,000個
租置出租單位收回，分配給公屋輪候

冊上的申請者，另外每年有3,000個租置單
位獲住戶購買，他認為這些單位的需求仍
大，而有關加快推售租置計劃的諮詢預計明
年首季會展開，他也聽到社會上較多人討論
3招包括加快將遷出單位回收出售、檢視租
置單位售價、以及提供誘因讓租戶遷出單
位。

待供應量有把握時再作考慮
不過，多名委員包括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劉國勳指出政府未有全面重推租置計劃，令
不少公屋戶感失望；亦有委員批評租置計劃
下有管理缺陷，質疑政府當初推出計劃時聲
稱會解決相關問題，實際卻做不到，這屬人

為問題。
陳帆回應表示，明白公屋居民有置業訴

求，但強調在公營房屋緊絀下，短期內是不
可能全面重推該計劃，要待供應量較有把握
時才會再作考慮。
最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未來3年增加

1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但有委員關注到有
非政府組織（NGO）多次申請將閒置校舍
改作過渡性房屋但不成功，詢問政策的相關
準則。陳帆指出發展局已盡可能將閒置土地
和政府建築物的資料公開，若有NGO願意
合作，可與發展局進行溝通。

疑運房局與勞福局溝通不足
《施政報告》亦提出透過關愛基金在下
個財政年度為低收入住戶發放兩次「一次過

生活津貼」，有委員質疑政府過往指租金津
貼會推高租金及影響供應量，如今卻推翻過
往的說法發放津貼，是「打倒昨日的我」。
亦有委員批評運房局與勞工及福利局溝通不
足，互相推卸，要求兩局共同研究租津、租
管對租金的影響。
陳帆反駁表示，今次以「現金生活津貼」

形式推出資助，不限於交租，明年年底會完
成恒常化研究，又指2014年已做過租津租管
的詳細研究，未來會與勞福局緊密合作。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在委員會開會前到政

府總部請願，劏房戶馮女士指現時以4,000
元租住一間90平方呎劏房，單位有鼠患、
漏水等問題，她要求政府盡快落實租金管
制，團體則強調租津及租管需雙管齊下，才
可解決租金高昂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最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加快推售

現時「租者置其屋」計劃下仍未出

售的4.2萬個單位，以及增加過渡

性房屋供應等多項基層住房政策。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昨早開會討

論相關政策，並通過多項無約束力

議案，包括研究全面重推租置單

位，及引入劏房租務管制，透過訂

立書面租約、限制租金升幅等。不

過，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強調短

期內是不可能全面重推租置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市建局在
新一份《施政報告》被政府賦予更多新
任務，積極提供更多「首置」或其他類
別的資助出售房屋單位。
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表示，市建局

要有足夠資源才能協助政府興建資助房
屋，該局目前的財政健康，但預計4年
至5年後會面對流動資金不足的問題，
冀政府能為該局作擔保，以便向銀行借
貸。
韋志成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要解

決流動資金將於4年至5年後不足的問
題，市建局可借貸確保能興建首置房屋
及保持市區更新步伐，當市建局與銀行

溝通有關借貸問題，若政府能為市建局
作擔保，相信有助減低利息；且政府亦
提出放鬆「自負盈虧」的要求，市建局
有需要時亦可向政府爭取資源。
不過，他強調市建局跟房委會和房協

過往一直有清晰的分工，認為居屋和資
助出租房屋等發展應由房協和房委會處
理，市建局則主要參與在首置或其他特
別資助房屋項目。
此外，韋志成指出，目前於市區收地

相當困難，市建局將會減少地面道路面
積，將路面活動轉移至地下，並將分散
的地積比綜合起來，以解決於市區收地
困難的問題。

市建局冀政府擔保借貸建屋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在委員會
開會前到政府總部請願。

■運房局局長陳帆強調短期內是不可
能全面重推租置計劃。圖為安達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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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曉瑩）廚餘數量
佔香港堆田區超過三分之一，全港每天製
造近3,600噸廚餘，故政府及環保團體10
年來不斷推廣「有衣食」文化，惟市民的
觀念牢固，增加推廣難度。有義工憶述，
曾將賣剩的麵包轉贈拾荒婦，被對方質疑
衛生有問題，幾經解釋才說服對方食用。
時至今日，市民對食用剩菜、廚餘的觀念
改變，以環保團體「食德好」為例，目前
每日將賣剩及即將到期的食物，轉贈
2,000名市民。
食德好昨日舉辦「十周年午宴暨夥伴嘉
許禮」，嘉許40間食物捐贈商及受惠團
體，它們包括上市公司、食物供應商、中
小型食物生產商、商販等。

回收廚餘幫助1300萬人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郭黃穎琦致辭時表

示，政府在處理廚餘的工作上不遺餘力，
最重要是灌輸惜食及源頭減廢的精神，例
如向學校贈送小型廚餘機，通過實踐教導
學生廚餘再造及惜食減廢的概念。
最後是支持食物捐贈，2014年起環保基
金開始資助不同非牟利機構於不同飲食機
構回收適合的剩食，至今已資助近44個項
目，撥款超過8,500萬元，並預計能夠回
收8,500噸剩食，幫助1,300萬有需要人
士。
在食德好當了近9年的義工表示，初期

義工們每晚回收麵包和親手派發麵包予有

需要人士，包括
長者及低收入
者。她憶述，曾
有一名拾紙皮的
婆婆對免費麵包
存有疑惑，「擔
心回收的麵包有
衛生問題，不願
意接受。」經過
她日復日悉心的
解釋，最終用心
打動婆婆接受免費的麵包，放心食用。
捐贈商Oatly Hong Kong的代表Aman-

da表示，公司專門售賣盒裝燕麥奶，去年
剛開拓香港市場，消費者對產品的認識不

深，最終因為市場估算錯誤，令一批即將
過期的貨物未能賣出。Amanda立刻聯絡
食德好將該批燕麥奶捐贈予有需要人士，
避免浪費食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申訴
專員公署昨日舉行申訴專員嘉許獎
頒獎典禮，表揚入境事務處、郵政
署、社會福利署、食物環境衛生署
及54名來自不同政府部門及公營機
構的公職人員，以表揚他們在處理
市民投訴過程中付出的努力，當中
今年獲頒大獎殊榮的入境處更已經
是第 5度獲獎，該處處長曾國衞
指，政府部門接獲投訴時必須認真
處理才會有進步。
第5度獲獎的入境處是歷來獲頒

申訴專員嘉許獎次數最多的部門，
反映該處多年來在處理投訴及顧客
服務方面的表現一直非常優異。申
訴專員公署並特別讚揚入境處會積
極地回應公署的主動調查，經常及

早實施改善措施。
曾國衞表示，入境處與市民有不

少接觸，承認該處每年均接獲不少
投訴，但指最重要的是怎樣處理投
訴，「我們有不錯的投訴處理機
制，錯就要認，包容不是問題，但
不能包庇，欺騙別人固然不好，但
更不能欺騙自己，否則不會有進
步。」他期望獎項可以提升公務員
團隊的士氣，提升公營服務質素，
助香港渡過現時的難關。
除政府部門外，申訴專員昨日表

揚多名來自不同部門及公營機構的
公職人員，當中包括渠務署工程師
李曉君，她在去年超級颱風「山
竹」正靠近香港時曾接獲市民致
電，表示擔心颱風會對其農田造成

破壞及水浸，她於是立即與保養維
修部門人員協調，安排在颱風來臨
前對投訴人農田附近的排水管進行
檢查和清理，並在颱風過後主動聯
絡投訴人檢查是否有水浸。
李曉君認為，處理投訴時應具
「同理心」聆聽對方所需，多花時
間及耐性聆聽對方的訴求，盡可能
提供協助，所以當接獲電話，知道
投訴人抱怨暴雨引發水浸時除了建
議對方致電渠務熱線外，亦會彈性
處理事件。
申訴專員趙慧賢表示，絕大部分

公務員都盡忠職守、抱持正面積極
的態度看待及處理投訴，他們的合
作和付出可提高香港公共行政的水
平，推動社會進步。

「食德好」嘉許40食物捐贈商

■現場40間出席午宴的食物捐贈商接受嘉許。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曉瑩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海關前日（7日）
分別於在香港國際機場及紅磡檢獲約1,200公斤懷
疑未完稅水煙及13萬支懷疑未完稅香煙，估計市
值共約350萬元，應課稅值約300萬元。
海關人員透過風險評估，前日在香港國際機場檢

查一批從北京抵港，報稱載有糖漿的空運貨物。經
檢查後，海關人員在198個紙箱內發現該批懷疑未
完稅水煙。案件仍在調查中。
另外，海關人員同日亦在紅磡進行反私煙行動，

截查一名72歲男子，在他身上檢獲約3,400支懷疑
私煙，並於其後在區內一個住宅單位內，再檢獲約
13萬支懷疑私煙。該名男子及另一名懷疑涉案的
63歲女子被捕。他們已被落案起訴違反《應課稅品
條例》，將於本月21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走私屬嚴重罪行。根據《進出口條例》，任何人

輸入或輸出未列艙單貨物，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

罰款 200萬元及監禁 7年。根據《應課稅品條
例》，任何人處理、管有、售賣或購買未完稅煙草
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100萬元及
監禁兩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海關
首次於派對房間偵破涉及管有懷疑侵
權物品以作業務用途的案件。海關於
本月5日至前日（7日）一連3日在全
港不同地區採取代號「雲雀」的執法
行動，打擊派對房間經營在業務過程
中使用載有侵權歌曲卡拉OK播放系
統的活動，檢獲兩部載有懷疑侵權歌
曲伺服器電腦、28套用作播放懷疑侵
權歌曲的卡拉OK播放系統及6套載
有懷疑盜版電子遊戲的遊戲機套裝，
估計市值約46萬元。
海關根據情報分析，並在版權持有
人的協助下，於銅鑼灣、尖沙咀、旺
角、觀塘、荃灣及葵涌搜查15間涉嫌
於業務過程中管有並使用載有侵權歌

曲卡拉OK播放系統的派對房間，檢
獲上述懷疑侵權物品。
行動中，海關人員共拘捕10男8

女，年齡介乎19歲至68歲。被捕人
士當中，6人為場所負責人，12人為
店員。案件仍在調查中，所有被捕人
士現正保釋候查。
初步調查顯示，涉案的派對房間在

網上社交平台作宣傳，其主要業務是
為顧客提供消遣場地，收取的租場費
用包括使用場地內卡拉OK系統及遊
戲機等娛樂設施。
案中檢獲的卡拉OK播放系統預載

有數萬首懷疑侵權歌曲，而透過雲端
處理更可下載多至數十萬首作品。此
外，亦有派對房間設立中央伺服器儲

存侵權歌曲，再把場地劃分為多個設
有客戶端電腦的房間，透過內聯網絡
即時播放懷疑侵權歌曲，以供顧客消
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雖然天氣已轉涼，但登革
熱疫情仍不容忽視，早前更發
現今年首宗本地登革熱個案。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表示，11
月1日至7日期間，中心確診4
宗外地傳入個案，病人於潛伏
期內曾分別到內地廣東（兩宗
流行病學關連個案）、緬甸
（一宗，與上星期錄得的一宗
個案有流行病學關連）和菲律
賓（一宗）。
截至前日（11月7日），今
年共錄得181宗個案（包括180
宗外地傳入個案及一宗本地個
案），去年同期則錄得141宗
個案。外地傳入個案主要從泰
國（32宗）、馬來西亞（25
宗）和菲律賓（24宗）傳入。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一直密

切監察鄰近及海外地區的登革
熱最新情況。登革熱在全球眾
多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為流行的
風土病。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訊，

部分亞洲國家今年錄得的登革
熱個案數目異常地高，包括馬
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及越
南。
另外，截至9月30日，廣東

今年共錄得3,435宗個案，較
去年同期（1,389宗）明顯上
升。在台灣，今年截至昨日共
錄得561宗個案（包括100宗
本地個案）。
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說：

「除一般措施外，如從受登革
熱影響地區回港，應在14日內
繼續使用昆蟲驅避劑。若感到
不適，應盡快求醫，並告知醫
生外遊細節。」

海關檢350萬元走私水煙香煙經營涉侵權器材派對房 10男8女被捕

申訴專員嘉許獎 入境處5度獲獎

■入境處、郵政署、社會福利署及食環署分別獲頒申訴專員
嘉許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海關檢獲懷疑未完稅水煙及香煙。

■海關首次偵破派對房間疑侵權卡拉
OK歌曲及盜版電子遊戲作業務用途
的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