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出席電視節目時稱，短期房屋措施過去4年已
「傾囊而出」，現正構思若房委會建屋慢，便要代政

府向輪候公屋的市民付現金津貼，以加快建屋流程。
她又說，日後 「北部都會區」的公營房屋比例一定不
會少於七成。

施壓房委會擬要求付輪候津貼
住屋難問題一直困擾香港，新一份施政報告主要談

及 「北部都會區」等願景，未見再有短期房屋措施。
林鄭月娥昨在無電視節目《講清講楚》稱， 「我在
內部說我都已經傾囊而出的了，我不能再寫另一份施
政報告還有更多這些措施，因為這4、5年來，能做的
我們都已差不多做盡了。」

林鄭月娥續稱，短期會從加快建屋流程入手，採用
「組裝合成」建築方法，最快建好屋，尤其是公營房

屋，但房委會很少採用，暫時只用於3、4幢樓。她正
構思若房委會建屋慢，要代政府向輪候公屋的市民付
現金津貼。她說： 「我有得意想法，今日現金津貼的
錢是政府出，為何不是房委會出呢？因為你建得慢你
出錢，希望令它有動力建快點，建快得一個月得一個
月、兩個月得兩個月，否則它給錢。」

至於可能20年後完成的 「北部都會區」，林鄭月娥
稱會跟 「明日大嶼」填海方案一樣，公私營房屋比例
七三比，但未來可能資助出售房屋較多。

她說： 「我計算過，今天的百分之七十中可以有出
售房屋，我的房屋置業階梯照顧到一些中收入以上，
即月入6萬多元都可以買一個資助房屋，有一點似新
加坡模式。以前做五十、五十，上一屆六十、四十，
所以今日公私營比例，百分之五十三是私樓，大概有
290 多萬個單位，百分之四十七是公營，出租及出
售，如果整個社會希望政府能夠幫到七成市民，在居
住方面無論是出租及出售，我要很多時間去追，我目
前做完這百多萬的用七三比，都只動到幾個百分點，
所以我真的可以很確切告知市民，以後土地分配都是
大部分要放在公營房屋。」

探過渡房屋家庭感受其喜悅
林鄭月娥接受電視台訪問後，隨即在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陳帆及九龍樂善堂主席彭志宏醫生和總幹事劉愛
詩陪同下，到訪由樂善堂營運的過渡性房屋項目，探
訪4戶均有在學子女的家庭，他們都是從房遷入過
渡性房屋，對新的居住環境和相關的服務以及鄰里互
助的氣氛十分滿意，租金壓力亦大大減輕。她說：

「我每次探訪搬到過渡性房屋的家庭，都深深感受他
們那份發自內心的喜悅，特別是有小朋友的家庭，因
為較寬敞的空間能為孩子提供學習的環境。」

林鄭月娥說： 「長遠而言，政府會繼續持之以恒，
多管齊下增加房屋及土地供應。若我在2021年施政報
告中提出的多項措施得以落實，由政府主導的土地供
應在未來 20 至 25 年，將提供 100 萬個公私營房屋單
位，徹底解決 『上樓難』、 『上車難』問題。我希望
社會大眾支持和配合政府改善民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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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用健康碼無追蹤功能
林鄭月娥昨日於電視節目中指出，事實證明本港多

個月做到零確診，但在航空方面，或會走漏一兩宗個
案，需要管控好。因應兩地制度不同，香港難以百分百
做到內地防疫要求，例如無法實行內地 「小區封閉」式

防疫，不過特區政府會解釋有何方法可達到類似效果。
她強調，香港已成功堅守 「清零」一段長時間。

林鄭月娥表示，最終要商討的是免檢疫 「通關」下
的熔斷機制，一旦出現確診個案就要立即中斷 「通
關」，市民要有心理準備。至於 「通關」須用的健康
碼方面，林鄭月娥重申， 「通關」用的健康碼沒有能

力做到自動追蹤亦不記名，因此需要免檢疫返回內地
的人士自願交齊行蹤、住址等個人資料，特區政府會
在資訊科技上配合。

昨無新增確診個案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於網誌強調，未來會繼

續堅守 「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策略，又指當局會努
力推行施政報告中的相關措施，同心抗疫，以及應付
未來人口老化對醫療帶來的挑戰。陳肇始提到，過去
21個月，新冠肺炎為本港醫療服務和公共衛生政帶來
前所未見的挑戰，她感謝參與抗疫的醫護和公務員，
在疫情期間克盡己職，相信在政府的帶領及市民的配
合下，香港可以盡早走出疫境。

在本港疫情方面，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公布，截至
昨日零時零分，沒有錄得新冠肺炎新增確診個案，至
今本港個案累計仍為12261宗。過去14天(9月26日至
10月9日)累計報告76宗個案，包括1宗源頭不明本地

個案，其餘均為輸入個案。

居港女機組人員在澳洲確診
此外，中心正調查1宗外地確診個案，涉及一名54

歲女病人，居於東涌海濱路8號海堤灣畔2座，她於3
月10日及4月6日在本港接種2劑復星疫苗。她是機
組人員，10月6日在香港進行檢測，結果呈陰性。她
於10月7日經航班CX101由香港前往澳洲，同日於當
地抽取的樣本測試結果呈陽性。病人沒有出現病徵。
中心正與澳洲衛生當局跟進個案，女病人於潛伏期在
港曾居住的地點會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醫管局表示，截至昨日上午9時，過去24小時有1
名確診病人出院，至今共有11947名確診或疑似病人
康復出院。目前，公立醫院已啟用577間負壓病房，
合共1068張負壓病床，現時共有66名確診病人分別
於9間公立醫院及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留
醫，全部情況穩定。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日前發布任內第5份施政報告。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昨日表示，施政報告以高瞻遠矚的眼光和砥礪奮進的
決心謀劃香港未來，獲得多方面正面評價，他會全力
支持行政長官施政，積極統籌跨局和跨部門不同領域
工作，推展和落實各項舉措。此外，新一份施政報告
明確說明政府正積極推進 「通關」工作，已要求各部
門全面檢視現時工作，創造 「通關」有利條件，爭取
盡快與內地相關單位舉行第二次對接會議。

李家超在網誌撰文表示，施政報告以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作為開篇，闡述 「一國兩制」，維護國家安
全及特區憲制秩序的重要性，包括落實香港基本法第
23條的本地立法、訂立香港網絡安全法例和打擊在社
交媒體散播假新聞和仇恨言論等。他會要求相關政策

局定期匯報工作，領導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加強憲
法、香港基本法及國家安全教育，推展落實公職人員
的宣誓要求。

李家超認為，施政報告提出的 「北部都會區」發展
策略，是回歸以來最前瞻性的願景。 「北部都會區」
和目前的 「維港都會區」互相輝映，鞏固香港固有優
勢，更開創新優勢，是一個多贏的發展策略。香港與
深圳將形成 「雙城三圈」的戰略性布局，發揮 「雙引
擎」和 「強強聯手」的作用，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效
益。

要求各部門創通關有利條件
李家超還提及香港和內地恢復免檢疫人員往來（即

「通關」）的工作。他表示，雙方在9月26日的首次

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議上，坦誠交換了逐步有序恢復
「通關」所涉事宜的意見，以及研究 「通關」以後可

能產生的風險。
他說，已要求相關局長全力跟進工作，包括創新及

科技局會制訂健康碼、食物及衛生局會牽頭再強化檢
測、個案追蹤、防範社區傳播等措施。李家超並稱，
已要求各部門全面檢視目前工作，創造 「通關」有利
條件，爭取盡快與內地相關單位舉行第二次對接會
議。

明年是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的大日子，特區政府將
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李家超表示，已召開跨局和跨
部門會議作籌備工作，並會促進社會各界共同舉辦和
積極參與，在香港、內地和海外舉辦不同的精彩活
動，一同慶祝和見證這個重要日子。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石籬中轉屋將於
明年前清拆，香港中文大學博群社區研究計劃學生團
隊早前進行研究，指石籬中轉屋清拆後，香港將不再
有市區中轉屋單位可用作收留因緊急事故而無家可歸
的人士。另有受影響的中轉屋居民表示，理解為公眾
利益清拆石籬中轉屋，以改建成公屋，但認為政府應
參考其他清拆安置政策，對居民作原區公屋安置安
排。研究團隊建議政府善用各區閒置公屋單位及土
地，在各區設置中轉屋。

政府計劃明年底前清拆超過 50 年樓齡的石籬中轉
屋，在原址興建公屋，約330戶中轉屋住戶須遷出，
部分居民將被遠遷入寶田中轉屋。研究團隊指出，在
為公眾利益強制清拆的前提下，不應再視石籬中轉屋
居民為普通的公屋輪候人士；又指同是因公眾利益而
須被強制遷離原有居所，受市區重建影響的租戶或未
來的市區寮屋清拆戶，只要本身符合資格，都有機會
獲公屋安置，唯獨石籬中轉屋居民不獲同等待遇；加
上保存社區網絡的原則，團隊要求政府安排為數不多
的石籬中轉屋居民入住原區公屋。

促在各區閒置土地設置
研究團隊表示，香港需要有市區和擴展市區中轉

屋，協助有迫切住屋需要的市民，在原來的地區暫
住。為增加各區的中轉屋供應，建議在不適合興建公
屋的閒置土地興建組合屋，以及把因沒有人揀選而長
期空置的舊公屋單位改為中轉屋用途。

研究團隊又發現，家暴受害者有迫切住屋需要，惟
只能住幾個月庇護中心，且極難成功申請的體恤安置
政策未能有效保障基層家暴受害者的安全。他們建議
新增具公屋資格的家暴受害者為中轉屋入住對象，條
件為由臨床心理學家評估及推薦、有醫生或法醫發出
的醫療報告，證明受害者曾受肢體暴力或由家暴個案
社工協助轉介中轉屋申請。

受清拆影響的劉女士表示，香港基層住屋問題嚴
重，不介意政府重建石籬中轉屋，興建公屋讓更多人
入住，但現時是為公眾利益而犧牲，認為政府應該至
少要確保受影響人士的生活質素不會因此而降低，應
安置入住同區的公屋。

另一位街坊呂先生亦指，入住寶田中轉屋會增加基
層市民的交通時間和交通費，很多街坊可能要陷入忽
然轉工的困擾中，嚴重影響原本的生活。他又說，有
些居民需要家人照顧，如他的鄰居曾中風，其女兒經
常來照顧他，若他搬入屯門，女兒不可能如前經常看
他。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民建聯昨日舉行
施政辯論擂台，供民建聯 「政治人才庫」計劃當中的
42人參加，包括10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以鍛煉發揮
及提升他們在議政論政的經驗和能力。施政辯論擂台
圍繞政府施政、抗擊疫情、房屋土地、國民教育、長
者福利等各項本港現時亟待解決的議題展開討論。

民建聯 「政治人才庫」計劃由民建聯會員、 「政
道」和清華高級公共管理碩士香港政務人才項目學員
透過 「賢路」甄選機制進入。據悉，人才庫至今作出
兩次招聘和遴選，目前約有50人。當中有42人出席民

建聯昨日舉行的施政辯論擂台。
據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張國鈞介紹，是次辯

論安排了 10 個題目，包括 「特區政府應放棄 『小政
府 大市場』的心態」及 「香港應推行全民強制醫療
保險」等熱議話題，參加者將分成10組，每組4人，
正方及反方各2人，各組辯論一條題目。

是次辯論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王
卓祺、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 「幫港出
聲」召集人周融作為評判，民建聯秘書長王舜義、全
國政協委員彭長緯、民建聯會務顧問簡志豪作主持。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特區
政府正草擬修例取消強積金對沖。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強調，取消強積金
對沖不會有追溯期，提醒僱主若於法例修
訂生效前遣散員工，不會帶來任何利益，
反而可能會增加日後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
金開支。特區政府期望在明年1月待新一
屆立法會成立後，盡快提交取消強積金對
沖的相關法案，他亦希望在本屆政府任內
完成有關立法工作。

提醒僱主勿誤信
解聘員工省支出

羅致光昨在網誌撰文解釋，修例後新聘
用的員工，累積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權
益，全數不可被對沖，認為當取消對沖的
法例修訂生效後，僱主將有更大誘因保留
現有員工，減低日後可能要支付的遣散費
或長期服務金，特別是較年長及深年資的
員工。他不排除有個別僱主不明白有關道
理，誤信謠傳和誤解在法例修訂生效前解
僱員工，特區政府有責任盡力及重複不斷
解說。

他重申，取消對沖方案並沒有改變，
有關法例修訂的草擬工作亦已接近完
成。施政報告提出的只是優化在取消對
沖後協助僱主適應政策改變的一個資助
計劃。取消對沖的方案並沒有改變，有
關法例修訂的草擬工作亦已接近完成。
將於明年 1 月待新一屆立法會成立後，
盡快提交取消強積金對沖的相關法案，
希望在本屆政府任內完成有關立法工
作。

林鄭指零確診斷纜無礙兩地商討通關

正研免檢通關熔斷機制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本港日前

出現1宗感染源頭不明的本地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令持續51天的本地零確診 「斷纜」 。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到目前為止，中央沒有因為出現這宗個案而影響商討
「通關」 的步伐。她表示，特區政府已向中央提交確診個案情況，接獲意見指高
風險人員應加密檢測，避免疫情流入社區，將安排機場貨運員工等高風險人士，
縮短每7日一檢的安排，並會考慮是否需要加密檢測。

北部都會區公營房屋
比例定不會少於七成

李家超：撐施政報告各項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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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籬中轉屋清拆
研究指市區絕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左一)昨在運房局局長陳帆(左二)陪同下，探訪過渡房屋家庭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
政府新聞處圖片

中大博群社區研究計劃學生團隊公布 「石籬中轉房
屋清拆安置方案及中轉房屋政策研究」 結果。

民建聯昨舉辦施政辯論擂台，讓 「政治人才庫」 成員鍛煉及提升議政論政能力。 記者 蔡啟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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