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波疫情下，安老院和殘疾院舍
淪為重災區，這一慘痛教訓應成為特區
政府改善安老服務的重要推動力。
《2022年院舍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
案》將於本月25日提交立法會首讀，其
中提出不少改革建議。需要指出的是，
改善安老服務的關鍵在於政府必須展現
更多的承擔，唯有突破 「大市場、小政
府」 的慣性思維，改變安老院舍完全由
市場主導的局面，才能標本兼治，達到
「老有所養」 的目標。
香港人口老化加速， 「高齡海嘯」
即將殺到，安老院舍成為愈來愈多市民
的最終歸宿。但另一方面，不少市民視
安老院舍為畏途，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
安老院舍的環境未如理想。相比大多數
的私營院舍，政府資助院舍費用較低，
空間較大，服務也較好，奈何數量太
少，輪候時間太長，以致每年都有6000
至7000人在輪候中離世。儘管近年政府
增加向私營院舍 「買位」 ，每年約1000
個，但仍然是杯水車薪，平均輪候時間
仍長達三年半，未能改變大量長者 「等
到死」 的心酸局面。
由於政府資助的安老院舍少得可

憐，大部分長者只能退而求其次，入住
私營院舍。根據法例，每個安老宿位不
能 低 於 6.5 平 方 米 。 但 事 實 上 ， 這 個
「最低標準」 往往就是 「最高標準」 ，
侷促的空間衍生很多問題，如個人私隱
得不到保障、引發矛盾等。第五波疫情
期間，本港逾九成安老院舍淪陷，一半
新冠死者來自安老院舍，其中一大原因
就是空間狹窄成為播疫的溫床。
私營院舍的服務質素更是不敢恭
維。這些年來，長者在院舍被欺凌、虐
待事件層出不窮，但由於現時私營院舍
都是公司註冊，出了問題責任人 「不必
上身」 ，可輕易逍遙法外，換一個名堂
繼續經營。一些惡名昭彰的私營院舍，
更是屢罰不改。
對待長者的態度決定了一個社會文
明的高度，香港安老院舍問題多多，與
「安老」 目標相差甚遠，改革刻不容
緩。千呼萬喚之下，政府提交修例草
案，主要有兩大改革方向：一是分階段
擴大人均宿位空間，由現時的6.5平方
米提升至9平方米；其次是加強院舍監
管，所有院舍新牌照或續牌的申請人都
必須為 「合適人選」 ，出了事可以問

責。條例草案亦引入新的院舍主管註冊
制度，社署署長須信納註冊主管為 「合
適人選」 ，有相關犯罪紀錄者將無法進
入相關行業。
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指出，法例修訂
並非小打小鬧，若能成功完成修例工
作，將產生優勝劣汰的效果，服務水準
未符合社會期待的院舍將逐步退場，由
更符合要求的院舍取代。他同時強調，
只靠修例不足以達至改善服務素質的目
的，增加服務供應至為重要。
修例大方向無疑正確，但尚未觸及
今後是否維持私營院舍主導的根本性問
題。在 「大市場、小政府」 的傳統思維
下，安老服務主要由私營機構提供，但
事實早已證明市場非萬靈。本港醫療一
直以公營主導，確保基層得到最基本的
服務，房屋政策近年也改弦更張，新建
公屋比例超過私樓。在安老院舍服務方
面是否也應該引入新思維，以公營院舍
為主，私營服務為輔？
安老問題並非一下子可以解決，但
只要本着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的人文
關懷，以同建共融社會為目標，就一定
能找到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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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軌道上的大灣區
港鐵東鐵綫過海段昨日通
車，場面墟冚。據港鐵統計，截
至昨晚八時，全新車站會展站共
有51900人次出入，而超級轉車站
的金鐘站則有77800人次出入。昨
天是周日，乘客不算多，秩序大
致良好；今日是通車後的首個工
作天，人流更旺，延伸綫將迎來
真正的考驗。
東鐵過海段全長6公里，在現
今香港全境270公里的鐵路系統中
只佔一個很小比例，但開通意義
重大，可以大大縮短新界與港島
的車程，進一步拉近和深圳的距
離。昨日就有在港島工作的市民
興奮地表示，一旦恢復與內地通
關，下班後可直接去深圳，省去
轉車麻煩。
近年香港在基建上有一些大
動作，隨着港珠澳大橋、廣深港
高鐵、屯馬綫等先後啟用，機場
「三跑」 建設進入收尾階段，大
大便利香港聯通內地和國際的功
能，加強了香港作為 「超級聯繫
人」 的角色。特別是粵港澳共建

大灣區，實現 「一小時生活
圈」 ，交通配套是先決條件，而
軌道交通具有載客量大且環保的
優點，更符合成本效益。
相比本港，廣東省在交通基
建方面更是大手筆。《廣東省綜
合交通體系 「十四五」 發展規
劃》指出，廣東在 「十四五」 規
劃期間的重大基礎建設總投資預
計為4.6萬億元，其中用於軌道交
通建設的投資就達2.2萬億元，包
括推動廣州至珠海高鐵、珠海至
肇慶高鐵項目，亦會推動廣深港
高鐵和廣珠城際鐵路進入廣州市
區，研究廣州至深圳高鐵新管
綫，建設廣珠、廣深快捷走廊
等。屆時，廣東軌道交通網絡將
更為密集， 「軌道上的大灣區」
呼之欲出。
過去香港受各種問題干擾，
基建計劃舉步維艱，與廣東相比
落後不少。現在香港進入 「愛國
者治港」 新時代，阻力大大減
少，在基建發展上要
龍眠山
迎頭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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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設公務員緊急動員機制

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李家超昨日
簽署法定聲明，表明不屬於任何政黨
和政黨成員，並承諾任期內不會成為
任何政黨的成員。
他表示，自己在政府架構重組方
面原則上傾向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
議的架構重組方案，而目前組班工作
正在積極進行。他還指出，上任後將
優先設立公務員緊急動員機制。
大公報記者 義昊
◀李家超昨日簽署法定聲明，表明不屬於任何政
黨，並承諾在特首任期內不會成為任何政黨的成
員。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同為香港開新篇

▲李家超表示，土地房
屋問題將是他任內重點
處理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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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31條規定，根
據條例第28條獲宣布在行政長官選舉中當選
的人，須在該項宣布作出後的7個工作日內，
公開作出一項法定聲明表明他不是任何政黨
的成員，並向選舉主任提交一份書面承諾，
表明他如獲任命為行政長官，在他擔任行政
長官的任期內不會成為任何政黨的成員、不
會作出具有使他受到任何政黨的黨紀約束的
效果的任何作為。

積極組班 重視能力及理念

李家超昨日在其競選辦副主任、前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見證下簽署法定聲
明，表明自己不屬於任何政黨，亦不是任何
政黨成員。李家超隨後向傳媒表示，他早前
已依照法例，向選舉主任提交一份書面承
諾，表明如果獲任命為行政長官，在任期內
不會成為任何政黨的成員。
當被問及政府架構重組方案及組班工

作時，李家超表示，自己原則上傾向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提議的架構重組方案。對於是否
設立副司長職位，他指出，現階段應由行政
會議討論後再做出回應，但如果重組可以強
化統籌工作，對整體第六屆政府施政會比較
有利。
至於組班工作，李家超表示，正積極進
行，但未有最終成員名單前不會公開。他指
出，希望找到最好的人才，以不同經驗互補
長短。他說，雖然香港現時社會情況穩定，
但仍有在國際關係下被針對的壓力，挑選人
才遇到一定挑戰。而部分人選雖然是人才，
但專長範疇與他想推行的方向不同，因此雙
方能否對接是他的考慮因素之一。當被問及
會否優先考慮紀律部隊人員組班，他強調，
自己不太重視個人背景，主要考慮人

【大公報訊】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後的三場重要
選舉──選舉委員會選舉、立法會選舉、行政長官
選舉，先後順利舉行。有學者近日表示，新選制為
未來的治港者勵精圖治提供必須保障，也實現最大
範圍的政治團結。

為勵精圖治提供必須保障
香港浸會大學前協理副校長楊志剛表示，香港
國安法的實施，為繁榮安定提供了必須的法律和制
度保障。經完善後的選舉制度，選出五光十色、有
廣泛代表性、視野和能力的90名立法會議員，也成

才的能力、經驗及理念是否符合，任何公務
員、社會人士都會考慮。
李家超指出，上任後會優先設立公務員
緊急動員機制，當發生危機時要在短時間內
召集公務員集中指揮，以及自己在政綱中提
及的 「解決跨代貧窮試驗計劃」 ，兩項計劃
都可以用關鍵績效指標（KPI）的方式檢視成
效。他也指出，只會針對部分事項設立
（KPI），期望可以借此了解政府工作未能達
標的原因，強化 「以結果為目標」 的做事方
式。

未來重點處理土地房屋問題

李家超還表示，自己重視土地房屋供
應，希望短時間內可以透過壓縮程序，加強
統籌，把10年房屋策略後5年的供應目標，部
分在前5年提早供應。他又以提早上樓計劃為
例，表示希望展現自己的破格思維，並考慮
將部分現行程序要求，在平衡效率的前提下
與時並進。

功選出下任特首人選。新選制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為未來5年治港者勵精圖治提供必須保障。
「這構成 『必須保障』 ，未提供 『充分保
障』 。」 在楊志剛眼中，下屆特區政府要做到政策
落實 「一抓到底」 ，還必須做到高級公務員的問
責，這是另一項仍待落實的 「必須保障」 。他稱，
香港實行 「行政主導」 體制，落實政府政策靠的就
是公務員，必須令所有高級公務員，尤其是常任秘
書長和部門首長，都做到 「忠誠且堅毅」 。
楊志剛表示，未來5年香港仍面對嚴峻的內外形
勢挑戰。普羅大眾最關心居住、就業、福利、醫療

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李家超昨日出席電
台節目時再提到家人，預計未來五年工作艱
特稿 辛，給家庭太太的時間會較少，並衷心感謝
太太一直陪伴和支持他。
李家超表示，多年的公職令他感到虧欠了太太，很少
時間照顧和陪伴她。他說，太太明白他的辛苦，但同時也
明白行政長官職務責任重大，是光榮使命，服務社會和市
民，因此希望她會支持；將來太太會參與多少涉及行政長
官夫人的工作，就交由太太自行選擇。
李家超希望未來五年的任期中，在完成工作之餘，盡
量關心太太。
大公報記者義昊

等最緊貼日常生活的民生問題，事實上也是急需解
決的問題，但香港並非只面對民生問題。香港過去
幾年的政治亂象暴露部分港人缺乏對國家民族的認
識和認同這個深層根本問題，持份者須深切認識、
反省並加以克服。

有助解決深層次社會問題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閻小駿表
示，完善後的新選舉制度，讓香港社會對政治的討
論回歸到了以管治程度和治理效果為中心。香港社
會正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也在實現最大範圍的政

治團結，開闢新的政治局面。新選制下，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具有共同的選民基礎，立法會形成支持行
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穩定力量，使特區政府和社會
各界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公共治理的成效，歸根結底體現在民眾親身
可感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閻小駿認為，
新選制有助更好地解決長期困擾香港發展的深層次
社會問題，同時也要意識到，香港仍然面對來自內
外的威脅和破壞，以及散布社會關係網絡不同節點
的 「軟對抗」 者，需依法加以認真辨識、甄別和應
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