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屋輪候料明年初破6年
單身長者等上樓均增0.1年 柯創盛籲大刀闊斧增供應

公屋輪候時間愈等愈長，房委會昨日公

布截至6月底最新公屋輪候時間。雖然一般

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5.8年，與今年3

月底相同，但仍為22年以來高位，長者一

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則達3.7年，較3

月底多0.1年。公屋聯會相信，公屋輪候時

間明年初或破6年大關，情況已是刻不容

緩。有立法會議員呼籲特區政府必須更大

刀闊斧增加公屋供應，最少必須做到平均

每年提供2.1萬個公屋單位的目標，否則未

來一段時間也走不出公屋短缺的「死胡

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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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房委會資料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約有15.36
萬宗一般公屋申請，以及約10.1萬宗配額及計分

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即共有25.46萬宗申請；較3
月底的申請分別增加300宗和500宗。房委會解釋，長
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期上升，是由於當中部分獲
得編配的申請者輪候已久，反映在最新的平均輪候時
間中。

單身老友記或要等足4年
房委會委員、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表示，對公屋
輪候時間維持5.8年高位並不感意外，但對長者一人申

請者的輪候時間於短期內再升0.1年，則認為情況不理
想之餘，亦反映單身長者申請者較一般申請者獲得更
少支援。
他續說，由於今年底將有多個大型公共屋邨落成，

包括粉嶺皇后山，故對於下一季、即截至9月底的公
屋輪候時間稍為樂觀；但他估計隨着年底的編配高峰
期完結，一般公屋申請者的輪候時間或於明年初升破6
年高位，單身長者輪候時間有機會升到4年。
另一位房委會委員、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

席柯創盛亦對最新的輪候時間不感意外，但直言對
此感到相當憂心，因為以房委會的建屋量及現時每
年的公屋新申請宗數推算，未來3年至5年的輪候情
況也不會有明顯改善：「房委會2020年12月公布的
未來5年供應預測，新建單位只有平均1.3萬個，加
上約7,000個回收單位，即合共兩萬個；但一般申請
者每年就有兩萬個新申請，仲未計非長者一人申
請。」
柯創盛呼籲政府必須更大刀闊斧增加公屋供應，至

少必須做到平均每年提供2.1萬個公屋單位的目標，否
則未來一段時間也走不出公屋短缺的「死胡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昨日公
布，今年年中本港人口的臨時
數字約為739萬人，與去年同期
約 748 萬人相比，減少 87,100
人，跌幅為1.2%。對此，有人
或會聯想到是否與近年有部分
港人移離有關，但政府發言人
強調，人口跌幅有很多因素造
成，包括疫情前已離港的香港
居民、選擇續留外地卻因航程
受阻未能返港；移入香港的人
如外籍家庭傭工因疫情沒法來
港等。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人

口下跌由自然減少（即死亡多
於出生）及香港居民淨移出
（即移入少於移出）組成，去
年中至今年中有 38,500 人出
生，50,400 人死亡，即 11,800
人自然減少；與此同時，有
13,900名單程證持有人移入，
89,200名香港居民移出，即淨
移出人數為75,300人。因此，
今年中的香港人口臨時數字為
7,394,700 人，按年減少 87,100
人。

疫下致僅錄港人淨移出
特區政府發言人解釋，在新

冠肺炎持續影響下，香港和世
界其他地區實施嚴厲的關口管
制和檢疫措施，國際行程受到
嚴重影響，加上過去一年抵港
單程證持有人數目按年下跌
37%，導致在期間錄得香港居
民淨移出。發言人補充，淨遷
移涵蓋香港居民以工作和讀書
等各種目的進出香港，在概念
上與移民並不相同。
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系副教

授麥萃才表示，香港整體就業
人數都是維持大約 370 萬至
380 萬人，數字浮動不太嚴
重。他表示，相比起740萬香
港人口，移離的人數不是大數
目，他覺得對香港經濟影響輕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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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一帶
一路獅子會昨日舉行第三屆職員就職典
禮暨慈善晚會，有逾百位會員參與。新
任會長江海旋表示，未來工作目標是繼
續向基層家庭和學校捐贈電腦，幫助學
生面對疫情下日益增加的網上學習，同
時推動香港青少年與「一帶一路」國家
青少年的文化交流。

力推「帶路」青少年交流
江海旋表示，「帶路」獅子會在疫情
下創立，有見眾多學生長時間不能返
學，只能在家通過電腦遙距學習，於是
通過「一帶一路·學童有『腦』電腦捐
贈服務」計劃，首輪集資30多萬元，採
購百部筆記本電腦，首批已捐出26部，

未來是繼續向基層家庭和學校進行捐
贈。
他說，「帶路」獅子會未來亦會致
力通過推動「一帶一路」區域青少年
學習與交流，加強香港青少年對國家
及「一帶一路」區域歷史文化及經濟
活動的認知，提升青少年的國際視野
及競爭力。
出席主禮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

陳百里表示，「一帶一路」是國家重要
發展戰略，也是商經局的重要工作範
疇，特區政府從多方面助力「一帶一
路」，例如舉辦「一帶一路」高峰論
壇、商務對接會等。他鼓勵並讚許民間
團體助力「一帶一路」的「民心相通」
工作。

創會會長鄒欣格回顧創會歷程時說，
初期遇到香港社會動盪的時期，隨後在
新冠疫情下，大家不顧自身安危，堅持
為香港基層市民派發口罩，她希望讓服
務成為習慣，在「一帶一路」的土壤

裏，展現信仰、信念與愛。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梁

麗琴，國際獅子總會前國際理事范佐
浩、文錦歡，香港文聯常務副會長李秀
恒等出席活動。

「帶路」獅子會：續向基層贈電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因為
修例風波和新冠病毒疫情而一直未能
前往新疆視察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昨日終於可以透過視頻一睹新疆的最
新發展。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多名官

員昨日在新疆人民會堂多功能廳舉行
交流會，讓多名港區代表在香港分會
場以視頻連線的方式了解新疆最新發
展，並視察新疆棉花田、清真寺、教
培中心等地。

新疆主會場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大
常委會黨組副書記、副主任李學軍主
持，出席者包括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
常委、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艾爾肯·吐
尼亞孜，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大常委會
副主任祖木熱提·吾布力，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政協副主席、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
院長阿不都熱克甫·吐木尼牙孜，新疆維
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發言人徐貴相
等。
香港分會場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譚耀宗和一眾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參與
交流會，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第一召
集人馬逢國任主持。
交流會上播放了專題短片《新疆是個

好地方》，並由主會場的代表講解當地
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關於新疆落實國
家「十四五」規劃、推進「絲綢之路經
濟帶核心區」建設、中歐班列運營及未
來工作展望等情況。
交流會還以視頻連線形式，讓一眾港

區代表參觀烏魯木齊國際陸港區、烏魯
木齊文化中心規劃館、新疆伊斯蘭教經

學院、喀什地區澤普縣教培中心和喀納
斯景區等。其後，兩個會場的人員展開
互動交流，最後由馬逢國代表致結束
語、並由李學軍作總結。

譚耀宗：顯美對新疆抹黑僅造謠
譚耀宗在會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是次視頻視察由新疆不同地點的
人員現場實時連線作解說，認為安排非
常好，並讓代表了解到新疆當地棉農的
工作情況，看到當地農業都已經機械
化。早年曾到過新疆的譚耀宗說，結合
是次視頻視察，認為新疆人民十分幸
福，更顯示美西方國家近年對新疆的抹
黑都是造謠生事。

陳勇：直播能最真實看到新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表示，現場實

時直播的方式讓他們能最真實看到新疆
不同地區和景點中人民的反應，更真實
地反映了新疆人民的生活狀況。
他認為，新疆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下發

展得愈來愈好。

港區人大代表線上了解新疆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在香港透過視頻連線方式參與新疆視察視頻交流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一帶一
路獅子會舉行
第三屆職員就
職禮。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達
3.7年，較3月底多0.1年。 資料圖片

特刊

由香港幼稚園教育專業交流協會主辦，第三屆「愛
心小天使」獎勵計劃已圓滿完成。第三屆計劃以「愛
自己、愛學校、愛家人」為主題，向幼兒推廣關愛文
化，推己及人，從小培養正向思維，參與計劃的學校
約250間。
計劃的頒獎典禮於日前順利舉行，教育局首席教育

主任（幼稚園教育）鄺關秀菁、贊助單位中原慈善基
金主席黃偉雄、孔慶全伉儷及史丹福游泳學校主席馮
慶銓親臨典禮為50位得獎幼童頒贈書券。保良局戴
蘇小韞幼稚園老師盧莉華向嘉賓分享校本計劃內容，
鼓勵小朋友由心而發關愛別人，建立良好品格。
協會會長葉曾翠卿致歡迎辭時介紹計劃已推行至第
三年，喜見家長及學校在疫情下仍致力推動關愛文
化，讓小朋友在愛的氛圍中成長。葉會長公布下一學
年的計劃會將主題延伸至「愛環境、愛社會、愛國
家」，得到嘉賓積極回應及支持。
鄺關秀菁致辭時表示很高興看見學校及家長合作，
讓小朋友在生活中實踐愛，教育局將繼續積極加強幼
稚園的品德教育。中原慈善基金主席黃偉雄致辭時配
合奧運熱潮，將老師及家長的角色比喻為愛心教練，
幼兒就像運動員一樣，在愛心教練的引導下，自小積
累良好品德及正確的價值觀。
協會主席丁健華致謝辭時向每位計劃的持份者致

謝，引導小朋友除了感謝老師和家人的照顧，也要欣
賞他人的努力及付出。最後，他更向在疫情之下緊守
崗位的幼師致敬，感謝他們適時調整計劃的活動內
容，一起推動品德教育。
本學年「愛心小天使」獎勵計劃得以順利完成，感

謝贊助機構中原慈善基金、In-Tech Charitable Fund
Ltd、孔慶全伉儷、史丹福游泳學校及香港兒童鼓樂
團的支持。「愛心小天使」獎勵計劃得到眾多學校及
家長的支持及正面回饋，新學年將增添新元素及活
動，繼續弘揚愛心文化，推動品德教育。

第三屆「愛心小天使」獎勵計劃圓滿完成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幼稚園教育）鄺關秀菁（右
四）、中原慈善基金主席黃偉雄（左三）、孔慶全
（左一）、孔呂倩文（左二）、史丹福游泳學校主席
馮慶銓（右三）聯同協會會長葉曾翠卿BBS（左
四）、主席丁健華（右二）及副主席李淑嫺（右一）
親臨典禮為小朋友頒獎，以作鼓勵。

生態巢湖 產業新城
安徽巢湖：「口袋公園」扮靚城市空間惠民生
一群退休的老同志自帶樂器吹拉彈唱，好一幅和諧

的自娛自樂場景。這是在位於安徽省巢湖市城北伴園
二期的幸福驛站。「這裏環境綠化都搞得非常好，我
們經常到這裏來，大家玩得也特別舒心。」正和老夥
計們一起的市民祖朝善說。
可誰能想到，就在五、六年前，這裏卻還是一片雜草
叢生之地。「這片以前是公交公司和農技推廣中心辦公
場所，後面城市之光小區1萬多居民在家門口也沒有一
處公園。」巢湖市園林管理處公園管理科科長方群說。
2016年起，總投資850餘萬元的伴園分兩期開工建

設，2017年全面建成投入使用。公園建有古典園林
建築、景觀長廊、幸福驛站、健身廣場、休閒遊步道
等配套設施，總體風格為中式古典園林，提煉中國傳
統造園手法的精髓，打造具有特色的、舒適宜人的城
市街頭公園，服務範圍覆蓋周邊3萬多名群眾。
總投資約2000萬元，面積約130000平方米的丁崗
河公園內設計有花境、濕地水面、游步道、親水平
台、廣場、健身器材、園林小品等輔助設施，是一處
集遊玩、晨練、運動、休憩、健身為一體的綜合性城
市公園。可原來的丁崗河地勢較低，富營養化現象十
分嚴重，河底淤泥常年累積，雜草叢生，夏天臭氣熏

天，是一條名副其實的「龍鬚溝」。公園經過近兩年
的改造提升後，基本上實現四季有花、四季有景。現
在，公園內正值花期的萱草花開正艷，吸引市民前來
打卡。「我們一般在傍晚的時候過來轉一圈，打一套
八段錦鍛煉鍛煉身體，這裏的環境真是不錯。」市民
胡曉莉說。
「口袋公園」是巢湖市一大亮點特色工程。方群介
紹說，和伴園、丁崗河公園一樣，巢湖市以創建國家
級園林城市為契機，按照「300米見綠、500米見
園」的要求，見縫插綠，大力推進「口袋公園」和遊
園建設。近年來，巢湖市共規劃建設「口袋公園」20
餘處，現已基本建設完成，總投資約8529萬元，總
建設面積約38萬平方米，為周邊老百姓提供了休閒
娛樂的好場所，市民的幸福感、獲得感進一步增強。
對於建成的公園，巢湖市園林管理處不斷創新管理

模式，在精細化管理上狠下功夫，堅持依託市場化、
專業化團隊進行精心管護，確保每個公園綠地的管養
質量。通過「日查+月評+周巡」的方式不斷提升隊
伍的管養水平，不斷鞏固和提升國家級園林城市成
果，確保每個公園內環境優美、秩序井然。

（文：劉金陽、嚴化文）

（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