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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院舍服務 港人老有所養

WEN WEI EDITORIAL

時間只會進一步延長。
因此，要實現修例達至的增加人均居住面積的目標，
政府必須設法覓地，建造更多院舍。特區第六任行政長
官人選李家超在選舉期間提出，要研究利用綠化地帶提
供土地，以興建更多長者院舍，此建議可增加院舍供
應，備受社會期待。社會上還有建議指出，政府應適當
放寬院舍必須設置在離地 24 米以內的消防規定，容許
部分如廚房或儲物室等設置在較高位置，釋放更多底層
空間設置長者宿位。2003年，政府提出在私人發展物業
提供安老院舍的計劃，但成功例子不多，政府應積極研
究簡化審批程序，推動有關計劃全面落實。政府只有多
管齊下增加院舍供應，才能滿足社會需求。
除了院舍土地不足外，人手短缺也是一大問題。安
老業界估算現時職位空缺已多達 1 萬個，其中以護理員
最緊缺。即使政府早前以補充勞工計劃，輸入約 2,000
位內地護理員，仍屬杯水車薪。因此，政府要增加資源
培訓人才，除了開辦更多課程以外，還要考慮設立專業
職系，增加晉升階梯，令業內人士覺得這一行業有前
景、受尊重，吸引留住更多人才投身安老服務。
院舍修訂條例通過後，落實初期，業界要適應新要
求，一定程度要增加成本，可能令院舍宿位有加價壓
力。對此，政府應積極針對新問題調整實施細則，適
當增加對業界的資助，協助業界輸入外勞和增添設
備，讓新例實施可以平順展開。
老有所養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政府增加資
源投入、完善法例，目的都是要做好院舍管理，滿足社
會對院舍宿位不斷增加的需求。希望立法會支持並通過
有關條例草案，並督促政府進一步完善實施細則，抓緊
落實新法例，提升安老院舍的服務質素，保障長者安享
晚年。

社評

特區政府提出的《2022 年院舍法例（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於昨日刊憲。草案因應公眾要求，在八個
方面提升院舍質素。本港院舍過往質素參差不齊，部
分人均面積細小、人手不足、設施欠缺，未能對院友
提供好的保障和服務，這些不足在第五波疫情中顯露
無遺。本港人口正加速老化，社會對安老院舍的需求
將會急增。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李家超的政綱重
視關懷安老，期待新一屆政府落實好新法例，讓港人
老有所養。
政府今次修例提升院舍質素，涵蓋面廣、針對性
強，明確調高每名院友的最低人均樓面面積，中低度
和高度照顧院舍要分別達到 8 平方米和 9.5 平方米；
明確規定不同程度照顧院舍的人手配置、藥物管理等
等；引入院舍主管註冊制度、加強對院舍營辦人的問
責以及調高罰則。應該說，修例能夠修補現時院舍管
理上的不足。
人口老化，但香港寸金尺土，令安老院舍整體環
境一直未如理想。在第五波疫情中，安老院舍就成為
疫情衝擊的重災區，約半數重症、死亡個案來自安老
院舍，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院舍居住環境狹窄、衞生設
備不足、照顧人手不足等原因，導致疫情在院舍內快
速傳播，付出了血的代價。雖然政府已經採取了一定
措施改善院舍設備，緊急從內地引進護理員解決人手
不足的問題，但痛定思痛，長遠而言還是要通過修
例，推動院舍管理規範化。
隨着本港人口老齡化加速，安老院舍宿位一直供
不應求。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去年年底計算過，政府在
過去四個財政年度一共增加了 584 個資助宿位，但同
期增加的宿位需求推算達 7,681 個，即需求增加是供
應增加的 13 倍。如果不想方設法解決，輪候宿位的

大企業應與僱員共渡時艱
香港專營巴士僱員總工會及勞聯交
通運輸行業委員會就「九巴及龍運員
工 2022 年度薪酬及期望調查」舉行
發布會，發現有關公司九成員工稱現
時每月收入比疫情前減少，其中逾半
更指收入減少三成至四成。工會要求
九巴及龍運今年度員工的底薪加幅不
少於 5%，以追回過去兩年的凍薪。
巴士公司等大型企業有較強的經濟抗
逆力，即使短暫受到疫情衝擊，整體
而言未來仍能錄取不錯的回報，相比
之下，普羅打工仔受疫情影響大，生
活百上加斤，大企業應與打工仔共渡
時艱，在困難時刻負起更多的社會責
任，協助打工仔渡過難關。
受疫情影響，九巴員工兩年多以來
均被凍薪，與公司共渡時艱。但是，
如今疫情放緩，社交距離措施逐步放
寬，中小學亦已復課，市面出行人流
逐漸恢復，再加上去年九巴票價上調
等因素，有分析指出，九巴及龍運的
營業額有所好轉，相信資方有能力及
條件為員工加薪。
根據九巴近 5 年的年報資料顯示，
每年仍有不俗的實際盈利。在疫情
下，巴士公司一方面獲政府補貼，另
一方面根據「利潤管制協議」，保障
了公司有穩定的回報。巴士公司還可
通過發展地產項目，取得相當豐厚的
「一次性收益」，充分顯示公用事業

企業財力雄厚，有足夠的經濟抗逆
力。
相比之下，巴士公司的僱員處於弱
勢地位，受到疫情衝擊、經濟轉差的
影響首當其衝，薪酬福利銳減，再加
上通脹升溫，基層僱員面對減薪、凍
薪乃至失業的威脅，承受的生活壓力
可想而知。正如此次工會的調查結果
顯示，逾七成半人對過去兩年凍薪感
到不滿，有九成人表示現時每月收入
比疫情前減少，其中逾半減少三成至
四成，而在本年度加薪幅度上，
35.2%受訪者期望加幅為 3%至 5%，
27%受訪者期望加幅為 6%至 7%。在
期望加薪原因方面，有 76.9%人將通
脹因素放於加薪原因首位。
作為專營巴士等大企業，在經濟
不景時只是賺少了，在利潤有保障
的情況下，虧損終會補回，整體仍
會盈利。在疫情下，作為大型公共
事業如果不照顧基層僱員，不與員
工同甘共苦，實在說不過去。大企
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是現代文明
商業社會的應有之義，也是社會的
共同期盼。本港疫情已經趨於穩
定，相信整體經濟環境、企業經營
狀況也否極泰來，大企業更應多照
顧基層僱員，更注重企業的社會形
象，積極回饋基層僱員和社會，樹
立「良心僱主」的榜樣。

工會促九巴龍運加薪至少 5％
半數員工收入比疫前減近40% 倡設「年資增薪點」留人

新冠疫情對香港經濟造成巨大
衝擊，不少打工仔過去幾年未有
加薪，購買力亦隨之下降。香港
專營巴士僱員總工會及勞聯交通運輸行業
委員會昨日舉行記者會，表示九巴及龍運
員工經歷兩年凍薪之苦，通脹卻持續升
溫，令員工生活百上加斤。該會今年進行
的調查發現，逾 90%受訪員工指現時每
月收入比疫情前減少，其中逾半更指收入
大減 30%至 40%。工會要求九巴及龍運
今年度員工的底薪加幅不少於 5%，以追

▲郭志誠、周小松、儲漢松與一眾巴士車長代表，表達對
本年度加薪不少於5%及設年資增薪點等訴求。

回過去兩年的凍薪的幅度，同時為月薪員
工設立「年資增薪點」留住人才。工會表
示，上周已去信九巴，期望盡快與工會商

▶服務港人三十載的 301 號過海巴士線停駛，最後一班車
於昨日早上開出。
網上圖片

討，若九巴不回應，不排除會採取任何形
式的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香港專營巴士僱員總工會及勞聯交通運輸行業
委員會於今年 1 月至 5 月成功訪問 999 名員

工，約 93%為巴士車長。昨日公布的調查結果顯
示 ， 87.8% 受 訪 者 對 過 去 兩 年 凍 薪 感 到 不 滿 ，
90.9%指現時每月收入比疫情前減少，其中 51.6%
減少 30%至 40%，更有 11.5%受訪者收入減少逾
半。在本年度加薪期望方面，35.2%受訪者期望加
幅為 3%至 5%，27%受訪者期望加幅為 6%至 7%。
在理據方面，76.9%受訪者將通脹因素放於加薪原
因首位。

疫下加班減 靠底薪難頂通脹
香港專營巴士僱員總工會主席郭志誠在記者會上
指出，車長工作是靠長工時換高工資，疫情下少了
加班工作的「補水」，大部分車長的月入只靠底
薪。
勞聯副主席儲漢松指出，兩年來專營巴士員工凍
薪與公司共渡時艱，但通脹持續升溫，如今年 3 月
的各類綜合物價指數組成項目均有按年升幅，當中
基本食品更按年上升7.6%，員工生活百上加斤。
儲漢松表示，據九巴年報顯示，九巴過去 5 年都
有不俗的實際盈利，即使在 2020 年至 2021 年疫情
期間，九巴資產淨值增長亦達 6 億元、盈利約 1 億
元。雖然疫情放緩，社交距離措施逐步放寬，中小
學亦已復課，市面出行人流逐漸恢復，再加上去年
九巴票價上調等因素，估計九巴及龍運的營業額有
所好轉，相信資方有能力及條件為員工加薪，建議
九巴及龍運今年度員工的底薪加幅不少於 5%，以
追回過去兩年的凍薪的幅度，同時為月薪員工設立
「年資增薪點」留住人才，「以每月加薪 50 元計
算，一年底薪可增加600元。」
九巴昨日在回應時指出，根據該公司 2021 年度
業績公布，九巴於 2021 年錄得除稅後盈利約 1 億
元，較 2020 年下跌 1 億元。若 2020 年撇除政府資
助及一次性收益，九巴實際錄得近7億元虧損。

301過海巴榮休 乘客：一個時代的結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東鐵線過海段將於周日
通車，乘客可從東鐵線由九龍直達港島。由於路線重
疊，新巴城巴早前宣布服務港人三十載的 301 號過海
巴士線停駛，最後一班車已於昨日早上開出。
不少市民昨日沿路歡送尾班車，而乘搭尾班車的
乘客均獲贈證書留念。有經常從東鐵線轉搭 301 線
巴士過海的乘客形容，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
因應東鐵線過海段通車，由紅隧開往上環的過海

巴 士 301 號 線 正 式 榮 休 ， 在 路 線 牌 亮 出 「 光 榮 告
別」字樣的 301 號尾班車昨日早上 9 時 13 分由紅隧
車站開出，完成歷史任務。

尾班乘客獲贈證書作紀念
昨日有不少市民及巴士迷聚集歡送尾班車，他們在
301 線站頭及車上打卡，更在上層用手機拍攝沿途風
景，車程沿路亦有不少巴士迷等待尾班車駛過，當巴士

駛至總站上環永吉街時，大批巴士迷落車影相留念，記
錄這條為港人服務 30 年的紅隧路線的最後時光，而乘
搭301線尾班車的乘客，均獲贈證書以作紀念。
平日會從東鐵線轉搭 301 線巴士過海的乘客葉先生
表示，301 線巴士車程方便快捷，一路上的停車站亦
較少，認為其榮休是「一個時代的結束」。
於 1991 年駕駛首批 301 號線的車長劉永洪昨日為乘
客駕駛最後一班車。他回想當年仍未有西隧，作為首
批冷氣巴士的 301 號線大受上班族歡迎，「我好懷念
301，咁多年來疏導好多乘客往商業區，以前一班車載
客150人至160人，方便好多要去銅鑼灣、灣仔的人，
301號見證了好多（歷史）。」

電車申加價：成人 3 元 小童 1.5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疫情回穩不久，
市民即面對公共事業加價潮。繼的士加價後，電車公
司亦向政府提交加價申請，其中成人及小童分別建議
由 2.6 元加至 3 元，以及 1.3 元加至 1.5 元，加幅同為
15.4%；長者票價由1.2元加至1.3元，月票則由220元
加至 260 元，加幅分別為 8.3%及 18.2%，又建議取消
34元的遊客票。

被疫情重創
「慳無可慳」
電車公司上次加價是在 2018 年 7 月，12 歲或以上人
士的成人票價由 2.3 元加至 2.6 元，3 歲至 11 歲小童票
價由 1.2 元加至 1.3 元，65 歲或以上長者票價則由 1.1
元加至 1.2 元，月票票價則由 200 元加至 220 元；遊客
票的票價則維持不變。
據運輸及房屋局日前提交予立法會的文件指出，電
車公司於 2021 年 10 月提交加價申請時 ，建議成人、
小童及長者票價分別加至2.9 元、1.4 元及 1.3 元，月票
則增至 250 元。然而在第五波疫情打擊下，電車公司
再受重創，遂於本月3日提交經修訂的新票價建議。
據電車公司解釋，在 2022 年至 2026 年期間推行各

項改善計劃項目所需的資本開支合共約3,490萬元，其
中部分項目長遠而言可減少經常營運成本，特別是維
修保養和電費開支。不過，面對來自其他公共交通工
具的競爭，加上特區政府於 2012 年推出「2 元優惠計
劃 」後，電車的平均每天乘客量和車費收入在過去數
年持續下跌。

今年 3 月份客量較疫前減半
電車公司續指，新冠疫情之前，電車每天載客量約
15 萬人次，但第五波疫情下，今年 3 月份的乘客量更
較疫情前大跌 50%，即使計及電車公司在第六輪防疫
抗疫基金及「2022 保就業」計劃所得的補貼，估計電
車公司在2022年僅可勉強達到收支平衡。
同時，電車車身和電車站上蓋展示廣告所得的收
入，佔電車公司總收入約 40%至 50%，但疫情持續，
令有關收入於今年 3 月份大跌約 33%。自上次加價以
來，電車公司的總營運成本上升了由 2018 年的 2.069
億元增至 2021 年的 2.285 億元，升幅為 10.5%，電車
公司的員工成本佔總營運成本近 70%，維修保養成本
佔 10%，餘下的 20%則為電力、折舊和雜項開支等其

◆電車公司向政府提交加價申請。

資料圖片

他成本項目，故電車公司可節省成本的空間有限。
按既定政策和機制，特區政府在評估電車公司的票
價調整申請時，會考慮其服務質素，自上次調整票價
以來營運成本與收入的變動，未來營運成本、收入、
利潤和回報的預測，以及預期公眾的接受程度。運房
局會聽取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和交通諮詢委員會委
員的意見，再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交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