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期行動

◆招募來自弱勢社群，尤其是居於在劏房
的初中學生

◆名額2,000個

◆行動三大元素：

─師友配對︰每名初中學員會獲配對一
名義務友師

─個人發展規劃

─財政支援︰向每名學員提供5,000元
的啓動資金，在友師的指導下使用，
向個人目標進發；成功完成計劃後另
發5,000元的獎學金

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行動小組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帶領）

四小組工作規劃

◆時間目標：

─爭取在8月內公布詳情，以開始招
募友師和學員

─考慮一年後優化計劃並推出第二期

土地及房屋供應統籌組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帶領）

●制訂未來十年每年可供發展土地的供應

預測

◆負責政策局︰發展局

◆時間目標︰9月向統籌組匯報

●精簡法定程序的工作

◆涉及法例

─《城市規劃條例》

─《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

─《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

─《收回土地條例》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等

◆負責政策局

─發展局

─環境及生態局

◆時間目標：

─9月向統籌組提交具體法例修訂的
工作方案

─年底前向立法會提交條例修訂草案

●制度改善的工作

◆使「基建先行」的概念制度化

◆更有效統籌各政府部門用好土地提供社
會所需設施

◆時間目標：

─有關政策局會於第四季向統籌組
提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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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下月公布詳情募師生 四小組首會議定工作目標
香港特區第六屆政府再展施政新風。行

政長官李家超指示成立的弱勢社群學生擺

脫跨代貧窮行動小組、土地及房屋供應統

籌組、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公營房屋項

目行動工作組，昨日均舉行了首次會議，

並各自定下了時間目標。其中，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任主席的「弱勢社群學生擺

脫跨代貧窮行動小組」，就定下要在第一期行動扶持2,000名初中學生的目標，

為他們作師友配對，並提供5,000元啟動資助，讓學生向個人目標進發；成功完

成計劃後會另發5,000元的獎學金。行動小組將爭取在下月公布詳情，開始招募

友師和學員，並考慮於一年後優化計劃並推出第二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新作
新屆政府新屆政府

陳國基表示，行動小組以精準扶貧為
務，推行計劃以助解決跨代貧窮問

題。計劃將在社區和學校招募來自弱勢社
群，尤其是居住在劏房的初中學生，第一
期設2,000個名額，包含「師友配對」、「個
人發展規劃」和「財政支援」三大元素。
計劃下，每名初中學員會獲配對義務

友師，友師將與學員分享人生經驗，安
排參觀、工作影子計劃或其他活動，擴
闊學員的視野，加強其自信，以積極正
向態度定下個人目標。

此外，友師將幫助學員培養正確理財
觀念，有效使用計劃為學員提供的財政
支援，實踐他們的個人發展規劃。行動
小組初步擬向每名學員提供5,000元的啟
動資金，在友師的指導下使用，朝個人
目標進發；成功完成計劃後另發5,000元
的獎學金，讓學員應用在計劃期間學會
的理財觀念自行決定用途。
會議上，行動小組還探討如何促進商

界積極參與，包括提名具豐富人生經驗
的友師，為學員提供相關的財政支援。

行動小組亦會動員政府部門、公營機構
及商業機構舉辦具啟發性的團體活動，
開闊學員的視野。

着重學員自信心責任感等提升
行動小組初步商定計劃的成效指標，

同意應着重評估和比較學員於參與計劃
前後，在自信心、責任感、設定目標和
理財能力等多方面的變化和提升，為他
們儲備能量，擺脫跨代貧窮。
陳國基說：「在敲定計劃細節後，行

動小組會爭取在8月內公布有關詳情，以
開始招募友師和學員。在累積經驗和檢
視成效後，我們考慮在一年後優化計劃
並推出第二期，讓精準解決跨代貧窮的
工作有深度和有系統地延續下去。」
行動小組由勞工及福利局和社會福利

署提供政策及執行支援，而教育局、民
政及青年事務局和民政事務總署亦為小
組成員，協助促進學校和地區團體參
與。行動小組稍後會向扶貧委員會簡介
計劃及徵詢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濬
文）特區政府政務司副司長
卓永興督導的「地區事項統
籌工作組」昨日舉行首次會
議，訂出首階段工作的具體
行動計劃，包括在一個月內
開展「香港新市容」全港清
潔運動，為期3個月，當中三
個工作重點為強化日常清潔
工作、重點處理衞生黑點；
加強宣傳教育及社區參與；
及加大執法力度。相關部門
須在一星期後向工作組提交
工作行動綱領。
卓永興昨日主持了工作組的

首次會議，會上卓指「香港新
市容」運動旨在短時間內提升
香港環境衞生和市容，並確保
改善是可持續的。昨日的會議
上亦訂定目標和計劃，着手處
理跨部門的「老、大、難」地
區環境衞生和街道管理問題，
包括非法棄置垃圾、鼠患、阻
街等，工作組將從根源提出針
對性的解決方法，並會發揮跨
部門督導統籌功能，希望藉有
關行動經驗建立「標準運作模
式」。

卓永興說，工作組會從三方
面着手，第一，釐清典型跨部
門環境衞生問題的責任誰屬並
理順流程，建立「標準運作模
式」，予部門在地區持續落實
執行；第二，督導相關政策局
和部門制定持續的行動計劃、
績效指標，以及持續評估措施
成效的制度；第三，持續推動
社區參與和宣傳教育，以期在
社會建立保持環境清潔和愛護
市容的新文化，鞏固改善的成
果。
「我很高興各與會部門均十

分認同『以結果為目標』的工
作理念，以及須從市民的角度
解決問題，為市民提供美好的
生活環境，以實際行動做到國
家主席說的『民有所呼，我有
所應』的工作要求。」
工作組將由環境及生態局主

力推動，成員來自17個政策
局和部門，而出席是次會議的
有房屋局、漁農自然護理署、
屋宇署、渠務署、食環署、路
政署、民政事務總署等。工作
組會在兩星期後召開第二次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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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右一）昨日主持「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行
動小組」首次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土地房屋問題
是需要切實排解的民生憂難。「土地及房屋供
應統籌組」及「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昨
日各自舉行了首次會議，前者要求發展局制訂
未來十年每年可供發展土地（即「熟地」）的
供應預測，並在9月向統籌組匯報等目標；後
者則將於9月底向行政長官提交提升及加快公
營房屋整體供應的具體建議。
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主持「土地

及房屋供應統籌組」首次會議，討論下半年的
工作計劃，除了發展局要制訂「熟地」供應預
測，確保不同用地的供應能夠適時到位外，統
籌組亦要發展局和環境及生態局在9月提交具
體法例修訂的工作方案，包括《城市規劃條
例》、《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
《收回土地條例》等，為如期於年底前向立法
會提交條例修訂草案作準備。
對於涉及制度改善的工作，包括如何使「基

建先行」的概念制度化，及如何更有效統籌各
政府部門用好土地提供社會所需設施，有關政
策局亦會於第四季向統籌組提交建議。

地屋配套 關乎市民幸福感
陳茂波在會上表示，土地和公、私營房屋

的及時供應，以及到位的交通、基建、社福

和文康設施等配套，關乎到市民的獲得感和
幸福感。各成員必須以務實有為的態度，全
方位推動土地及房屋供應，各部門務須加強
統籌協調，精簡程序，進一步提速、提效、
提量造地建屋，力促多元發展。
另外，特區政府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昨日

主持「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首次會
議，相關政策局及部門代表檢視了未來十年
的整體公營房屋供應。黃偉綸強調，行動工
作組其中一項工作重點是研究如何提升第一
個5年期的公營房屋供應量。
他表示，「行動工作組」會探討進一步應

用「組裝合成」及其他科技以加快興建公營
房屋的速度。由於興建公營房屋及相關設施
涉及不同部門，行動工作組亦會研究如何透
過加強不同部門的協作，減省程序，以加快
興建及落成公營房屋。另外，制定務實的措
施，例如透過分階段落成公營房屋，落實行
政長官提出的「公屋提前上樓計劃」，讓公
屋申請人可以盡快上樓。
由於第二個5年期的公營房屋興建量將會大幅
提升，「行動工作組」會研究如何做好準備，透
過不同方法增加整體建屋能力以應付需求。
行動工作組將於9月底向行政長官提交提

升及加快公營房屋整體供應的具體建議。

「兩房屋組」研修例鬆綁增建屋

弱勢生脫貧組每學員獲5000啟動金

●工作重點

◆研究如何提升第一個5年期的公營
房屋供應量

◆探討進一步應用「組裝合成」及其他
科技以加快興建公營房屋速度

◆研究如何透過加強不同部門的協
作，減省程序，加快興建及落成公
營房屋

◆透過分階段落成公營房屋，落實行
政長官提出的「公屋提前上樓計
劃」

◆透過不同方法增加整體建屋能力

時間目標：

─9月底向行政長官提交提升及
加快公營房屋整體供應的具
體建議

●第一階段工作

◆開展3個月的「香港新市容」全港清潔運動

─強化日常清潔工作、重點處理衞生黑點

─加強宣傳教育及社區參與

─加大執法力度

◆時間目標：

─相關部門須一星期後向工作組交工作行動綱領
─於一個月內開展運動

●三方面工作

◆釐清典型跨部門環境衞生問題的責任誰屬
並理順流程，建立「標準運作模式」，予
部門在地區持續落實執行

◆督導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制定持續的行動計
劃、績效指標，以及持續評估措施成效的
制度

◆持續推動社區參與和宣傳教育

●其他跨部門「老、大、難」地區

環境衞生和街道管理問題

◆非法棄置垃圾

◆樓宇滲水

◆冷氣機滴水

◆鼠患

◆垃圾屋

◆阻塞街道等

資料來源︰特區政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 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
（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帶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公務員
事務局昨日公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高、
中及低層薪金級別和首長級公務員2022至23年度
劃一加薪2.5%，生效日期追溯至4月1日。特區政
府今日向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匯報後，爭取在本立法年度會期結束前將薪酬調整
建議提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考慮，以期下月向公務
員發放調整後薪金和追補薪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會
議前見傳媒時表示，今日將帶領三位
司長、三位副司長和特首辦主任一起
出席立法會首次的「前廳交流會」，
希望通過這個常設的交流機制，讓官
員和議員有互相認識、交流和跟進的
機會。

今日的「前廳交流會」由早上9時
15開始，預計10時45分結束，分三
節、每節半小時，由官員分批與議員
交流，就市民關注的不同事項交換意
見。
李家超指，以往真真正正常設的交

流是由政務司司長與立法會內會主席
和副主席每周開會討論立法會的事

務，「前廳交流會」將交流範圍擴大
至所有司長、副司長和局長及各局的
相關人員。他以身作則出席首次交流
會，他希望讓大家看到，「我們是認
真的，而且希望常設一個溝通的交流
制度。」
他又指，未來「前廳交流會」如何
發展，可以在過程中不斷優化細節。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透過發言
人表示，相信「前廳交流會」這種
面對面的恒常交流，有助行政立法
機關建立更緊密的協作關係，尤其
特區政府可在政策醞釀階段聽取議
員意見，更「貼地」了解市民聲
音，相信可令政策更有成效，令廣
大市民更受惠。

特首今出席「前廳會」：盼官員議員增交流 行會通過公僕劃一加薪2.5%

◆◆「「土地及房屋供應統籌組土地及房屋供應統籌組」」舉行首次會議舉行首次會議。。 ◆◆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舉行首次會議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舉行首次會議。。 ◆◆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舉行首次會議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舉行首次會議。。

（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帶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