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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財

政司副司長黃偉綸

昨日主持公營房屋

項目行動工作組第

三次會議，進一步

討論提升及加快公

營房屋整體供應的

具體工作路向。除

了落實土地及房屋

供 應 上 要 「 提

速」、「提效」、

「提量」，工作組

還探討了如何改善

公屋環境及設施，

增加土地房屋供應

的資訊透明度，以

及加強保障劏房租

戶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濬文

議員獻策施政報告 倡中西醫協作擴至更多公院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正就今

年10月發表的新年度施政報告開展諮詢工作，包
括舉行不同主題的網上諮詢會。有參與醫療相關
主題諮詢會的立法會議員在Facebook發帖表示，

他在會上反映了公營醫療輪候時間長的問題，並
建議政府將「中西醫協作計劃」擴大至更多公立
醫院。有參與提高香港競爭力主題諮詢的議員發
帖表示，與會者建議特區政府提供誘因，主動爭
取更多龍頭企業到港發展先進工業，及與不同業
界龍頭企業在港合作開辦研發中心，參考內地及
海外政策，完善本港的人才規劃及培訓等。

街坊哭訴胸痛 掃描竟排年半
民建聯議員梁熙在Fb發帖，表示自己昨日透過

視訊會議，參與李家超主持的諮詢會，並反映了
公營醫療輪候時間長的問題，表示自己遇過有街
坊哭訴因為胸口劇痛，但竟要排期一年半才有得
做掃描；有女士因為胸口發現有硬塊，醫院要她
等待兩年才可以做檢查。

他提到，目前全港43間公立醫院和醫療機構
中，只有8間公立醫院參與政府的「中西醫協作
先導計劃」，而選定病種只有中風治療、肌肉及
骨骼痛症治療和癌症紓緩治療，選定病種數目甚

少，參與計劃的中醫數目亦有限，最終每年只有
少數病人能夠受惠。
同時，目前制度對參與計劃的住院病人存在收

費歧視情況。病人除了需繳付每天120元住院費
用外，還需要額外繳付120元作為中醫診療費
用，即每天總共需繳付240元，收費是單純西醫
住院服務的兩倍。
為了促進中醫藥發展，讓更多有需要的市民可

以取得公營中醫住院服務，梁熙建議政府研究、
跟進及落實擴大「中西醫協作計劃」至更多公立
醫院，以及增加選定病種數目，同時增加資助對
計劃的資助，豁免病人的中醫診療費用。

加強內地海外引才 支援再工業化
民建聯議員周浩鼎在Fb發帖，表示自己前日線

上參與了以「提升競爭力—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為主題的施政報告諮詢會。他指出，很多關心香
港工業4.0持份者在會上發表很好的意見，包括建
議香港主動爭取更多龍頭企業到港發展先進工

業，及加大力度從內地及海外引入工業技術的專
才，以支援再工業化發展。

出席同一諮詢會的紡織及製衣界議員陳祖恒在
Fb發帖表示，他在會上向李家超提出兩方面意
見。一是科研落地。他建議特區可提供誘因，與
不同業界龍頭企業在港合作開辦研發中心，如紡
織及製衣業就可以撮合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HKRITA），與內地體育品牌巨擘，一條龍將科
研成果應用落地；第二是人才培訓。特區政府可
參考內地及海外政策，完善本港的人才規劃及培
訓。
香港紡織業聯會會長陳亨利在研討會上提出以

下4項建議，包括擴大HKRITA的職能，負責科研
成果商品化的整個過程；加大資源支援HKRITA
設實驗室或大灣區據點；設立「科技原創獎金計
劃」，讓科研機構及人員分享科研成功落地的紅
利，鼓勵他們參與科研成果商品化整個過程，及
為科研資助計劃拆牆鬆綁，容許企業把資助用於
離岸生產設施的測試。

黃偉綸在Facebook發帖表示，行動工作組在昨日
會議上審視了不同的公營房屋項目。除了制訂

具體的措施，以加快部分項目提早分階段落成，同時
要求部門檢視不同項目的公共環境及設施，分階段落
實相關改善工程，為日後公屋住戶提供較佳的居住環
境，又討論了如何透過發布相關資訊，讓公眾更加了
解土地發展及公營房屋的興建進度。

保障劏房租戶 倡增巡查執法
就實施分間單位租務管制的新法例，黃偉綸表示，
行動工作組建議跨部門以多管齊下的方式，加強巡
查、執法和宣傳，以打擊有關違法行為，保障劏房租
戶的權益。
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將於9月底向行政長官提

交工作建議。
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於早前的會議上提到，未
來5年，即2022/23至2026/27年度，公營房屋的落
成量有超過10萬個單位，到第二個5年期，即2027/
28至2031/32年度，落成量將大幅提升至超過23萬
個單位。因此，行動工作組的其中一項工作重點，是
要研究如何提升第一個5年期的公營房屋供應量。

有關的措施包括進一步探討應用「組裝合成」及其
他科技以加快興建公營房屋的速度，研究如何透過加
強不同部門的協作，並減省程序，以加快興建及落成
公營房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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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快上樓等。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7月6日首次出席立法會

行政長官答問會，會上表示將建立4個工作小組，包
括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
統籌組會從宏觀層面督導和監察公私營房屋供應，以
及房屋、經濟以至政府及社區設施各類別用地的供應
進度，持續檢視各個造地項目由研究至土地平整各階
段工作的進展，以確保不同用地的供應切實到位；制
訂並定期公布未來10年可供發展土地的供應預測，
利便公眾監察政府工作進度。
行動工作組則負責督導公營房屋興建項目，工作範

圍包括監察預留作公營房屋項目的用地是否可準時交
付；探討各項加快建造及入伙的措施；制訂及更新公
營房屋新供應的預測；考慮及解決各項影響準時完成
公營房屋項目的跨政策局或跨部門問題，並探討及制
訂措施以增加公營房屋供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第六屆特區政
府管治班子上任以來，積極落區了解民情。房屋
局局長何永賢昨日和立法會改善基層住户居住環
境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鄭泳舜等多名立法會議
員，探訪入住過渡性房屋的家庭，並實地了解酒
店、賓館短暫改為過渡性房屋項目運作情況。鄭
泳舜期望特區政府盡快完成對酒店賓館過渡屋先
導計劃的檢討，包括了解營運機構及酒店賓館業
界所面對的困難，進一步簡化申請程序，為酒店
賓館轉為過渡屋提供更多的誘因。
鄭泳舜在Facebook發帖表示，他和何永賢及
多名立法會議員參觀了位於尖沙咀美麗都大廈作
為過渡性房屋的賓館，其後到土瓜灣探訪劏房
戶，視察用作過渡性房屋的酒店B Hotel，並就
相關議題進行交流。
鄭泳舜指出，酒店賓館過渡屋先導計劃已推出了

一年，截至上月底，局方批准了9個項目，涉及4
間酒店和72間賓館，合共提供816個房間。「雖然
供應數字未必太多，但我們都看到計劃是有社會效
益，可幫助到輪候公屋的劏房戶或有緊急需要的
人，解決燃眉之急，提供較佳的居住環境和減輕經
濟壓力，且改裝賓館和酒店，較興建一般的過渡性
房屋，速度更快和更具成本效益。」
他期望特區政府盡快完成對酒店賓館過渡屋先導

計劃的檢討，完善計劃，「物業的維修保養和管
理，對於社福機構來說，未必不是專長，當局應作
出更多支援，並繼續透過不同方式，增加整體的過

渡性房屋供應至5萬個，改善基層住屋困難。」

何永賢盼各界助覓過渡屋
何永賢在Facebook發帖表示，希望能與社會
各界攜手協力，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過渡性房
屋，讓他們有更好的居住環境。她提到，不少過
渡性房屋住戶希望未來可以用相似的方式幫助其
他有需要的人，各位議員也向她提出不少建議、
反映市民心聲。未來，她必定會繼續努力，策劃
不同措施，為市民提供安樂窩。
日前，鄭泳舜和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探訪了深水

埗區舊樓住戶和特色店舖，了解他們對舊樓重建
的意見，其後與民建聯深水埗、油尖旺和九龍城
的代表舉行會議，就強拍門檻和重建事宜進行交
流。有百年老店食肆擔憂強拍重建會改變社區特
色，難以在同區找到合適店舖繼續經營。有居住
在沒有電梯的唐樓長者則希望物業盡快被收購，
商舖住戶業主則對降低強拍門檻有不同意見。
甯漢豪在Facebook發帖表示，為應對樓宇急
劇老化問題，除市建局的推動工作外，亦需要私
人市場力量加快市區重建。發展局正就強拍門檻
和相關機制的運作進行政策研究，包括考慮為不
同樓齡的樓宇訂立不同的強拍門檻，如何讓業主
就有關法律及估價方面等事宜得到專業支援，以
及探討是否有空間精簡現行強拍個案的法律程
序，預期今年第四季會將具體建議提交立法會發
展事務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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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濬文）新任行
政會議成員、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前主席陳
健波表示，香港需要
做好窗口角色，積極
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
發展勢頭。
陳健波接受點新聞

「香港機遇」節目嘉
賓主持周振基教授訪
問，談到自己對行政
會議成員這個「新身
份」的看法時表示，過去一段時間，
香港受到很多不公道的對待，假消息
充斥輿論，令正確的信息被掩蓋，無
法傳播開去，加上特區政府與市民的
溝通不足，導致大眾被誤導，誤解由
此產生。自己要做的事情，除了告訴
特首市民關心什麼，還需要向市民解
釋，特區政府「到底在做什麼」。
被問及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應

擔當什麼角色，陳健波認為，香港發

揮好「兩制」的優勢尤為關鍵，又形
容香港和澳門如國家的兩個「鼻
孔」，一定要能夠「透氣」才能發揮
作用。作為國家的窗口和橋樑，香港
必須集中力量，做好金融發展，特別
是資金的進入等方面的工作。
陳健波在訪問中又寄語香港的年輕

人應該把握機遇。他讚揚香港的年輕
人很強，最重要的是要引導他們走正
確的路，讓年輕人能夠看到發展的機
遇和空間。

陳健波：港應做好窗口角色融入灣區政協青聯擬邀1.4萬學生遊故宮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政協青年聯
會第五屆執委會將於9月就職，該會新一屆執委
會候任主席鄧灝康昨日在與傳媒交流時表示，聯
會未來兩年會通過一系列活動向青少年推廣國民
教育，說好中國故事，包括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合作舉辦首場閉館專場活動，屆時將邀請
14,000名中小學生參觀。
鄧灝康表示，聯會成立8年，旨在吸納香港青

年企業家、專業人士、社團領袖及政協委員後代
等，為他們提供參政議政的平台，提升年輕人的
影響力。新一屆執委會共設有11個工作委員
會，包括新增的創新及科技、經濟發展及學生事
務委員會。
他介紹，聯會未來有三大重點工作，包括推廣國民教育，宣傳國
安法律，扎根基層社區；深耕專業技能，拓展內地網絡，講好中國
故事；加強凝聚會員，促進會員發展，培養政協委員。
鄧灝康表示，聯會未來會為中小學生舉辦更多活動。其中「青年

穿越故宮之旅」活動將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合作，由今年10月起
舉辦6場閉館專場活動，每月一次，將邀請共14,000名中小學生參
觀，藉此加深青少年對國家歷史的了解，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

「同心圓計劃」幫服刑青年更生
同時，聯會會與懲教署合作推出「同心圓計劃」，希望協助在修

例風波被判囚，但願意改過自新的年輕人重新融入社會。在過程
中，該會將安排青年委員到監獄探訪正在服刑的青年並了解他們的
需求，並協助他們配對適當工作等。
香港的產業需要走創新科技的道路。因此，聯會會在創科方面籌

備更多活動，讓各界接觸內地創科企業，並透過連結本地企業及內
地各省市創科機構，推動香港創科教育進步，激發本地年輕人對創
科的興趣及投入，為香港工業發展培養優秀的創科與技術人員，加
強香港競爭力。
新成立的經濟發展委員會主要是促進青年會員與工商界交流，為

青年提供最新行業資訊，以及關注經濟發展的平台，尤其會幫助青
年到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落地發展。

◆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昨日舉行第三次會議，進一步討論提升及加快公營房屋
整體供應的具體工作路向。 Fb圖片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昨日舉辦傳媒交流會，介紹未來工作重點和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何永賢與多名立法會議員了解過渡性房屋
項目的運作情況。 Fb圖片

◀何永賢與多名立法會議員探訪劏房住戶。
Fb圖片

◆陳健波（左）於節目「香港機遇」接受嘉賓主持周振基
教授的訪問。 點新聞圖片

◆梁熙昨日透過視訊會議，參與由特首李家超主
持的網上諮詢會，並反映了公營醫療輪候時間長
的問題。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