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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車禍 港人父子喪命

二〇一二年十月八日 星期一A16港聞責任編輯：陳繼展
美術編輯：葉錦秋

【本報訊】新一屆立法會會期即將開鑼，首項火辣
議題便是討論長者生活津貼應否設資產申報。政府立場
強硬，堅持不申報不符香港長遠利益；另一邊廂，各黨
派則按兵不動，似乎有轉彎餘地，但仍要視乎政府的終
極方案內容，再決定投票意向。

工聯會候任立法會議員陳婉嫻昨日接受電子傳媒訪
問時表示，她個人反對設立資產申報制度，但工聯會暫
時未有投票意向，希望繼續與政府磋商，以及與其他政
黨商討協調立場。

另外，她會要求政府依照現時申請生果金做法，七
十歲以上長者不用資產申報。被問及如果不通過撥款，
會令津貼制度延遲推行，陳婉嫻說，這是行政長官梁振
英的問題。

她又稱，人口老化問題已迫在眉睫，政府在其他政
策的修修補補，已經浪費了許多公帑，倒不如善用資源
，正視人口老化及長者生活貧窮問題，而長者生活津貼
只是過渡安排，最終政府應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對於扶貧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羅致光批評有政黨行
為 「民粹」，陳婉嫻反駁羅致光作為學者，應該正視長

者貧窮問題，不要作無理攻擊，若政黨違反香港大理念
，一樣會遭受懲罰。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要求政府提高資產審查的門檻，
認為已是 「中間落墨」，屬合理要求，希望政府能改善
現有方案。不過，他擔心一旦撥款不能通過，會令現時
四十萬名合資格長者遲遲未能受惠，建議當局把免資產
申報領取生果金年齡資格下調至六十歲，而資產標準則
放寬至三十萬元以上，令更多長者受惠。

新成立的經濟民生聯盟主席梁君彥則表示，贊成特
惠生果金要設立資產審查，因為公帑應該用在有需要人
士身上，即使現時政府能夠承擔，亦必須考慮到十年至
二十年後，社會下一代能否負擔。他又舉例說，希臘早
年向民眾大派福利，結果令經濟支持不住，他希望各方
不要為一時之快而下決定。

至於反對派的立場，民主黨、工黨堅持反對設立任
何資產申報制度，聲稱會反對撥款申請。公民黨黨魁梁
家傑則表示，若當局考慮將審查制度上限提升，令更多
長者受惠，仍然 「有得傾」，但如果政府原封不動強推
政策，該黨一定反對。

政府於七月十五日提出，凡年滿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只
要月入不超過六千六百元、資產總值不超過十八萬六千元，
就可以獲得每月二千二百元的 「長者生活津貼」。勞工及福
利局本月二十六日將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上申請撥款，若獲
通過，最快可於明年一月實施，並會追溯至今年十月，當局
會向合資格人士一次過發放追溯期內的款項。

有助聚焦有需要長者
對於多個政黨要求撤銷資產申報或建議政府提高計劃的

資產上限，林鄭月娥昨回應稱，如果將長者生活津貼─這
個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即時紓緩的措施，隨意變為一個全民
、並無分有需要還是沒需要都發放的措施，並不符合香港長
遠的利益。她指，扶貧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羅致光，以及安
老事務委員會陳章明，都支持政府就長者生活津貼作入息申
報，認為可將資源放在最有需要的長者身上。

林鄭月娥相信，立法會會照顧香港長遠的利益，事實上
，在過去一段日子，社會上就着政府使用公共資源都有普遍
的看法，即是聚焦去幫助有需要的人，而今次長者生活津貼
，正是聚焦去幫助有需要的長者，她希望理念能得到社會廣
泛的支持。

長者簡單申報即可
張建宗表示， 「長者生活津貼」是扶貧措施，該計劃是

為有需要的長者而設，聚焦資源給予他們更多津貼，讓他們
生活過得好一點。另外，現正領取生果金而年滿七十歲的長
者，如果因為條件不足而未能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絕對不會
影響其現時領取生果金的資格。對於有人以為年滿七十歲的
長者將來領取生果金都要作出資產申報，這完全是誤解。

對於入息申報，張建宗強調，只是簡單申報，不是 「查
家宅」，亦不像處理綜援申請的嚴格審查，政府信任長者，
會用很寬鬆的尺度。他續指，政府將於星期二向立法會提交
文件，亦會舉行記者招待會，清楚向全香港的長者交代詳情
。政府是用心作出施政的突破，希望即時協助夾心清貧的長
者。張建宗指，政府預計有四十萬長者可受惠，如果立法會
通過撥款，可以在明年三月轉入長者帳戶，追溯至今年十月
生效，政府每年額外開支六十二億元。

資料顯示，如長者生活津貼按政府提出的方案通過，將
有四十萬名長者受惠，每年開支約六十億元，但如不作資產
申報凡六十五歲以上人士皆可領取，受惠人數將大增，估計
相關開支要額外增加約五十億元。

政府本周二將公布 「長者生活津貼」 詳情，
並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對於多個政黨要求撤銷長
者資產申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措
施能夠為有需要長者提供即時援助，若隨意變為
所有長者不經申報都能受惠，不符合香港長遠利
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強調，政府提出需
要資產審查，並非要歧視七十歲以上的長者。據
了解，過去曾經接受過生果金審查，年齡由六十
五至六十九歲的長者生活津貼申請者，無需再次
接受審查。政府預計，新計劃將令四十萬長者受
惠。 本報記者 王欣

政府堅持立場 各黨按兵不動

【本報訊】扶貧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羅致光昨日表示，籌備小組
工作已經完成，預料特首梁振英將於未來一、兩個星期，公布成立扶
貧委員會的事宜。他透露，稍後當局會有類似 「全民退休保障」的政
策出台。

另外，身為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的羅致光，將於今日舉行記者
會，介紹該基金一項向居住環境惡劣低收入人士提供津貼援助的計劃。

羅致光出席電台節目時透露，扶貧委員會籌備小組已開完會，預
料政府會於未來一、兩個星期，公布成立扶貧委員會，稍後亦會有類
似 「全民退休保障」的政策 「上枱」。

至於全民退休保障的具體形式，羅致光指出，全民退休保障是指
讓全民都有足夠穩定的生活保證，主要對象應是中低收入的長者。他
認為個人儲蓄結合政府供款較為合理，但仍在討論。他希望政府制定
政策時，應該謹慎，但不可 「孤寒」，應在財務容許的情況下盡量寬
鬆。

此外，關於長者生活津貼的是否應設資產申報，認同設簡單申報
的羅致光指出，不排除有人抱着以取消資產申報，變該政策為一種全
民退休保障的心態，讓符合資格的長者先拿到兩千兩百元。但他指出
，政黨和議員不應只憑直覺，他個人認為，應通過附帶資產審查的長
者生活津貼政策，先行一步，再檢討整個資產審查制度，及考慮如何
幫助更多長者。

就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同時出席節目的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陳章
明也認為，社會需理性討論。他指，政府除根據自身財政狀況去投放
資源，也應思考如何鼓勵年輕人投放更多金錢在長者身上，即在私人
儲蓄方面，想更多。

關於長者生活津貼，陳章明指出，有長者向他反映，拿錢開心，
但擔心子女是否要為此繳更多稅，他又指，若該政策推行力度加強，
納稅人支出增加，可能造成社會分化。他希望各政黨和議員看長遠些
，不只看政治現實，更重要的是看社會現實。

類似「全民退休保障」快出台

【本報記者周春華、實習記者廖靜贛州七
日電】港人家庭在江西省遭遇嚴重車禍，造成
五人死亡兩人受傷，七名乘客中有四人是香港
人，初步消息指死者中包括一對港人父子，其
妻女亦受傷；另外三名死者則是安徽籍人士。

意外發生於七日清晨五時許，濟廣高速鷹
潭瑞金段寧都縣境內發生一輛汽車追尾相撞事
故。港人葉國義駕駛的粵省S車牌商務麵包車
，失控撞向安徽車牌的重型貨櫃拖頭，導致五
人當場死亡。

妻女受傷 三安徽親友同亡
意外中麵包車上七人全部浴血車廂內，當

中四十三歲的葉國義及其十四歲的兒子證實死
亡，其三十四歲妻子李穎辛和十歲女兒葉欣桐
亦受傷，被送往當地醫院搶救；另同車上葉的
安徽籍岳父、岳母和妻舅亦告死亡。

記者在醫院看到葉的女兒葉欣桐一直皺着
眉頭，痛苦地哭喊着說痛、熱，葉妻李穎辛也
已經哭得說不出話了，她表示最擔心的就是五
位家人的安危。兩人均插着氧氣管，說話斷斷
續續，很是吃力。

主治醫生盧志軍告知記者，母親的頸椎受
傷，女兒骨折，兩人目前均未脫離危險。當地
交警告知記者，暫時他們不會把五名親人已喪

命的噩耗告之李穎辛。
據了解，葉國義任職於東莞一間公司，肇

事麵包車亦是公司所有，他早前駕車出差往上
海，辦妥公務後才到安徽，與原籍安徽的妻子
及她的家人會合，估計發生意外時，正前往江
西省內名勝遊覽。

江西省委、省政府與特區政府駐粵辦取得
聯繫，協助善後工作。

事發的鷹潭市是江西省下轄的一個地級市
，是中國重要的銅工業基地，也是中國重要的
鐵路樞紐，是滬昆鐵路、鷹廈鐵路、皖贛鐵路
的交匯點。

鷹潭市南部是武夷山脈和龍虎山，當中龍
虎山既擁有丹霞地貌，亦是道教名山，道教南
派歷代張天師均居於此，其居住的 「嗣漢天師
府」又稱張天師府，吸引不少國內外遊客前往
參觀。

去年二月底，江西亦發生涉及港人的嚴重
車禍。五名港人在江西省自駕遊時，在上饒市
玉山縣附近遇上車禍，造成三名港人死亡、兩
人受傷。當時一輛七人車參觀完三清山驅車返
回酒店，途中衝落七十多米深山坑，事發時天
氣良好，道路狀況正常，懷疑是司機，即其中
一名死者的丈夫疲勞過度肇禍。肇事司機涉違
法及犯錯，需負全責。

長者津貼方案明出爐
當局強調申報非查家宅

▲有港人去年在江西省因疲勞駕駛肇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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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表示政府信任長者，會
用寬鬆申報尺度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林鄭月娥指撤銷資▲林鄭月娥指撤銷資
產申報不符合香港長產申報不符合香港長
遠的利益遠的利益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政府希望長者生活津貼能令長者的生活過得好一點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