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政報告將於本周三公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表示，
扶貧及安老是施政報告五大工作重點的其中兩個，政府會在這兩方面
加倍努力。他又提到，標準工時將會在施政報告內提及，但不會佔大
篇幅，因為社會仍需討論及凝聚共識，政府希望在三月底前完成籌組
專責委員會，展開標準工時政策研究。

本報記者 戴正言

財爺：有錢亦不可為使而使

張建宗表明從速設專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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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石璐杉報道：繼新一份施政
報告將於本周三公布後，財政預算案則會於下月
27日公布。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網誌表示，
相信普羅大眾期望政府不做守財奴，但也不應是
大花筒。他稱政府不可以因口袋有錢，就天馬行
空想出 「為使而使」的措施，他過去不斷強調 「
應使則使」，就是指預算案開支建議必須要有堅
實的政策作為依據。曾俊華強調， 「政策為本」
的原則，並不應該因應政治環境或外界的不同壓
力而改變。

曾俊華表示，政府推出每一項政策，都是以
社會大眾的需要為依歸，經過深入思考辯論，在
社會尋求共識後再推出。他強調： 「由於公共資
源有限，我們不可能同時間滿足所有社會訴求，
政府必須要透過比較，按政策的重要性決定它們
的緩急優次和動用多少資源，若跳過這個步驟，
抽空每一項政策來判斷如何投放資源，將難以維

持公共資源的可延續性。」

不受政治環境左右
曾俊華又指出，財政預算案的角色就是決定

如何分配資源，讓各項需要公帑支持的政策能夠
逐一實現。他表明預算案的方向必須要以政策為
本，並交由立法會審議，不是憑財政司司長一個
人的意志去作出決定，更不可以純粹因政府口
袋裡有錢，就天馬行空想出一些措施， 「為使而
使」，否則無論是政策的質素，以及公共資源的
可持續性，都不可能得到保障。 「這 『政策為本
』的原則，並不應該因應政治環境或外界的不同
壓力而改變。」曾俊華說，他過去不時強調的 「
應使則使」，就是指預算案的開支建議，必須要
有堅實的政策作為依據，務求屬於香港全港市民
的一分一毫，都能夠用得其所。 「政府不應該是
守財奴，同時亦不應該是大花筒，我相信這是普

羅大眾的期望。」
過去，施政報告一般會在10月頒布，財政預

算案由於要配合每年的財政年度，會在2月宣讀
，兩者之間約有4個月時間。今次兩份重要文件
接連在兩個月內公布，曾俊華表示，於他是一次
新嘗試。曾俊華指出，行政長官和新一屆政府於
去年7月上任，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亦在去年10月
宣誓就職，行政立法機關於數月內先後換屆，是
香港回歸以來的首次。行政長官決定將施政報告
押後到本月宣讀，除讓他可有更充足時間構思政
策內容，更深入諮詢社會各界和立法會議員外，
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之間的配合亦能夠更加緊
密。

張建宗昨日出席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活動後指出，標準工時是具爭議的議題，
影響深遠，政府理解工商界的憂慮，希望
社會可以客觀持平討論，考慮立法對香港
經濟的影響。他說政府下一步是履行特首
梁振英的選舉承諾，成立一個包括五方代
表的專責委員會，有勞資雙方、學者、社
會人士的代表和政府人員，希望透過社會
的深入討論，探討在工時政策上的前路應
如何走。

履行梁振英競選承諾
被問到施政報告中有關扶貧及安老的

政策，他說梁振英列出幾個工作重點，扶
貧及安老是其中兩個，政府會就這方面多
做工夫。張建宗說，政府會在今年第3季

以試點形式推出長者服務券，讓長者選購
服務，首批受惠的1200名長者，來自長者
輪候院舍需求較殷切的8個地區，措施目
的是希望安老服務更多元化，讓長者有更
靈活選擇，政府會適時檢討申請門檻。

據了解，8個地區包括東區、黃大仙
、觀塘、深水、沙田、大埔、荃灣和屯
門，一些中度缺損，正輪候社署院舍或社
區照顧的長者，有機會領取每月5000元的
服務券，購買非政府機構的家居照顧服務
，例如送飯、陪診或洗澡等。

勞福局早前表示，政府計劃向自2009
年推出的短期食物援助計劃，再注資1億
元，當局將於今年中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
撥款，而計劃推出至今已有10.4萬人受惠
。扶貧委員會亦將全面起動工作小組，盡

早設訂貧窮線，以制定有效扶貧政策及量
度工作成效。

工聯促推動立法工作
另外，多個政黨及團體昨日請願，要

求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提出改善民生措
施。40名工聯會成員早上由金鐘港鐵站遊
行到政府總部，要求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兌
現承諾，推動標準工時立法。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郭偉強對打工仔經常長時間工作表
示憂慮，又認為僱員超時工作、無償加班
問題亦要改善，要求標準工時立法訂在每
星期44小時，加班補水應是時薪1.5倍。

民建聯昨早在禮賓府外請願，要求特
首在施政報告回應10大民生訴求，包括遏
止交通機構加價、全方位開拓建屋土地、
增撥醫療資源、加強支援長者、協助基層
家庭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指出，
現時最迫切處理房屋問題，希望施政報告
有長遠土地規劃，建立土地儲備庫，而公
屋及私樓同樣重要，希望政府確保每年興
建4萬個住宅單位。他又建議政府檢討港
鐵可加可減機制，並以股息成立票價穩定
基金。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新民黨立
法會議員田北辰表示，行政長官梁振英表
明施政報告不會 「全民派糖」，但會推出
一系列紓困措施，包括短期幫助貧困人士
。田北辰希望首份施政報告列出未來五年
切實的工作指標，以便制訂相應措施。

田北辰出席無線電視節目《講清講楚
》時表示，梁振英上任已半年，掌握政府

的數據，應該提出未來五年工作的 「硬性
指標」，讓外界問責，如將公屋輪候時間
縮短多少，又如市民供樓佔入息比例的指
標等，認為 「提出數字是真正的勇敢」。
他認為，政府如要長遠解決貧富懸殊問題
，應增加經常性開支。

田北辰稱新民黨對標準工時及全民退
休保障的建議都有保留，認為強積金及長

者生活津貼已可協助有需要長者，長遠應
深化長者生活津貼，通過資產申報的長者
若資產減少，政府應相應增加津貼金額，
由現時的每月2200元增至3600元，對於無
資產的長者，應全面負擔其基本生活開支
， 「每月發放4000幾蚊的津貼，令長者生
活真正得到保障。」他強調，長者生活津
貼不是民粹，因為有資產審查。

田北辰謂，梁振英在財政政策方面有
承擔，指其 「有興趣增加經常性開支」，
他建議政府加大對教育的投資，增加資助
大學學額，而非將資助大學未能吸納的學
生交由私立大學處理。他說，私立大學質
素低，取得的學位難以獲認可，而特首本
身亦不贊成將教育產業化。

田北辰籲政府
定工作硬指標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年輕人住屋
問題令人關注，一個有關年輕人居住情況的調
查發現，56%受訪年輕人感受到住屋問題，月
入1萬至2萬元組別的情況最嚴重。91%年輕人
表示可負擔租金少於9000元，但市區500呎單
位月租已過萬，令他們無力租住市區單位，若
要 「上車」買樓，預計儲蓄首期長達10年。調
查機構建議政府盡快建立針對青年人的房屋政
策。

浩洋青年商會於去年10至12月，透過街訪
及網上問卷，成功訪問941名18至40歲青年。
56%受訪者表示有住屋問題，31至35歲及月入
1萬至2萬元的兩個組別情況最嚴重，分別有
61%人稱有住屋問題，主要因為租金太貴、供
樓負擔太重、太擠迫及沒有私人空間。他們對
住屋的期望與現實存在落差，71%人認為現時
居住房屋面積比起需要的小。

浩洋青年商會會長林梓鴻表示，91%受訪
者表示只負擔得起月租9000元以下的單位，但
市區500平方呎單位月租往往超過1萬元，在這
租金水平下，很多人唯有租住籠屋、板間房、

分租房等，或搬往偏遠地方居住。調查結果顯
示，受訪年輕人最希望政府增建公屋，開發新
市鎮與增加土地供應，商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
針對年輕人的房屋政策。

正在休假的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出席分享
會時表示，香港現時的人均居住面積較新加坡
和內地都低，政府除了 「急市民所急」，也要
看得更長遠，通過發展新市鎮解決土地供應不
足問題，因為只有新市鎮才有足夠大的地塊，
發展足夠配套設施，居民可在新市鎮工作，節
省交通費，同時減低碳排放，令整個社會實現
均富。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委員李明華則表
示，年輕人提早輪候公屋問題值得關注，在房
屋署的公屋輪候計分制下，由2006年至今，沒
有一名30歲以下年輕人可累積足夠分數獲配公
屋。他認為不同年齡層與教育程度的年輕人，
面對不同的住屋問題，現時純以年齡判斷住屋
需要的機制有問題，政府應檢討計分制，制定
長遠解決年輕人住屋需要的策略。

調查指91%年輕人表示：

屋租若逾9000無法負擔

【本報訊】記者陳錦輝報道：新民黨昨晚舉行兩
周年酒會，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黨員人數已增至超
過500人，而且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數目都有增加，
過去一年是豐收的一年，而該黨未來會本講真話、
做實事的宗旨為市民發聲。

新民黨近兩年的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數目都 「翻
一番」，而且領導層有不俗的發展，本身是立法會議
員的葉劉淑儀，去年便獲邀加入行政會議，而副主席
田北辰則在前年成功當選荃灣區區議員，去年更晉身
立法會，並在去年底連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該黨亦
邀請了仁濟醫院主席鄭承隆任副主席，連同史泰祖醫
生，該黨現有三名副主席，另有七名區議員。

黨員人數突破500
行政長官梁振英、多名司局長和行政會議成員都

有出席酒會。葉劉淑儀致辭時表示，新民黨的黨員由
最初的266增至現時超過500人，而且不時有區議員加
入該黨，令各級議會的議員數目都有增加， 「我們經
過了艱苦、有挑戰性，但卻是豐收的一年。」她表示
，新民黨未來一年會本 「講真話，做實事」的宗旨
為市民發聲，亦會向政府提出中肯和獨立的意見。

「雙料議員」田北辰表示，自己經歷了奇妙的旅
程，18個月內經歷了三場選舉，而他時刻提醒自己，
要做到無愧於心， 「我們新民黨可以把選民不喜歡聽
，但需要聽的說話，要夠膽與他們分享。」另一副主
席史泰祖表示，感謝黨內年輕人的貢獻，未來會繼續
與黨友落區工作。

至於新晉副主席鄭承隆笑說，他在今年3月31日
後便會卸任仁濟醫院的工作，可完全投入新民黨的工
作，與黨友一同努力。他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未來
會協助新民黨籌款，亦不排除參選區議會，未來會加

強在荃灣區服務市民，對兩年後的區議會選舉有信心
。他續指，他與田北辰各有分工，對方會負責新界西
的政策問題，而自己則專注荃灣的地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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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勢力，新民
黨黨慶吸引了不
少政界人士到場

，一向歌喉甚佳的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周一嶽更高歌一曲，把晚會的氣氛推高
。至於新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
江華，上任後一直低調，他昨出席晚會
時則表示，仍在熟習政府的工作。

作為唱得之人，周一嶽繼去年新民
黨黨慶後，再與該黨副主席田北辰同台
表演，今年則合唱《devoted to you》
，令場內氣氛甚為熱烈。緊接的表演者
是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和入境處處長陳
國基，兩位鐵漢唱《海闊天空》，並
得到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親自獻花。該
黨的榮譽法律顧問廖長江則與田北辰合
唱普通話歌，最後更由五人合唱一曲《
朋友》，結束歌唱表演。

周一嶽笑言，離官場後有更多時間
學習唱歌，他現時跟隨一個年輕的師傅
學習意大利歌劇的詠嘆調，一星期學習
一次，生活甚為寫意。至於新入官場的
劉江華就與記者閒聊，他自言仍在學習
和適應新工作，未來一段時間會處理與
內地有關的事務，今日便會到廣州了解
特區政府駐當地辦事處的工作情況。劉
江華又大讚問責團隊用心工作，公務員
專業拚搏，希望政府可紮穩馬步工作。

◀新民黨慶祝
成立兩周年，
葉劉淑儀（右
四）等在台上
舉杯祝酒

本報記者
林少權攝

標準工時存爭議標準工時存爭議
施政報告不迴避施政報告不迴避

▶曾俊華指出，預算案開支建議必須要有堅
實的政策作為依據。圖為他昨日出席一個公
開活動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郭偉強（前排右
二）、鄧家彪（前
排右三）等要求特
首推動標準工時立
法

◀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葛珮帆（前排右
二）、陳克勤（前
排右一）等遞交請
願信，要求政府施
政能回應民生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