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 ●要聞
●中國新聞
●港聞 A11李娜澳網負傷獲亞贏掌聲A2中國經濟進入「換檔期」 A16特首：以客觀數字評論房策成效

責任編輯 汪致遠
美術編輯 馮自培

＊本報北京辦事處 北京市阜城門外大街11號國賓寫字樓608室TEL:(10)68001032 FAX:(10)68001036＊廣州辦事處 廣州市寺右新馬路111-115號五羊新城廣場823室TEL:(20)87374985 FAX:(20)87375192＊上海辦事處 上海市虹橋開發區虹古路11弄20號一樓TEL：(21)62785709 FAX:(21)62781423＊深圳辦事處 深圳市上步南路錦峰大廈11樓C室TEL:(755)82077233 FAX:(755)82077233＊吉林辦事處 長春市平泉路21號平泉小區1楝4-108室 TEL:(431)8905889 FAX:(431)8654055＊天津辦事處 天津市和平區湖北路21號3樓TEL:(22)23395691 FAX:(22)23395690
＊福建辦事處 福州市華林路139號屏東大廈九層TEL:(591)87535147 FAX:(591)87535147＊黑龍江辦事處 哈爾濱市道里區通達街138號哈爾濱商業大酒店七樓TEL:(451)84805145 FAX:(451)84805147＊山東辦事處 濟南市大緯二路51號山東商會大廈19層1908-1 TEL:(531)88589548 FAX:(531)88589549＊雲南辦事處 雲南省昆明市西山區環城西路170號雲南民族大廈13樓 TEL:(871)4179318 FAX:(871)4159333＊遼寧辦事處 瀋陽市和平區和平南大街45號南樓508室TEL:(24)23128388 FAX:(24)23865368
＊內蒙古辦事處呼和浩特市錫林南路9號銀都大廈A座1206室TEL:(471)6688126 FAX:(471)6688198＊安徽辦事處合肥市寧國路寧國新村5棟504室TEL:(551)2622408 FAX:(551)2622202＊河北辦事處石家莊市新休門街1號濱江國際A座2305室TEL:(311)85377132 FAX:(311)85377131＊寧夏辦事處銀川市北京東路大地世紀小區49號TEL:(951)3978666 FAX:(951)3875600＊甘肅辦事處蘭州市平涼路166號TEL:(931)8585106 FAX:(931)2180108＊貴州辦事處貴陽市中華北路53號美佳大廈北樓20樓7號TEL:(851)6822423 FAX:(851)6822425＊廈門辦事處 廈門市思明西路58號2樓TEL:(592)2261718 FAX:(592)2261619

電郵：tkpgw@takungpao.com 督印．承印 （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座3樓 電話總機：25757181-7 採訪部：28311741 傳真：28345104 廣告部：28310500 傳真：28381171 發行部：25733194 傳真：25729929

社聯籲盡快成立養老基金
長者貧窮突破30萬

當局表明今年內會訂立貧窮線，而社
聯最新數字顯示，本港去年貧窮率維持近
一成八的高水平，比前年增加三萬六千人
；貧窮長者更首次突破三十萬大關，顯示
扶貧工作刻不容緩。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昨日透露，扶貧委員會轄下專責小組
下周一開會討論相關議題。據透露，貧窮
線的訂立基準或參照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
半，預計最快首季尾次季初有初步建議。

本報記者 林丹媛

【本報訊】為對抗節節上升的通脹，經
濟民生聯盟 「助街坊，抗通脹」，昨日正式
成立 「惠食舍」，向食品供應商直接取貨，
以成本價為市民提供罐頭、米、即食麵等，
售價較市面最多平50%。經民聯計劃，未來
在大埔、長洲及坪洲開展同類計劃，協助低
收入人士對抗通脹。

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林健鋒表示， 「惠
食舍」得到沙田鄉事委員會借出場地，每逢
星期三及星期六，會在沙田港鐵站旁的沙田
鄉事委員會辦公室開放。 「首階段會提供約
20種日常食品，包括罐頭、米、即食麵，價
格比市面平一半」。他希望，能協助長者、
學生及綜援人士，對抗高昂的物價。

林健鋒說，市民需預先加入成為會員，
才可購買 「惠食舍」的食品，而每人每次只
可買每款貨物3件，避免有人因而圖利。他
補充，下月初會在長洲及坪洲開展同類計劃
，日後可能會擴展至大埔，以協助低收入人
士對抗通脹。

房戶盼關愛基金助上樓

交津轉低收入補貼
張建宗稱可以考慮

【本報訊】安老事務委員會主
席陳章明昨日在電台節目中表示，
對本月中發表的施政報告，未有提
及詳盡的安老政策感到失望。他認
為，報告雖有遠景，但缺乏短期的
措施，面對本港高齡化問題卻落墨
不多。

陳章明表示，將於今年9月推
出的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
劃」，無疑是對長者的一項好消息
，他本人亦認同 「錢跟人走」的資
助模式，讓長者因應個人需要購買
合適服務。不過，他覺得，計劃在
首兩年的試驗階段，分別提供日間
護理及到戶服務，但不少長者未清
楚何謂到戶服務，例如提供24小時
到戶服務、照顧獨居長者生活需要
、物理治療等。他建議，政府有必
要詳細說明計劃的細則，以及提供
服務者的名單。

另外，陳章明提及，現時的人
口政策正面對三大問題，包括生育
率下降、青年遲婚、子女家庭關係
薄弱。他說，青年買樓難已是不爭
的事實，加上教育、環境、空氣、
食物均面對不同的問題，令青年對
將來的生育信心不足，加上不論他
們在哪一類學府畢業，薪酬仍停留
在十年前的水平，自己生活已成問
題，又何以照顧下一代。他希望，
政府能及早正視問題，甚至提高退
休年齡至70歲，讓有 「腦力」的人
士繼續發揮所長，貢獻社會。

【本報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留意
到社會上有聲音要求，將就業交通津
貼轉為低收入家庭補貼，政府對此持
開放態度： 「在財政影響和運作上要
小心考慮，但我們亦抱開放態度，若
將來大家認為可轉成低收入補貼，我
們絕不排除。」

對於嚴重殘疾人士輪候院舍需要
三年、智障人士就要約八年，張建宗
表示，在小欖和觀塘將有兩個重建項
目，預計共可提供一千四百五十個宿
位，政府亦已預留十一個重新發展項
目，將來可提供合約安老院舍。

政府早前就長者生活津貼向立法
會申請撥款，但遇到反對派議員拉布
，撥款一拖再拖，預計在即將公布的

財政預算案中亦會涉及有關撥款。張
建宗表示，不擔心財政預算案交立法
會審議時，議員就長者生活津貼進
行拉布，相信大家會以公眾利益為
依歸。

張建宗坦言，新一任期工作面對
很大挑戰，他形容現時本港政治生態
改變，今年政府開局遇立法會開局
，是二十年一遇，但政府同立法會，
並不存在敵視，議員要履行競選承諾
，他們都要面對壓力。

至於勞工界一直堅持要立法的標
準工時問題，張建宗表示，標準工時
立法是極複雜的問題，政府將於三月
成立有各方面代表的委員會，深入研
究標準工時，希望大眾不要糾纏在立
法部分。

社聯貧窮線社聯貧窮線（（20122012年上半年年上半年））

社聯推算的貧窮人口社聯推算的貧窮人口

11人家庭人家庭

22人家庭人家庭

33人家庭人家庭

44人或以上家庭人或以上家庭

*3,600元

*8,000元

*11,750元

*14,525元

社聯推算的長者貧窮人口社聯推算的長者貧窮人口

**以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界定為貧窮線以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界定為貧窮線

20112011年年

20122012年上半年年上半年

20112011年年

20122012年上半年年上半年

115.1萬人 *17.1%

118.7萬人 *17.6%

28.8萬人 *32.7%

30.5萬人 *33.4%

**貧窮率貧窮率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關愛
基金昨日在彩雲舉行公眾諮詢會，數
十名市民參加。扶貧委員會轄下關愛基
金專責小組主席羅致光表示，基金成立
以來推出十八個項目，但仍不夠全面
，亦有市民未了解基金的工作，希望
多聽民意，繼續研究和優化項目。有
房戶希望關愛基金可幫助低收入人
士上樓。

聽取民意優化扶貧
羅致光昨日聯同多名關愛基金成員

出席公眾諮詢會，聽取市民對關愛基金
過往推出項目的意見，以及未來推出新
項目的建議。羅致光在諮詢會前向市民

介紹表示，關愛基金成立兩年以來，共
推出十八個項目，主要是為政府政策下
未能受惠的人士提供一次性的幫助，是
短期的措施，但不排除部分受歡迎的項
目可變成政府長期的政策。

羅致光承認，社會上不少人未能理
解關愛基金的本質，而關愛基金能覆蓋
的範圍亦有限，但希望透過公眾諮詢會
，聽取不同的意見，繼續研究和優化項
目，相信未來亦可與商界、前線社工有
更多合作的機會。

關愛基金早前推出項目，讓學校申
請用作託管服務的津貼，但有家住房
的家長表示，子女的學校沒有申請該項
目，而她因為要照顧子女無法出外工作

，家庭收入減少，希望關愛基金研究日
後能讓家庭申請。亦有住在土瓜灣的市
民說，關愛基金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低收
入人士提供津貼的項目，雖能減輕租金
負擔，但若無法輪候到公屋，始終要面
對租金壓力，希望關愛基金可幫助低收
入人士上樓。

羅致光表示，有關的租金津貼項目
至今已收到超過1.5萬宗申請，施政報告
中已提到，政府未來會就房問題作研
究，相信政府會推出具體解決措施，但
由於關愛基金主要是提供短期的一次性
援助，故難以直接協助市民上樓。

下一場關愛基金公眾諮詢會，將於
下月五日在筲箕灣舉行。

▲羅致光表示，希望多聽民意，優
化扶貧項目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經民聯昨日成立 「惠食舍」 ，以成本價

為市民提供日常食品 本報記者李盛芝攝

經民聯反通脹
成本價售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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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問題急待制訂完善的安老政策

◀繁華鬧市，
誰會留意從垃
圾筒裡執紙皮
的老人

◀繁華鬧市，
誰會留意從垃
圾筒裡執紙皮
的老人

◀繁華鬧市，
誰會留意從垃
圾筒裡執紙皮
的老人

▲社聯要求政府盡快制訂貧窮線，並訂出扶貧目標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根據統計處數據，
用入息中位數一半劃作貧窮線，發現高收
入住戶與低收入住戶收入中位數相差3.6倍
，從而推算本港去年上半年有一百一十八
萬名窮人，比前年多三萬六千人。在不同
年齡組群貧窮狀況中，長者貧窮狀況依然
最為嚴重，共有三十萬五千名貧窮長者，
即每三名長者，便有一人是窮人，比去年
上升0.7%。由於老年人口不斷增加，貧窮
長者人口持續上升，由2002年的二十五萬
五千人，上升到去年上半年的三十萬五千
人，十年間銳增五萬人。

三名長者一個窮人
社聯業務總監（政策及倡議）蔡海偉

指，政府應盡快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對於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需時，蔡海偉表示，四
月一日實行的長者生活津貼可以幫助長者
，但需定期檢討和改善制度，例如入息資
產審查。蔡海偉又表示，特首梁振英在競
選政綱中提及成立養老基金，認為愈快做
愈好。他說，過去五年政府 「派糖」千幾
億，若將這些 「糖」用來做養老基金，成
效或會更大。他認為現時政府應趁有資源
時盡快成立養老基金，當二、三十年後老
齡化情況更為嚴重時，可在養老基金中取
錢做支援。

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指出，若長者生
活津貼亦是一項扶貧措施，現時的資產審
查和金額，短期內可改善長者脫貧，但長
遠而言，在人口高齡化下，長者貧窮人數

必然會增加，必須就全民退休保障的全面
性有個檢視和改善。她亦希望今屆政府盡
快就全民退休保障作出諮詢，繼而訂出路
線圖和時間表。

四成貧窮戶有工作
社聯又指，超過四成，約二十萬貧窮

住戶都有工作，其中五成人更需供養子女
和父母。社聯建議政府應進行低收入家庭
補貼制度，特別是支援有兒童的低收入住
戶。鑑於私人樓宇，如房的市民需面對
租金飆升問題，而施政報告亦表示，難以
在短期內大量增加公屋供應，建議政府繼
續透過關愛基金對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
市民提供生活津貼。蔡海偉表示，現時交
通津貼金額較少，希望下月財政預算案能
就此增加津貼，幫補低收入市民。

另外，社聯希望扶貧委員會能訂立具
體扶貧目標，包括縮窄貧富差距，減低貧
窮率和貧窮人數，減低日後制定貧窮線下
的人數，特別針對幫助長者和兒童脫貧。

社聯研究還發現，最低工資在前年5月
實施後，對減低貧窮率有正面影響。數據
顯示，2011年上半年貧窮人數為120萬4千
人，比去年同期輕微下跌逾2萬人，貧窮率
亦由17.8%下降到17.6%。按照社聯自訂的
貧窮線為入息中位數一半計，2012年上半
年貧窮線上升，如低收入人士收入不變，
將使更多人落入貧窮狀況，而貧窮率及貧
窮人數在去年上半年下跌，反映低收入住
戶收入於最低工資推行期間有一定提升。

▲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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