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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昨天公布
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当
中最为人瞩目的是提出在香港北
部构建一个占地300平方公里、宜
居宜业宜游的“北部都会区”，
以开拓更多可供居住土地，并推
进陆港两地融合。
　　不过有分析指出，有关计划
的目标过于遥远，未能解决眼下
香港房屋问题，估计对林郑月娥
争取连任的帮助不大。

港住宅土地缺口 
增至3000公顷
　　根据港府早前的估算，目
前香港欠缺约1200公顷的住宅土
地。但昨天公布的《施政报告》
更新估算，指有关数字已增至
3000公顷。为了加快土地供应，
报告指港府会检视绿化带、研究
重建西环邨及马头围邨、推展龙
鼓滩、马料水的近岸填海计划，
以及考虑修订《新界条例》，放
宽出售新界“祖堂地”的限制。

　　所谓“祖堂地”，主要是指
新界原居民乡村的祠堂、庙宇及
农地等，由宗族或家族以“祖”
或“堂”的名义集体持有，并由
司理负责管理。司理转售土地
时，须获得民政事务局同意方能
执行。不过，目前出售“祖堂
地”的门槛较高，需要所有同宗
族男丁同意才能转售。
　　《施政报告》也提出，要发
展一个占地300平方公里的“北部
都会区”，吸引企业入驻，创造就
业，令其成为“香港未来20年城

市建设和人口增长最活跃地区”。
　　“北部都会区”主要涵盖元
朗区和北区，当局计划增设五条
铁路项目配合，包括多条跨境铁
路连接深圳罗湖、新皇岗口岸及
前海等地，促进陆港两地融合。
　　《施政报告》预料，连同区
内现有的39万个住宅单位，“北
部都会区”完成后可提供90.5万
至92.6万个单位，可容纳约250万
人居住。
　　另外，《施政报告》也提出
重组政府架构，包括建议设立文

化体育及旅游局，推进香港发展
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分
拆运输及房屋局，以及重组民政
事务局为青年及地区事务局。
　　这份报告是本届林郑政府的
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林郑月
娥昨天宣读《施政报告》结语时
指出，自己四年多前就任，深感
任重道远，是她公务生涯内最大
的荣耀，也迎来人生中最大的挑
战，期间一度哽咽。
　　她说：“我上任不到两年，
就因为‘修例风波’、社会暴

乱，外部势力不停粗暴地干预香
港事务、疫情冲击，而承受前所
未有的巨大压力。支撑着我排除
万难的动力有三方面，来自中央
永远是特区坚强后盾的谆谆嘱
咐、我在就职时承诺为香港市民
一直护航的不变初心、家人无限
信任及默默支持。”
　　香港建制派普遍欢迎今年的
《施政报告》，认为发展方向正
确。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勋称
赞，《施政报告》提出发展“北
部都会区”，勾勒了香港未来的

发展。
　　“北部都会区有300平方公
里，接近香港三分一的面积。而
未来容纳250万的人口，大家计算
一下，也是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香
港人口，所以未来在新界北有大
量土地以及就业机会，能解决香
港住屋和经济转型的问题。”

分析：计划不能解决 
眼下香港人住屋问题
　　但民主党中委庄荣辉认为有
关规划是“空头支票”，质疑港
府是否有足够财力处理。他说：
“‘北部都会区’称可以建90多
万个住宅，可居住250万人。如果
再加上‘明日大屿’可以安置、
居住370多万人，究竟政府财力是
否有办法应付这么大的开支？”
　　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
讲师陈伟强接受《联合早报》访
问时认为，林郑在《施政报告》
中提出多项新政策，但大部分不
能立竿见影解决眼下香港问题，
“北部都会区”计划目标遥远，
也没有具体落实时间表，因此整
份报告并没有特别令人惊喜。
　　他相信，这份《施政报告》
未 必 能 帮 助 林 郑 连 任 特 首 ，
“《施政报告》提出的措施远景
太多，感觉不到林郑是一个大破
大立的政治人物。尤其她在宣读
报告的末段哭出来，更令人觉得
不太好。”

根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昨
天公布的《施政报告》，
预料“北部都会区”完成
后可提供90.5万至92.6万
个单位，可容纳约250万
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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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新增冠病病例再写疫情
暴发以来的单日新高，昨天增加
3577起确诊病例，连续两天超过
3000起。三名年长者因冠病并发症
过世，累计死亡病例增至133起。
　　根据卫生部昨晚的文告，死
者是年龄介于68岁至102岁的新
加坡籍女性。三人都没有接种疫
苗，生前也都有潜在健康问题。
过世的102岁妇女，相信是至今因
冠病并发症死亡的最年长病患。
　　单是本月首六天，已有38人
因冠病逝世。
　　昨天的新增病例中，2932起
为社区病例，当中三分之二介
于19岁至60岁，约22.6％超过60
岁，其余10.6％是18岁及以下的
青少年或孩童。
　　客工宿舍新病例有630起，比
前天的713起少。境外输入则有15
起。
　　目前1520名病患住院，其中
255人需要输氧，另有37人在加护
病房。这些重症病患中，239人是
60岁以上的年长者。
　　绝大多数病患都无大碍，过
去28天染疫的4万3610名病患中，
98.3％属无症状或轻症，另有
591人（1.4％）需要输氧，58人
（0.1％）曾住进加护病房。
　　过去28天，71名病患因冠病

逝世，当中31％已完成接种，
69％没接种或未完成接种。
　　截至前天，本地83％人口已
完成接种，包括在全国疫苗接种
计划下注射辉瑞／复必泰或莫德
纳疫苗的近453万人。目前受邀接
种追加剂的约60万名年长者中，
超过34万人已打完追加剂，另有
近10万人已预约接种。
　　卫生部正密切关注八个大型
活跃感染群。其中，万佛林日间托
老乐园感染群增加一起病例，累
计24起，包括18名住户和一名职
员。另有四人与确诊病患同住。
　　卫理福利服务基督之光卫理
关怀院（MWS Christalite Methodist 
Home）的病例也增加23起，累计
76起，分别是73名住户和三名职
员。
　　设在樟宜机场的学前教育中
心Learning Vision感染群则添一起
病例，累计14起，包括12名学生
和两名职员。
　　其他感染群方面，四个客工
宿舍感染群持续扩大，它们是惹
兰巴班的西雅丰盛港宿舍、淡滨
尼宿舍、裕廊本茱鲁一号宿舍和
德福南1街9号宿舍。
　　巴西班让果菜批发中心感染
群再有一人染疫，总计317人，包
括295名员工和四名商贸访客，其
余18人与确诊病患同住。
　　截至昨午，本地累计病例共
11万3381起。

本地未接种三妇女病逝　10月首六日累计38死

数据来源／worldometers、新加坡卫生部 早报图表

冠病19全球疫情总数据（截至10月6日晚上10时）

各地区累计病例（死亡）

全球病例 236,726,445　　死亡 4,834,210

全球排位·亚细安

其他地区

14.印尼 4,223,094（142,413）

18.菲律宾 2,622,917（38,828）

20.马来西亚 2,303,837（26,876）

26.泰国 1,667,097（17,305）

43.越南 822,687（20,098）

60.缅甸 471,308（17,957）

108.柬埔寨 113,924（2,431）

140.老挝 25,987（22）

176.文莱 8,150（61）

24.日本 1,706,675（17,789）

76.韩国 323,379（2,536）

107.澳大利亚 117,826（1,379）

112.中国大陆 96,310（4,636）

156.台湾 16,267（844）

166.香港 12,244（213）
活跃病例

单日 累计

社区 2,932
客工宿舍 630
境外输入 15

美国 44,781,200（724,728）

印度 33,871,881（449,568）

巴西 21,499,074（598,871）

英国 7,967,985（137,152）

俄罗斯 7,662,560（212,625）

土耳其 7,296,879（65,137）

法国 7,033,755（116,923）

伊朗 5,662,458（121,779）

阿根廷 5,261,935（115,323）

西班牙 4,967,200（86,621）

 新病例

3,577
死亡

3

完成接种
接种

至少一剂  83%   85%
（包含全国接种计划与世卫紧急使用清单上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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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周加护病房及输氧病例

■ 加护病房  37（60岁以上33）■ 输氧 255（60岁以上206） 

■ 0-11岁 226
■ 12-18岁 86
■ 19-39岁 960

■ 40-60岁 996
█ 61-70岁 376
█ 70岁以上 288

过去两周社区病例（以年龄分类）

单日病例
2,932

病例

113,381
全球排位·109

境外输入 5,373

死于冠病并发症 133住院 1,520

邓玮婷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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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更多巴士车长康复回到
工作岗位，巴士等候时间稍有改
善，但交通部长易华仁提醒，情
况仍不稳定。
　　易华仁日前书面回复议员有
关公共巴士情况的询问说，巴士
转换站近期出现冠病感染群，导
致公共交通业者人手紧绌。为确
保值班的巴士车长有足够时间休
息，陆路交通管理局和业者自9月
初调整了巴士服务的频率，拉长
了一些巴士服务的候车时间。
　　随着染疫人数减少，更多车
长复工，服务有所改善，但部长
表示，情况依旧不稳定。
　　他说，截至9月30日，有四
个快捷和直达市区的巴士服务暂
停，受影响乘客可转搭其他巴士
或地铁服务抵达目的地。大多巴
士服务的等候时间和过去一样，
业者也积极招募巴士车长，一些
私人巴士司机和点对点司机已加
入行列，他们正式开车上路前都

须通过陆交局和业者培训。
陆交局发言人回答《联合早

报》询问时透露，康复中的巴士
车长目前有112名。对比9月初，
情况明显改善。据早前报道，截
至9月1日，有213名巴士车长仍在
康复中。

　　今年8月中旬，碧山和盛港
巴士转换站是首两个出现员工感
染群的巴士转换站。之后，大巴
窑、榜鹅、金文泰、裕廊东、文
礼和淡滨尼巴士转换站也相继出
现感染群。确诊病例都是巴士公
司员工和与他们同住者。

　　根据卫生部数据，截至9月20
日，八个巴士转换站员工感染群
共累计940起病例。卫生部文告之
后就没有提供更多关于这些感染
群的资料。
　　根据陆交局发言人提供给本
报的资料，截至本月5日，碧山、
榜鹅、盛港、大巴窑、裕廊东和
文礼六个巴士转换站已不再是感
染群，只有金文泰和淡滨尼巴士
转换站还在感染群名单中。
　　过去，一个感染群必须连续
28天的两轮病毒潜伏期未出现新
病例，才脱离感染群名单，而根
据卫生部9月20日的文告，大巴窑
巴士转换站员工感染当天有一起
新病例；9月19日的文告，文礼和
榜鹅巴士转换站员工感染群有五
起和三起新病例；榜鹅和碧山巴
士转换站员工感染群也在9月15日
和9月13日各有一起新病例。
　　这些感染群为何在两轮病毒
潜伏期内仍有新病例出现的情况
下可脱单，截稿前当局仍未回
复。

更多车长康复　易华仁：巴士等候时间有改善但不稳定

王康威　报道
hengkw@sph.com.sg

　　本地冠病疫情加剧，医护人
员人手吃紧，陈笃生医院的1500
名医生和护士被部署到国家传染
病中心、医院急诊部和检测中心
协助检测和治疗冠病病患，医院
因此紧急推出护士助理计划，将
培训180名职员到普通病房协助护
士，确保其他病患仍能获得妥善
照料。

已有150人完成培训
　　参与计划的职员包括陈笃生
医院的病患服务联系员、治疗师
助理、卫生服务员，以及行政人
员。由于医院已停止所有非紧急
的医疗服务，因此他们目前能全
天候到普通病房担任护士助理
（para-nurse）。计划自9月中旬
推出以来，已有150名职员完成培
训，到普通病房提供协助。
　　陈笃生医院护理行政管理部
护理副主任何佩华指出，院方积
极与职员接洽，鼓励他们自愿报
名参与计划，尤其是有护理背景
的职员。“我们会根据职员原本的
工作来制定他们的任务，例如治
疗师助理已熟悉如何移动病患，
因此会从事较多这类型的工作。”
　　护理行政管理部护理助理主
任罗赞娜（Rozana Bte Arshad）介
绍说，职员到病房帮忙前会接受
一两天的培训，内容包括协助测
量病患的生命迹象、如何移动或
喂食病患。他们会在专业护士的

监督下进行这些工作，也会在病
房陪伴病患。
　　何佩华说：“医疗人员的其
中一个角色是聆听病患的心声，
消除他们的恐惧。不过在特殊时
期，护士可能须把注意力放在更
多医疗方面的重要工作，而忽略
了关怀病患方面，护士助理能做
的就是从旁协助护士，也让病患
感受到照料。”
　　其中一名参与计划的是今年
7月加入陈笃生医院的老年医科
中心高级病患服务联系员吕玉丽
（39岁）。她加入计划是为了学
习如何更好地照顾年长病患，从
而也能更好地照顾自己七旬的父
母。她对能协助照料病患，缓解
其他护士的压力表示欣慰。
　　吕玉丽说：“如果要说工作
上的挑战，应该是我不太会说方
言，只能尽量用华语、英语和手
势跟病患沟通。让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一名81岁的女病患，我每天
都会喂她进食和陪她聊天，结果
她住院一周后出院时还邀请我上
她家做客，让我受宠若惊。”

巴士转换站
员工感染群

仍未痊愈
巴士车长人数**

各巴士转换站康复中巴士车长人数（截至本月5日）各巴士转换站康复中巴士车长人数（截至本月5日）

早报图表

*已脱离感染群名单
**在家中、社区护理设施、冠病治疗设施或医院康复中**在家中、社区护理设施、冠病治疗设施或医院康复中

资料来源／陆路交通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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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笃生医院人手被借调
紧急培训职员当护士助理

陈笃生医院老年医科中心高级病患服务联系员吕玉丽参与护士助理计
划，接受了两天培训后，如今到普通病房协助护士照顾住院病患，以缓
解医院因冠病疫情加剧，得重新部署医疗人员而出现的人力吃紧情况。

（陈笃生医院提供）

我们会根据职员原本的工作

来制定他们的任务，例如治

疗师助理已熟悉如何移动病

患，因此会从事较多这类型

的工作。

——陈笃生医院 
护理行政管理部 

护理副主任何佩华

林郑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

港拟建“北部都会区”解决住屋问题

▲林郑月娥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
报告》后举行记者会时表示，对于香
港和深圳的合作充满信心。（彭博社）

占地300平方公里的“北部都会
区”涵盖元朗区和北区，将成为促
进港深融合发展和联系粤港澳大湾
区最重要的地区。图为紧邻深圳的
香港新界北的大片水塘。（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