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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倡設工傷補償機制
【本報訊】勞工界壬辰年新春酒會昨日舉行，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最低工資具有里程碑意義，從實
質上改善了低薪僱員的收入。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潘佩璆則
希望有關部門加強執法力度，保障基層勞工享有合理工資
，並希望就工傷意外建立補償機制，以及將侍產假擴展至
基層。行政長官曾蔭權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亦有出
席酒會。

張建宗致辭時指出，過去九個月的數據及事實證明最
低工資標準從實質上改善了低薪僱員的收入，扣除通脹後
仍有7.4%的實質增長。至於就業交通津貼計劃，資產上限
則會上調至相等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相關限額的三倍
，新限額將於三月一日實施。

潘佩璆致辭時肯定政府推行最低工資標準，有助提升
基層勞工薪資水平。但他繼續就基層勞工的利益表達訴求
，包括希望有關部門加強監督和執法，更有效保障基層勞
工享有合理工資和工時，及希望政府將現時公務員享有的
侍產假擴展至基層勞工。

於今年開始的第四屆區議會，委任議員的數目
由原來的一百零二名減少至六十八名，減少了三分
之一。政府昨日發表區議會委任制度諮詢文件，針
對餘下的六十八個委任議席，應一次過取消還是分
兩屆取消，諮詢公眾意見。政府發言人表示，當局
傾向在下一屆區議會任期開始，即二○一六年一月
一日起，一次過全面取消餘下六十八個委任議席。

議員支持一次過取消
在昨日的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上，多個議員

歡迎政府於二○一六年一次過取消全部餘下的委任
議席，即二○一六年的第五屆區議會不再有委任議
席，認為作此安排符合公眾要求。但亦有議員指出
，目前公眾未有一面倒的傾向，有不少意見認為分
兩次取消較為合適。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認為，分幾
個階段取消比較好。

譚志源表示，多年來，區議會委任制度提供了
一個渠道，讓社區領袖和擁有不同專業知識及經驗
的人士參與地區服務，但隨着香港政制的發展，在
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及二○二○年普選立法
會，即雙普選之前，取消餘下的六十八個區議會委
任議席是大勢所趨，也是好事。

譚志源表示，雖然當局的傾向是一次過取消委
任議席，但現屆政府不能單方面決定有關事宜，而
需收集民意，交予下屆政府考慮，並相信下屆政府
會考慮有關意見。他稱會用兩個月做公眾諮詢，以
便向下任特首作具體而清晰的建議，預計下一屆特
區政府產生之後，便可進行相關的立法工作。

未提及當然議員去向
至於二十七名當然議員的去向，文件就未有提

及。譚志源表示，當然議員都是透過選舉產生的鄉

事委員會主席，與委任議員不同。他稱政府歡迎市
民或政黨，就當然議員的去留發表意見，政府會一
併處理，並交由下屆特首決定。至於未來區議會直
選議席，譚志源表示會依照人口比例決定，不建議
因取消委任議席而增加民選議席，以免影響人口與
議席的比例。

市民可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網頁（www.cmab.
gov.hk）下載諮詢文件，或於今日起於各區民政事務
處諮詢服務中心索取。市民可在今年四月二十日或
之前，以郵寄、傳真或電郵方式遞交意見。

【本報訊】公務員入職薪酬調查以及薪酬水平
調查分別每三年及六年進行一次，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俞宗怡昨日表示，今年會進行以上兩項的調查。
有立法會議員擔心經濟前景不明朗，調查或令公務
員減人工。俞宗怡表示，政府不會隨便調整公務員
薪酬。

俞宗怡昨日在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表示，每三年一次的入職薪酬調查，以及
每六年一次的薪酬水平調查，都會在今年進行。入
職薪酬調查估計會在今年底完成，至於薪酬水平調
查，由於涉及多個公務員職級，要花較多時間做準
備功夫，也要諮詢員方代表，相信難以在今年內完
成。

俞宗怡認為，雖然○六年的薪酬水平調查顯示
，公務員的薪酬應調低，但去年本港勞工市場因為
最低工資的立法而有很大轉變。至於私人市場的工

資水平是否高於或低於某組別的公務員，或在未進
行調查前妄斷哪一個組別的公務員薪酬一定高於私
人市場，都是言之尚早。

有立法會議員擔心，經濟前景不明朗，調查可能
會令公務員減人工。俞宗怡表示，政府不會隨便調
整公務員薪酬， 「今日去揣測將會進行的水平調查
結果，係咪會導致某一個組別的公務員同事工資需
要調低，實在言之過早……不論調高或調低，我們
都是有理據才去做，不會隨便做。薪酬水平調查是
可能會影響全體或者部分在職公務員，而影響是可
以調高，亦可以調低。」

俞宗怡續指，政府過往共有三次經驗將全部或
部分公務員薪酬調低，但都有充分理據。根據慣例
，薪酬水平調查有結果後，會諮詢員方的意見及立
法會，再向行會提交建議。

特首辦：曾蔭權赴澳掃墓
【本報訊】對於有報道指行政長官曾蔭權上周末與夫

人在澳門參加 「賭場春茗」一事，特首辦昨日回應事件指
，曾蔭權夫婦到澳門是休假和掃墓，屬於私人活動，並沒
有涉足賭場，他曾與友人看歌星演出，並不知道期間有沒
有賭廳人士參與。

有報道指曾蔭權夫婦在剛過去的周六和周日，與太太
曾鮑笑薇去澳門，並現身一個 「賭場春茗」的活動，聲稱
二人與一批賭廳人士及各界 「猛人」飲宴。特首辦回應事
件，指曾蔭權上周末到澳門是休假和掃墓，屬於私人活動
，並沒有涉足賭場，期間曾蔭權伉儷與友人在酒店觀看歌
星費玉清演出，入座後由於有記者不斷拍攝，為免影響其
他觀眾欣賞節目，決定提早離場。

特首辦又說，出席活動人數眾多，曾蔭權不知道其他
出席的人有沒有賭廳人士、貴利集團中人、夜總會從業員
或社團人士。發言人表示，行政長官離港公幹或休假，若
在有需要時可於短時間內返回香港，毋須作署任安排。

公民黨的「大話遊」
龔言

不要壓抑樓市
──給下屆特區政府的公開信

劉迺強

強強言言
壯語

本系列第五篇指出，下一屆政府的處境跟第一屆董
建華政府驚人的相似，2012年只會比1997年更兇險。

於下一屆特首競選期間，土地和房屋問題是社會矛
盾的焦點。市民提出強力的訴求，各候選人也分別作出
不同的承諾。萬變不離其宗，這些承諾都不外是增加土
地和公營住宅單位的供應，以平抑樓價，讓更多人有能
力置業，讓年輕人覺得他將來也有機會置業。

但是面對情況可能比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更嚴重的
經濟危機，地產泡沫必將爆破，並且往下調整，要是下
一屆政府還採取打擊樓市的政策，樓宇價格將一瀉千里
，不少市民將陷入負資產危機，銀行也承受很大的壞帳
壓力。到那時候，飄忽的民意便會逆轉，把矛頭直指特
區政府，而政府進既不能，退也不是，十分被動為難。
於董建華政府上任之前，我便公開提醒他這風險，但他
沒有聽我的忠告，終於飲恨 「八萬五」及其後遺症。

但樓市是要整頓的，不然怎能平民憤？但要整頓的
，是樓市的結構、地產商的巧取豪奪，而不是樓價。這
雖然是長遠的工作，影響不了短期的供求，但如趁時機
高調做好了這工作，短期能建立下一屆政府的威信，爭
取到市民的支持，有助其有效施政。中長期來說，這大
大有助香港房地產的健康發展，以及促進其於任內快速
復蘇，有助下一屆特首於2017年通過直選連任。

這段期間，樓價是會下滑的，而且跌幅會不小。對

於地產市場的發展，下一屆政府應該維持中性取向，不
促進，但也不壓抑，由市場發揮其調節的功能，並且密
切注視發展，和隨時機動處理，避免出現震盪與危機。
政府的取態要很明確，並且要清楚的向市民表達和溝通
。這裡建議下一屆特首要於內部建立一個包括政務司司
長、發展局、運輸及房屋局、環保局、金融管理局局長
，和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房地產協調小組，肩負這重
任。對外，下一屆特首要親自主持一個房地產發展委員
會，作全面的諮詢和調研，凝聚共識，構建新的房地產
政策。

房地產協調小組需要密切注視的，不是樓市，而是
金融市場，尤其是不能釀成金融危機。這次泡沫，香港
市民沒有回歸前那麼瘋狂，瘋狂的反而是內地的買家和
炒家。因而泡沫爆破，不會出現大量負資產苦主，尤其
是手上托着幾件物業的負資產炒家，社會矛盾並不會因
而惡化。我們需要擔心的，是大量身不在香港的內地業
主，隨時撒手不管，一走了之，銀行充斥着壞資產
，會釀成金融問題。

下一屆政府做了以上措施，避免了危機，
同時讓市民相信她有解決問題的誠意
和決心，有需要和有能力的會趁低入
市，有需要但沒能力的覺得有希望
他日能置業，形勢便會向好發展。

區會委任制擬2016撤銷
不增民選議席 建議諮詢兩月
【本報訊】政府昨日發表區議會委任

制度諮詢文件，並就相關建議召開立法會
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徵求議員意見，討論
應該在二○一六年一次過取消餘下的六十
八個區議會委任議席，抑或分兩屆取消。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示，雖然
一次過取消委任議席是當局的傾向，但仍
需收集公眾意見，並交由下屆政府考慮。
他又說，不建議因取消委任議席增加民選
議席，因擔心減少人口與議席的比例。

公務員薪酬調查今年展開

【本報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
錦樑昨日到元朗工業邨參觀兩間公司，親
身了解該工業邨的最新情況和擴展計劃。

蘇錦樑先聽取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
裁陳蔭楠簡報，包括由該公司管理的三個
工業邨的運作，以及邨內科技企業的現況
。他了解到在去年，位於大埔、元朗和將
軍澳三個工業邨共騰出約八公頃土地轉讓
予新企業；業務大多涉及高科技，如先進
食品加工、高端數據中心和藥劑生產等。

其後，蘇錦樑參觀澳美製藥廠和黎明
液壓科技有限公司，並與兩間公司的代表
會面，就政府支援創新及科技產業的措施

交流意見。
蘇錦樑說： 「提供工業邨用地是政府

支持創新及科技產業發展的策略之一。這
兩間公司選擇落戶工業邨，正好說明措施
取得成效。我們會繼續致力加強在科研基
建和資金方面的配套，與產、學、研各界
攜手發揮香港在創新科技方面的優勢。」

他又表示，財政司司長在二○一二至
一三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提出，政
府將邀請香港科技園公司研究擴展元朗工
業邨的可行性，涉及土地面積約十六公頃
，政府亦會繼續物色土地供香港科學園和
工業邨持續發展。

蘇錦樑訪元朗工業邨

港百年發展珍藏展揭幕
抗日軍事機密文件曝光

【本報訊】由香港收藏家協會主辦的香港百年發展珍
藏展昨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揭幕。在三百多件珍藏
品中，有一本香港淪陷時期英國軍事機密文件，內容記載
了當年英軍是如何調動兵力。

收藏這軍事機密文件的是香港收藏家協會會長唐卓敏
。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他是在一個 「跳蚤市場」以
幾千元港幣購得文件，當時興奮得幾乎跳起，不敢相信這
麼珍貴的歷史文物，竟然只值這個價錢。

這本名為 「英軍駐守香港計劃」的機密文件，記載了
一九四一年香港保衛戰中，英軍如何調兵抗擊日本軍隊的
入侵。唐卓敏指，這機密文件一共有 46 份，他收藏的是
第6號副本。

在這次展覽的三百多件展品中，範疇由香港早期的民
生及交通運輸文獻及記錄，到舊照、明信片、郵品、車票
、糧票、戲票、戲橋、憲報、海報、地圖、玻璃器皿、汽
水瓶、廣告牌、模型、貼紙等等，都記載了香港的發展和
變遷。一連三天的展覽，將於本月二十二日結束，這也是
香港收藏家協會自二○一○年後，第二次舉行香港百年發
展珍藏展。

▲香港百年發展珍藏展昨日揭幕 中通社

▲（左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工聯會立法會
議員葉偉明、行政長官曾蔭權、勞工界立法會議員李
鳳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出席勞工界新春酒會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

▲

譚志源表示，
就取消餘下六十八
個區議會委任議席
諮詢兩個月，收集
到的意見將交予下
屆政府處理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參觀元朗工業邨，親身了解工業邨的
擴展計劃。圖中蘇錦樑正聽取香港科技園公司代表的簡介

▲政府今年將進行公務員薪酬及入職薪酬水平調查
資料圖片

反 「自駕遊」，公民黨算是反對派中的
「老大」了。上周日發起 「單車巡遊」，再早

前又有所謂的 「擱置雙非配額 擱置自駕遊」
的簽名活動。觀其言行之憤慨、反對聲之強烈
，善良的市民似乎會認為，大狀黨 「及時發現
了問題」、 「及時跟進」。可惜，公民黨此舉
卻是徹頭徹尾的政治投機舉動，尤為卑劣的是
，該黨用一個個謊言來蒙騙、誤導市民。

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的是， 「自駕遊」從
提出至今已整整三年時間，先後經過立法會、
民間團體的多番討論，為何當年公民黨噤聲，
三年後卻如此 「雀躍」？

如果公民黨眾人還有記憶的話，二零零九
年一月二十九日，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舉行
會議，專門討論 「過境車輛的規管安排」。期
間運輸及房屋局在立法會就該政策進行詳細的
解釋。運房局當時十分確切地指出，明白公眾
對自駕遊計劃的關注，在推展計劃時會小心考
慮兩地口岸和道路網絡的承受能力；亦已與廣
東省有關當局初步同意分兩個階段推行建議計
劃：首先發放香港私家車的一次性特別配額，
試行情況如令人滿意，廣東私家車的特別配額

會在隨後階段發放。
除了這次立法會會議，政府部門，以及各

民間團體其後就此問題進行了不下十次的討論
。但當時的公民黨議員在發言時，有沒有就此
提出質問？有沒有在街頭上提出反對簽名運動
？有沒有發動聲勢浩大的反對行為？沒有，至
少立法會、傳媒並無此記錄。

三年來毫無建樹，到了如今，公民黨突然
站出來強烈反對，而其理由卻是： 「政府在沒
有公開諮詢的情況下，計劃下月起推出自駕遊
」。到底是政府沒有諮詢，還是公民黨根本沒
有立場？三年前可以 「大度」放行、不質問政
府官員，三年後卻何以如此憤慨？

說白了，公民黨無非是看到 「自駕遊」的
「政治油水」。和 「雙非」問題如出一轍，十

年前這些大狀們一手炮製出 「雙非」問題，十
年後又來一招 「惡人先告狀」，反指政府是始
作俑者。在 「自駕遊」問題上，同樣來一招倒
打一耙，將所有問題倒在政府身上。而其目的
卻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看來，公民黨有着非常 「傳統」，從
港珠澳大橋案、居港權案，到如今的 「自
駕遊」議題，公民黨上上下下都有講大話
的習慣。難怪，坊間說公民黨反 「自
駕遊」的政治表演是愚弄市民的
「大話遊」，真是一點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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