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提出下屆主要問責官員加薪百分之
八點一，若獲立法會通過，將會是問責官員
十年來首次加薪，司局長每人加薪約二萬五
千元以上。新設的兩名副司長薪金介乎司長
與局長之間，月薪三十二萬多元，副局長則
劃一為局長的 「七折人工」 。政治助理薪酬
將大減至月薪十萬元。政府表示，今次加幅
溫和，是按經濟增長、物價及市場調查作建
議，重整後可節省五百萬元，期望下月交財
會審批。

本報記者 陳錦輝

下屆司局長可望加薪8.1%
政府指加幅溫和 下月交財會審批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星期二A16香港政情責任編輯：陳淑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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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永嘉促助中小企拓市場
新政府建議，將現時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分拆成兩個政策局，其中一個為

工商及產業局。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吳永嘉接受專訪時表示，這是工業
界期待已久的建議。他認為，如果政府想搞好經濟，必須要有健康的產業結構
；期望候任特首梁振英及其團隊上場後，加大力度協助中小企拓展內地市場，
積極解決 「大門開，小門未開」 的問題。

本報記者 宋佩瑜

如讀者對本欄有任何提議及意
見，歡迎電郵至 tkpgw@takungpao.
com作交流。

編者按

吳永嘉指出，雖然現時大部分工業生產已
經北移，但他們只是 「前舖後居」在內地設廠
，多數產品都要經香港接單，廠商也要在香港

交稅，所以工業在本地生產總值中佔有一定的百分
比。他批評現屆政府 「當香港工業已死」之舉十分
不當，期望新政府多關注工業發展，建議工商及產
業局研究向港商提供土地或稅務優惠，引導一些高
增值的工業回流香港設廠，以促進經濟及多元產業

發展。

積極解決「大門開，小門未開」
面對全球經濟不穩，吳永嘉建議，如果政府想

搞好經濟，必須要有健康的產業結構。他指出，歐
美債務危機隨時爆煲，港商出口訂單大跌，在國內
設廠又要面對工資水平上升，加重港商負擔。吳永
嘉期望新政府能夠成立專責委員會，探討及擴大港

商到內地或外國城市發展。
另外，在加強兩地合作方面，一直有參與研究

深圳前海發展的吳永嘉表示，不同行業在內地發展
仍然面對 「大門開，小門未開」的問題。據悉，早
前構思在前海引進香港仲裁機構，為當地企業提供
服務，以香港法律在內地 「先行先試」，打造 「具
香港特色的內地區域」，但有關建議忽然擱置，令
不少本港法律界人士失望。吳永嘉指出： 「就算允
許兩地律師行合資經營，但香港法律在內地不適用
，根本香港人只是坐在前海，但就沒生意做。」

吳永嘉又建議，新政府上場後應該加大力度協
助中小企打進內地市場，與內地政府部門商討，要
求各地城市統一指導文件： 「現在中小企到內地一
些城市落戶，每每遇到不同問題，例如牌照批覆不
一，大型企業負擔得起高昂的顧問費用，就較容易
在內地拿到牌照，但畀唔起錢的中小企就遇到很多
阻滯。」

第四屆特區政府（2012-2017）
政治委任官員的薪酬條款

職級

政務司司長
財政司司長
律政司司長
政務司副司長
財政司副司長
局長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副局長***
政治助理***
*有關數字並不包括政府強積金供款，醫療和牙科福利以及假期折算的成本。
**調高至最接近的5元。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副局長以及政治助理的薪酬條款在2007年由立法會財委會批准。
#每一位司長、副司長及局長（律政司司長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除外）用以聘請政治助理的現金
薪酬總額上限定於每年120萬元（或每月上限為10萬元）。

月薪
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2002年
批准的水平（港元）

330,565
319,385
308,585

─

298,115

193,775-223,585
104,340-163,960

建議在2012年
7月1日生效

的水平（港元）**
357,300
345,215
333,540

327,900

322,260

225,580
100,000#

落實建議後
的薪酬差距

高於財政司司長3.5%
高於律政司司長3.5%

高於局長3.5%

高於局長1.75%

─

局長薪酬的70%
─

若下屆政府官員加薪建議獲得通過，按立法會財委
會○二年的批款水平，三位司長的薪金將加約二萬五千
元至二萬七千元，月薪由三十三萬三千多元至三十五萬
七千多元不等。局長薪金與司長保持百分三點五的差距
，加薪二萬四千多元至三十二萬二千多元。不過，由於
問責官員在○九至一○年度自願減薪百分之五點三八，
因此按財委會批款水平計算，司局長可追回減薪部分，
實際加薪幅度為百分之十四點二。

符合經濟增長市場調查
事實上，按官員、議員薪津獨立委員會的報告，提

出過往十年本地生產總值增加逾五成，丙類消費指數亦
增加百分之十五，再加上委員會委託顧問公司進行調查
，了解私人市場的情況後，委員會建議司局長加薪一成
五。然而，政府考慮過往十年公務員的加薪和減薪情況
，最後定出加薪百分之八點一，認為紓緩官員過往十年
被侵食的購買力，並與市場調查高級行政官員薪酬中位
數的加幅相約。

至於下屆政府新設的副政務司司長和副財政司司長
的薪酬，將在司長與局長薪酬差距中間落墨，高於局長
薪酬百分之一點七五，劃一月薪三十二萬七千九百元。
另一方面，過往副局長的薪酬並不同一，薪金為局長的
六成五至七成五，政府建議，新一屆政府的副局長薪酬
劃一為局長的七成，即二十二萬五千多元；而政治助理
會大幅減薪至十萬元（詳見配文）。

政助減人工年省五百萬
雖然主要官員獲加薪，但由於政治助理大幅減薪，

今次的建議可為下屆政府每年節省五百萬元，下周會交
至政制事務委員會討論，期望下月可向財務委員會申請
撥款。獨立委員會亦提出設立機制，確保問責官員的薪
酬每年跟隨經濟變化作出調整，建議設 「可加可減」機
制，參照行政會議成員和立法會議員的薪酬機制，每年
跟隨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調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示，官員並不是要
求大加幅，過往十年都沒有調整，今次加薪幅度溫和，
相等於每年加薪百分之零點七八，而回復至○二年減薪
前的水平的做法亦合理。他不認為今次是 「肥上瘦下」
，認為社會聲音普遍認為政治助理薪金偏高，故積極回
應並作出調整；至於副局長過往一直協助局長應付立法
會等不同事務，他較少聽到社會反對設副局長。他又稱
，已知會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但建議毋須得到他的同
意。

【本報訊】對於有報道指前新
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朱育誠認為候
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見圖）管治
「要發揮狼性」，梁振英昨日致電

電台節目時表示，只是透過傳媒引
述了解朱育誠的講話，他認為，政
府做事要果斷，手腳更快，但是不
等於狼。

清華大學五月十二日在深圳成
立港澳研究中心，有報道指，在該
中心舉辦的座談會上，清華教授林
泰批評香港如今太 「三權分立」，
使行政效率下降，前新華社香港分
社副社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
澳研究所所長朱育誠則直言 「梁振
英應該發揮狼性」。

梁振英昨日在電台節目中被問
到對相關報道的回應，他指出，基本法中，行政機關
與立法機關的關係以及司法機關的獨立性，都寫得很
清楚， 「這麼多條文的東西，我們不需要用 『三權分
立』或三權不分立來高度濃縮，事實上，行政機關同

立法機關的關係，在起草基本法的
時候，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之後
的實踐已經好清楚了。」他指，行
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立法機關
也有它的職權和責任。

手腳快為市民服務
梁振英指出，香港的社會發展

或經濟發展，相對於鄰近的經濟體
，真是停滯不前的，造成深層次矛
盾不斷加深，政府做事需要果斷及
手腳更快。至於 「快是否等於狼」
，梁振英說，政府在經濟問題上應
該適度有為， 「大家手腳快少少，
不需要點狼㗎，可以為市民做好服
務，令整個社會可以發展好一些。
」他表示，自己的宗旨是為市民服

務，比如， 「雙非」問題，二零一三年配額為零。 「有
的問題我們沒有拖拖拉拉，每件事在政治崗位上，有人
支持，有人反對，不能夠沒有自己的立場，不能沒有自
己的決定。」

梁振英：政府做事要果斷

【本報訊】本報記者陳錦輝報道：政府
建議新一屆問責團隊加薪，但唯獨政治助理
月薪大減至十萬元，只有局長薪金的三成。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示，建議是
積極回應市民對政治助理薪金偏高的批評，
絕非要 「肥上瘦下」，相信減薪後在政治人
才上有更多選擇。他又稱，建議亦配合了政
治助理功能轉向，加強落區搜集民意，有利
政治助理未來的工作。

現時政治助理的薪酬為局長薪酬的三成
五至五成五，按政府資料顯示，七位政治助
理薪金為局長的四成五，另有二人為五成和
五成五，即十三萬四千一百五十元至十六萬
三千九百六十元，但未來則會劃一為局長薪
金的三成，即月薪十萬元，但局長可自行決
定聘請政治助理的數目。

按獨立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政治助理受
其職責範圍所限，大多只是處理政府內部工
作或幕後游說工作，引致市民大眾對其工作
的認識比較有限，而下屆政府的每個政策局
聘請多於一位政治助理，除了為主要官員提
供支援外，亦藉此培養政治人才等，故提出
有關建議。

配合角色功能轉向
譚志源不認同減薪是代表以往的政治助

理是 「物非所值」，稱政府接納報告建議，
調低政治助理的薪金，是回應了四年前公眾
認為政治助理薪酬偏高的批評，減薪非 「肥
上瘦下」；而在新一屆政府建議下，政治助
理角色功能都會轉向，加強落區面向基層社
區，協助搜集民意。

他解釋，過往政治助理向議員作政治游
說工作時有困難，很多時要由局長或副局長
出手，又指他們薪金高於高級公務員，履行
職責時有一定障礙，相信減薪後工作可得心
應手。譚志源稱，政治助理減薪後令可選擇
的人才更多，有利政府招聘人才，相信月薪
十萬元是相當不錯的薪金，即使月薪五萬元
亦有一定吸引力。

被問到未來政策局聘用政治助理時會否
欠缺機制，造成黑箱作業的情況，譚志源估

計，每個政策局聘請多少政治助理，每人薪金多少都會公
諸於世，相信下屆政府會採用最高透明度。他又稱，現時
有委員會監督政治委任官員委任條件，相信未來會有類似
的機制，即使有現屆區議員和青年出任政治助理，薪金亦
會設上下限。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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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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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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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東亞銀行主席、
金融界立法會議員李國寶（見圖）
決定擔任今屆議員後，不再爭取
連任。已擔任二十七年議員的李
國寶早前接受報章訪問時，感嘆
政治浪費時間，但願從未涉足政
壇，亦會呼籲兩個兒子不要加入
政壇。他又點名支持中銀香港信
託董事長吳亮星接班。

在行政長官選舉期間，李國
寶曾擔任唐英年競選辦主任，他
否認是因唐英年選舉失利而引退
，亦強調不是被人勸退。而李國
寶近日備受醜聞困擾，包括爆出
住所天台僭建，又有消息指，東
亞涉及批出六千萬元無抵押透支
給許仕仁。對於是非接踵而來，
李國寶感到十分奇怪。

吳亮星或接班
隨着李國寶表明引退，吳亮星成為下屆立會金

融界議員的大熱人選。李國寶指，
吳亮星有中資背景，做事勤力，回
歸後做了兩屆議員，亦可以全職做
議員。

六十二歲的吳亮星，曾出任臨
時立法會議員及回歸後第一屆、第
二屆立法會議員，現時是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吳亮星感謝李國寶支持
，如果吳亮星真的獲選，將會是首
次由中資銀行代表擔任金融界立法
會議員。

有八年議會經驗的吳亮星在今
年兩會期間已表明有意出選立法會
，他當時說，不少業界人士都支持
他競逐銀行界的立法會議席。

吳亮星說，得到不少朋友的鼓
勵，正積極考慮參選，並計劃組織
數名對政治、議會有興趣的業界人

士成立顧問團，了解業界的聲音。據悉，中銀香港已成立
關注小組，研究派人參選立法會一事，管理層亦支持吳亮
星出選。

李國寶將引退 嘆政治耗時

【本報訊】本報記者陳錦輝報道：對於問責官員加薪
百分之八點一，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加幅合理，認為因通脹
下加薪是無可厚非，但不認同減政治助理薪金是 「肥上瘦
下」，並支持就政治助理的薪金封頂。亦有立法會議員認
為，公眾不應只執著於問責官員的加薪幅度，最重要是唯
才是用，並檢討如何更暢順去推行問責制，相信有意服務
社會的人才，不會介意減少數萬元薪金。

民建聯的葉國謙認為，問責官員的薪酬加幅合理，因
為在通脹下，加薪是無可厚非，而他亦支持政治助理的薪
金封頂。被問及會否予人 「肥上瘦下」時，他說，早前已
有市民認為政治助理的薪酬過高，認為應該檢討，又稱明
白有市民反對問責制，但就不認為推翻整個問責制，是社
會的主流意見。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表示，不論加薪幅度多少，最重要
是如何落實問責制，包括檢討問責制現行的不足， 「不要
執著於加多數萬元，最重要是唯才是用，要檢討現時問責
制行得不好的地方，問責官員是否為政策問責？」她批評
政府以往聘請政治助理時，未有好好維護公帑，但期望未
來官員能多落區，有承擔服務社會，相信政治人才不會介
意數萬元的薪金高低問題。

議員：唯才是用最重要

▲譚志源公布新政府高官薪酬，建議司局長加薪8.1%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吳永嘉吳永嘉期望新政期望新政
府多關注工業發府多關注工業發
展展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林雨燊攝林雨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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