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算案不靠派糖
將聚焦長期規劃

【本報訊】記者陸靜瑩報道︰打工仔勞碌奔
波，只求 「安樂茶飯」，不過在強積金漏洞下，
僱員一旦被解僱，血汗錢隨時 「唔見一半」。工
聯會不滿強積金仍存不少缺點，未能完全保障打
工仔，促請當局從速堵塞漏洞。

強積金自2000年實施至今，回報低、收費貴
，一直遭打工仔及團體抨擊，昨日工聯合聯同受
害人進一步揭露強積金另一項漏洞，即長期服務
金及遣散費，與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對沖，因此
僱員被「炒」時，變得無保障，而原本所屬僱員在退
休後所得的僱主供款部分，分分鐘得個 「桔」。

僱員被「炒」無保障
該會權益委員會副主任葉偉明解釋，年資較

長的員工在福利、假期等上都比年資淺員工多，
但在對沖制度之下，變相允許僱主以低成本 「炒
人」。

在美資上市公司工作了九年的 「阿兒」，就
是對沖機制下的受害者。她近日疑因健康問題，
被新上任上司解僱。以勞工法例計算，她應獲補
償13萬元作長期服務金，但因強積金規定僱主供

款部分，可用作解僱員工的代通知金、遣散費和
長期服務金，故阿兒取得的其中12萬是來自其強
積金僱主供款，老闆實際只補上 1 萬元就將她解
顧；而她的強積金戶口便只剩下一半、其自行供
款部分。

葉偉明指出，許多蠱惑僱主都採用此手法
「炒人」，令強積金根本發揮不到保障工人晚年

生活的效用， 「強積金供款應是屬於僱員，用僱
員的退休福利補貼僱主解僱僱員的支出，道理完
全不通。」

除此以外，強積金回報低同樣引來不滿。從
事醫療行業的 「阿君」每月薪金為11,000 元，過
去四年，僱主及僱員共供款近58,000 元，但四年
來基金只賺得1,100元，回報率僅得0.58%。阿君
指自己從來不會作投資行為，但強積金的實行，
即 「迫住人投資」，期望當局化繁為簡，以 「定
期」等做法，改良現行機制。

另外，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指，11 月實施的
「強積金半自由行」僱主供款部分，現仍由僱主

選擇。鄧續指，僱主首要考慮，是提供強積金的
金融機構，可給予其總體利益的多少，但就未有
加以考慮其收費。因此倡議積金局盡早立例，制
訂總收費上限。

該會除建議取消強積金與長期服務金、遣散
費對沖外，亦冀當局設公共基金，改善基金回報
，及要求政府將基金收費與表現掛鈎等。

梁振英要奪回時間空間精力施政

社 評

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前天為其
山頂物業僭建問題再一次向公眾致歉
，並提出希望各界給予時間、空間和
精力，讓他和他的團隊可以用全部精
力和時間為香港市民服務，掌握機遇
應付挑戰。

如果說梁振英連日有關僭建問題的
講話，是旨在澄清事件，消除公眾對他
誠信問題的疑慮，那麼，上述給時間、
給空間、給精力這幾句話，則絕對不是
想為個人開脫，而是在為香港、為香港
社會的未來發展向全港市民作出嚴正的
呼籲。

毫無疑問，梁振英講這幾句話時的
心情是沉重的。自今年三月參選之初，
梁振英不是沒有理想、沒有抱負，他的
參選政綱圍繞長期以來存在的房屋、教
育、醫療、扶貧問題，以及香港如何可
以為國家發展作出更大貢獻，是提出了
不少真知灼見和鴻圖大計的，也得到了
不少人士的欣賞和支持；然而，他七月
上任以來，不要說全面推動和實現政綱
大計，就是連日常的施政也幾乎寸步難
行：造福四十萬清貧老人的 「長者生活
津貼」 在立法會五度受阻，關係到本港

未來長遠發展的新界東北發展規劃被誣
為 「割地賣港」 ，眼前僭建問題也已糾
纏數月仍未結束……；特首本人和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固然要為排解這些責難
而疲於奔命，就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光是一個 「長津」 問題，在立法
會上奉陪 「長毛」 等人 「拉布」 就已經
耗上幾十個小時，試問特首和主要官員
還有多少時間、多少空間、多少精力，
可以用於實現服務港人社會的理想和職
責，可以用於正面建設、有效施政，可
以用於融入國家發展的洪流大業中去？

就進一步落實好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針， 「十八

大」 報告提出了三個 「不可偏廢」 ：堅
持 「一國」 原則和尊重 「兩制」 差異不
可偏廢、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高度自治
不可偏廢、依靠祖國強大後盾和加強自
身競爭力不可偏廢。在三個 「不可偏廢
」 下，作為香港特區，作為領導特區的
特區政府和特首，試問有多少大事和要
務，需要和全港市民、各界精英一起去
作出全面檢討和長遠規劃，認真體會中
央提出這三個 「不可偏廢」 的深刻意義
，從而令特區可以有更穩定、更和諧、

更長遠的發展。
但是，眼前可見的事實是，反對派

和亂港傳媒，為了達到阻撓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的目的，繼續在一些個別問題上
興風作浪、糾纏不休，令特首和主要官
員難以集中精力和有足夠的時間、空間
用於思考問題、改善施政，而由於步伐
受阻、效果不彰，更令到部分市民對梁
振英政府上任數月以來的施政表現頗有
微詞，認為 「做唔到」 ，其實特區政
府是受制於人，有苦難言。

因此，眼前特首及其施政團隊，當
務之急，是要立即奪回已經失去的部分
施政時間、空間和精力，關鍵是要爭取
主動，不能只是充當 「救火隊」 不斷解
釋，而是要把包括 「十八大」 報告在內
一些關係到全體市民福祉和特區未來長
遠發展的大事，以及新界東北發展規劃
等經濟、民生大計，利用一切傳播渠道
向市民作出詳盡介紹，闡明其中的利害
得失和根本意義；特首和主要官員要勇
於承擔，要主動多與市民溝通和聽取意
見。有中央的全力支持和三個 「不可偏
廢」 為準則，梁振英政府一定可以扭轉
大局，帶領港人社會繼續前進。 關 昭

政府委員會作用要檢討

井水集

就 「中央政策組」 全職顧問高靜
芝有權過問政府委員會任命名單的問
題，近日成為反對派和亂港傳媒攻擊
梁振英政府的又一焦點，市民大眾亦
頗感關注。

對此，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前天
已經作出解釋：高靜芝對各個委員會
的組成並無任命權或否決權，權力仍
然在政府各局和部門。高靜芝只是獲
得知會及就有關問題作出研究而已。

事實確實就是如此，高靜芝有的
只是 「知情權」 而不是任命權，甚至
連反對、否決的權力也沒有。反對派
和亂港傳媒說什麼 「委任政策有變」
，還說什麼「政治酬庸」、「梁粉」入選
，都只是歪曲事實和挑撥離間而已。

但是委任權力和程序不變，委員
會的組成、作用和目的，卻大有檢討
和改變的必要，而且正好利用眼前的
機會各方關注的機會來落實和進行。

事實是，目前經由特區政府各部
門、架構委任的委員會，大大小小有
二百多個，成員人數多達三千人。這
些委員會，當然規模大小有別，性質
和重要性也並不一致，其中一些 「重

量級」 的委員會，如歷史悠久的房屋
委員會，以及剛成立的扶貧委員會，
都直接涉及到有關部門的施政，影響
力和分量都是十分重的；也有一些委
員會只是 「聊備一格」 而已，權力和
影響十分有限。

但不論委會大小、性質如何，這
二百多個會、三千多人，都應該成為
特區政府施政的夥伴，成為特區政府
的有力支援。每逢特區政府推出什麼
重大施政以至具體措施，都應該事前
諮詢有關委會，而有關委會事後也應
出來負起推廣介紹之責，這才是成立
各級委員會的應有之義，而委會成員
的由來，當然應該是相關行業、界別
、階層的精英及適當的人選，才可發
揮建言獻策的作用。

因此，眼前部分委員會 「架床疊
屋」 ，一些委會一年半年不開會一次
，一些名人一身兼幾職以至十幾職，
還有青年事務委員會成員不青年，藝
術委員會不藝術，都是大堪疑問、必
須改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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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昨日在其網誌發表題為
「庫房收支知多少」的文章，開宗明

義地說，不同界別人士對《施政報告
》和《財政預算案》提出建設性和啟
發性的建議，包括建議預算案多作長
期規劃，如應付人口老化增加政府財
政壓力，增加對經常性服務的承擔。

經常開支累增八成
他大致認同這些看法，且強調政

府從不吝嗇增撥經常性資源，長期支
持討論成熟、社會有共識的新政策及
服務，如幼稚園學券丶長者及殘疾人
士交通優惠丶增加醫療人員人手等，
並預留了 500 億元推動醫療融資改革
等。

網誌續說，特區政府成立 15 年以
來，政府推出政策和服務，令經常開
支累積增加接近80%，當中教育開支增
加60%丶醫療衛生增加70%丶社會福利
增加超過120%，具體金額（2012-2013
年度）則分別是 597 億元、447 億元和
294億元。

曾俊華說，政府不能本末倒置地
從財政運用角度推動新政策和新服務
出台，一些人可能預期預算案會提供
財政資源支持有共識的新政策和新服
務，故較為留意一次性 「派糖」措施
，才有錯覺以為政府忽略長期規劃。

另外，曾俊華指出，在諮詢過程

中，留意到一些人對政府財政收支狀
況有誤解，以為賣地是主要收入來源
，建議政府改變高地價政策。他解釋
道，賣地佔庫房收入比重不算高，在
2012-13年度包括賣地和補地價在內的
收入僅佔約15%，不擔心賣地收入減少
令財政出現龐大赤字。

財政收入分布健康
他強調目前財政收入分布大致

健康，沒有過分依靠單一來源，利
得稅和薪俸稅約佔 40%，印花稅佔
10%，投資收入佔 10%，其餘 25%為
其他收入。

對於社會有聲音指政府每
年都 「估錯數」，年尾結餘出
現龐大盈餘，擔心因低估收入
而限制開支。曾俊華承認財政
收入有很大的波動性，不容易
準確預測，像在過去 15 年，利
得稅收入最少的一年只得377億
元，最多卻有 1,186 億元，相差
約三倍。

曾俊華續謂，由於收入波
動可以很大，財政儲備可以發揮
紓緩作用，盡量令個別年份可以動用
的資源不會大上大落。事實上，因應
經濟欠佳的情況，政府過去也曾經作
出有巨額赤字的預算，當然要慶幸當
時香港有足夠儲備應付赤字預算。

【本報訊】記者虢書報
道：青少年喜歡在網上社交
平台交流，隨之發生的騙案
亦呈上升趨勢。民建聯總結
過往傳媒報道的網上交友陷
阱發現，常見騙局主要為騙
財、性侵犯、偷竊及勒索
（見附表），呼籲警方加強
情報蒐集工作，留意最新犯
案手法。學校和家長應向學
生介紹常見陷阱，觀察子女
網上交友活動。青少年本身
應加強警惕，不應輕信陌生
人，勿將敏感資料隨便交予
陌生人。

最近有傳媒報道，有人
在網上交友平台冒充醫生，
騙取少女敏感部位照片，然
後強迫性交。民建聯翻查報
章發現，過去半年內，有五
宗青少年懷疑網上交友受騙
，較去年同期多三宗。另外
，專為性暴力受害人服務的
團體 「風雨蘭」，今年首
10 月協助被網友性侵的個
案亦有 16 宗，較去年同期
急升逾 70%，當中 12 名受
害者為18歲以下少女。

民建聯指，科技發展令
網上交友盛行，無論學習還
是工作均節奏急促，壓力沉
重，讓人難以抽空交朋結友
，同時父母忙於賺錢養家，
較少時間與子女溝通，促使
青少年網上交友。網上交友
受騙的事件屢見不鮮，受害

人往往蒙受錢財損失，甚至身心受創，
問題不容忽視。

假意交往博取信任
總結發現，常見騙局可歸納為 4 類

，包括騙財、性侵犯、偷竊及勒索，不
法分子多先假意與事主交往或博取信任
，令事主放下警惕，再以各種理由向事
主騙取金錢，或騙取其私隱進行勒索，
甚至強迫性行為。

民建聯認為，警方、學校、家長和
青少年本身應一同正視問題。警方應留
意最新犯案手法，加強宣傳，提高公眾
警覺，並加強網上巡查，公布每年網上
交友衍生的罪案數字。學校向學生介紹
網上常見陷阱和風險，並舉辦家長講座
。家長須加強親子溝通，關心子女的網
上交友活動，觀察其行為是否有異。至
於青少年，應時刻保持警惕，切勿將敏
感資料，包括相片、信用卡、身份證明
文件資料、住址、電話號碼或其他私隱
等，隨便交予陌生人。如果要與網友見
面，應盡量選擇人多熱鬧的公眾地方，
並向親友透露會面詳情，最好由親友陪
同。萬一不幸被騙，應報警求助。

工聯會促改革強積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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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收集各界意見籌劃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的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昨撰文談論理財大計，強調特區政府從不吝嗇撥出資源
支持經討論成熟的新政策和服務，事實上特區政府成立15年以
來，經常性開支大增80%，花在具體項目的支出如教育、醫療
衛生、社會福利亦分別增加60%、70%和120%。但他強調政
府向來恪守量入為出的原則，以一次性 「派糖」 措施取悅於民
，倒不如多作長期規劃。

本報記者 戴正言

年度

1997-98

2002-03

2007-08

2012-13

＃升幅計算方法，是以97-98年
度為基數作比較

經常性開支

1,494億元

1,980億元

1,994億元

2,643億元

升幅#（%）

------

↑32.53

↑33.46

↑76.90

網上交友

常見陷阱

騙財
❶假意與事主交往
，博取信任，然
後謊稱急需金錢
，唆使事主進行
虛假投資騙取金
錢；

❷謊稱從海外寄禮
物給事主，但途
中被海關扣押，
需要事主以金錢
解決

性侵犯
❶假意與事主交往
，相約事主見面
，然後性侵犯事
主；

❷博取事主信任，
騙取事主敏感相
片或私隱，然後
強迫性交

偷竊財物
❶假意與事主交往
，相約事主見面
，然後藉故借用
事主手機或貴重
財物，一去不返；

❷假意與事主交往
，約事主見面，
偷竊或搶奪財物

勒索
❶假意與事主交往
相約見面，然後
禁錮事主，向其
或其家人勒索錢
財；

❷博取事主信任，
騙取事主敏感相
片或私隱，然後
勒索金錢

資料來源：民建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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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不滿強積金仍存不少缺點，未能完全
保障打工仔。左起︰阿兒、葉偉明、鄧家彪，
阿君 本報記者陸靜瑩攝

推動醫療融資改革
推動醫療融資改革

增撥資源支持幼稚園學券
增撥資源支持幼稚園學券

▲民建聯總結過往傳
媒報道的網上交友陷
阱發現，常見騙局可
歸納為4類。左起為
：何主平，葛珮帆，
陳漢齡，楊全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