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公布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委任前行政會議成員梁
智鴻為主席。梁智鴻表示，標準工時問題相當繁複且具爭議性，希望在三年任期內凝
聚社會共識，至於是否立法，則應諮詢社會各界意見，他冀在詳細討論後，定出最終
建議方案供行政長官參考。他預計委員會將於三個星期後，召開首席會議。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標準工時委員會的組成有廣泛代表性，肩負重要使命，負責跟
進政府的相關政策研究，並促進公眾對這一複雜課題與相關議題的認知，尋求更好的
解決方案。

本報記者 張媞

標準工時冀三年內達共識
委員會成立 梁智鴻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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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陳錦輝報道：行政
長官梁振英接受林以諾牧師專訪時表示
，處理貧窮問題是他的施政重點之一，
但他希望社會能放下成見和思想包袱，
不要誤以為所有領取綜援或其他社會福
利的人都是懶人，強調絕大多數香港人
都是自力更生。他指出，政府會按部就
班，按政府財政能力來處理貧窮問題。

梁振英在該網上訪問中表示，他一
直關心香港不同的貧窮問題，因此施政
重點亦放在貧窮、房屋、老年和環境四
方面，上任後便提出了重設扶貧委員會
，委員會正制訂貧窮線，分析社會貧窮
的狀態，協助政府制訂相關政策，並再
檢討政策成效，了解有關人士能否脫貧
。他強調，最富裕的社會不可能完全消
滅貧窮，但他希望減輕貧窮問題，政府
仍在研究如何協助貧困人士脫貧。

按政府財力處理貧窮問題
他續說，自己四出了解香港的貧窮

情況，包括接觸一些居住條件十分差的
市民，得到一些感性認識，而運輸及房
屋局現正關注居住在工廠大廈房的人
，了解房人士的家庭組成人數，而政

府亦會透過關愛基金去協助一些 「N無
人士」。

梁振英亦大讚港人有自力更生的能
力，近年就業環境良好，加上落實了最
低工資和交通津貼等，申領失業綜援和
低收入綜援的個案都下降三成，他希望
社會人士可以放下成見和思想包袱，讓
政府可以更放心幫助有需要的人， 「不
要以為政府有任何福利政策都是養懶人
，拿綜援的是懶人，拿其他社會福利的
人都是懶人。我不排除有人濫用綜援或
其他社會福利，但絕大多數香港人都是
自力更生的。」

至於如何能在短時間內解決貧窮問
題，梁振英表示，政府會按部就班，有
計劃地按政府財政能力，分配資源來處
理貧窮問題，並考慮動用財政儲備，用
於對貧窮人士進行 「補助」工作。他強
調，只要香港能推動經濟持續以較快速
度發展，便有支付解決貧窮環境問題所
需的費用。他又指出，政府的政策是成
熟一項推一項，不失時機地工作，正如
長者生活津貼，若政府留待預算案中才
推出，長者便可能到今年九月才能申
領。

【本報訊】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
副主任殷曉靜4月8日在中聯辦內會見
中國載人航太工程總設計師周建平一
行。

殷曉靜首先代表張曉明主任對周
建平總設計師一行的到訪表示熱烈歡
迎。她說，從2003年起，神五、神六
、神七和神九航太代表團相繼訪港，
在香港掀起了一次次的航太熱潮，提
升了香港市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和自豪
感。 「一國兩制」事業與國家航太事
業一樣，是一項嶄新的事業，需要在
實踐中不斷探索前進，克服各種困難

，應對各種挑戰。這些年來，我國航
太事業成就輝煌，航太人 「特別能吃
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攻關、特別
能奉獻」的航太精神，也給香港注入
了 「正能量」，為推進 「一國兩制」
實踐和香港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強大的
精神動力和寶貴財富。

周建平表示，當前我國正在加快
載人空間站工程建設，需要加強與各
方的合作，特別是內地和港澳台的合
作。香港在科技力量和科技人才方面
具備優勢，希望今後能進一步促進兩
地在科技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吸引更

多的香港科學家參與祖
國的載人航太事業。

應香港特區政府邀
請，周建平一行8日中
午抵港，進行為期5天
的訪問，行程包括參觀
考察香港高校並與師生
交流等。

【本報訊】2013年度中國註冊會計師全國統一考試香港
考區報名工作已經開始，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會員服務有限
公司（簡稱中註協駐香港聯絡處）受中國財政部註冊會計師
考試委員會委託，負責組織香港特別行政區考生報名和考試
事務工作。

中註協駐香港聯絡處自4月10日開始接受香港特別行政
區考生報名，至4月26日結束，資格確認工作於5月15日結束
。有意在香港考區參加考試的考生，可登錄中註協駐香港聯
絡處網頁（http：//hkoffice.cicpa.org.cn），閱讀《2013年度
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台灣地區居民及外國人
參加註冊會計師全國統一考試報名簡章》和《港澳台地區居
民及外國人參加2013年度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會計師全國統
一考試報名指引》，並按要求報送報考資料。查詢報名詳情
，可致電：25289927、25289085或25289095。

有關考試分為專業階段和綜合階段。專業階段考試科目
包括會計、審計、財務成本管理、公司戰略與風險管理、經
濟法和稅法，綜合階段考試科目包括職業能力綜合測試（試
卷一、二）。2013年9月28日舉行綜合階段考試，2013年10
月19-20日舉行專業階段考試。

根據CEPA框架下的相關考試科目相互豁免協議，於
2008年7月29日及之前申請成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或已取
得公會專業資格課程（QP）全科合格者，可以申請豁免統
一考試的 「會計」、 「審計」、 「財務成本管理」和 「公司
戰略與風險管理」四個考試科目。

在考試方式方面，今年將延續2012年的做法，在註冊會
計師全國統一考試專業階段和綜合階段實行電腦化考試，即
考生在計算機終端獲取試題。在作答方式上，香港考區考生
可以選擇在計算機終端作答並提交答案，或者選擇用紙筆作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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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標準工時的政策的目的

勞工靈活性與香港競爭力

兼職與散工的人數是否應標準工時而增加

對整個商界（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影響

不同行業的運作模式

標準工時立法是否是最佳路向

訂立標準工時的目的與理據

標準工時制度的設計

行政要求及罰則

怎樣落實

標準工時委員會成員名單
主席：梁智鴻醫生

非官方成員

趙麗娟

莊太量教授

劉千石

劉健華博士

李正儀博士

梁祖彬教授

馬豪輝

蘇偉文教授

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身份的當然成員

（僱員代表）

梁籌庭

鍾國星

李德明

吳秋北

周小松

陳素卿

（僱主代表）

何世柱

麥建華博士

劉展灝

施榮懷

于健安

何安誠

屬公職人員的委員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勞工處處長

政府經濟顧問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宋哲晤法國護衛艦艦長
【本報訊】2013年4月9日，宋哲特派員（圖右二）在公

署會見了隨法國海軍 「葡月」號護衛艦訪問香港的蓋立艦長
，法國駐港總領事柏雅諾（圖左二）等陪同。雙方進行了友
好交談。

特首籲對綜援戶放下成見

中國會計師統考接受報名

殷曉靜會見周建平一行

勞工處於2012年11月發布的《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
告》，而鄰近的韓國於97年受金融風暴嚴重衝擊後，成
立來自政府、管理層、勞方和社會利益團體的 「經濟社
會發展勞使政委員會」，下屬的 「減少工時特別委員會
」決議把按年的總工時由約2500小時縮減至少於2000小
時。為落實此原則，政府向國會提交法案修訂《勞工標

準法》，把每周工時由44小時縮減至40小時。勞資雙方
的意見嚴重分歧，未能達成共識，最終，修訂法案於
2003年8月獲得國會通過，04年起，韓國分階段把工時從
44小時減低至40小時，但令勞資關係變得緊張，工人原
有的部分固定福利亦被消減（如取消每月一天的有薪假
等）。

韓國政府透過降低標準工時，有效地鼓勵僱主增加
兼職人士比例，但亦引發另一問題，即兼職僱員相對於
全職僱員，受到不公平對待。兼職工作常被視為不大穩
定、地位較低及職業前景較差的工作，有韓國民眾指此
政策帶來更多低素質的兼職工作。韓國政府亦承認當地
勞工市場存在不公平及不平衡的結構性問題，因此政府
在中央及地區政府層面引入職位共享制度，並拆分全職
工作，亦為聘請兼職的僱主提供50%的工資津貼，為 「改
善常規兼職僱員就業情況立法」等。可見工時問題的複
雜性，需要長時間的商討和談判，以達成共識。

其他地區經驗可供借鏡

本港社會對是否應就標準工時立法的討論和爭
議，持續多年，而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其政綱與任內
首份《施政報告》中，皆承諾成立由政府、僱主和
僱員代表，以及學者和社會人士組成的專責委員會
，共同研究標準工時。政府昨日兌現承諾，宣布成
立標準工時委員會，由來自上述五個界別的共24名
委員組成（見成員名單附表）。

24成員來自五界別
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勞資雙方委員都表示，相信

委員會的最大分歧是是否為標準工時立法。在勞顧
會中代表資方的工業總會副主席劉展灝坦言，勞資
雙方過往在標準工時立法的立場與角度有別，而是
否需要立法，要經過討論才能決定，他說，委員會
來自五個界別，可以反映各方面意見，希望有清晰
意見提供予政府。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君彥表示，
委員會應以中立的態度研究標準工時問題，勞資雙
方存在分歧，而商界、勞工界內部亦有不同需求，
「有人要時間，有人要錢」，因此不可以急於一時

，需要時間達成共識。金融界立法會議員吳亮星表
示，從管理和本港長期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為標
準工時立法或不適用於所有行業。他說，本港行業
眾多，應將中間有間歇性需要休息的工種、從事市
場的僱員等的行業剔除，才可初步推行標準工時，
強調不能 「一刀切」，否則行業或調整工種，影響
就業機會，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

對超時上限存分歧
代表勞方的工聯會現任理事長吳秋北在接受本

報訪問時表示，委員會是為研究立法解決標準工時
委員會而成立，應通過開放的討論和深入研究，訂
立勞資雙方均接受的方案。他說，現時很多打工仔
都反映工時過長，甚至無償加班，他認為，為標準
工時立法，可改變上述情況，亦可平衡打工仔的家
庭生活和日常作息，從而提高生產力，對社會的長
遠發展有促進作用，對僱主亦有正面影響。勞工界
立法會議員潘兆平表示，期望並且相信梁智鴻會以
進取態度，朝立法方向討論標準工時問題。他指出
，現時最大的爭拗點在於超時的上限和 「補水」問
題，而勞工界會就此推動立法。

標準工時委員會主席梁智鴻表示，標準工時問
題繁複且具有爭議性，但希望在三年任期內，凝聚
社會共識。至於是否需要立法，他表示，標準工時
涉及香港所有持份者和市民的利益，立法與否應待
委員會委員，通過大會與小組會議的詳細討論與研
究後，才可訂出方案供行政長官與特區政府參考。
他說，委員會將根據去年勞工處公布的《標準工時
政策研究報告》（《報告》），從本港標準工時政
策的目的、勞工靈活性與香港競爭力等六個問題深
入研究，以回應《報告》中提出的四個問題（見附
表）。

小資料

【本報訊】記者石璐杉報道：昨日正值前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吳康民八十七歲大壽，他於香港大會堂美
心皇宮筵開二十席，並同場舉辦新書《手握禿筆日有
聲》首發式，行政長官梁振英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
多位重量級嘉賓出席道賀。

吳康民在首發式上致辭時指出，新書的書名 「手
握禿筆日有聲」是從宋代著名愛國詩人陸游的詩句 「
匣中寶劍夜有聲」得到啟發而改成的。宋代外族入侵
，放翁滿懷激憤，因有 「匣中寶劍夜有聲」之嘆。意
即劍在匣中，希望持之殺敵，所以夜裡會發出聲音，
提醒主人。吳康民說，現在祖國強大，雖然周邊有些
軍國主義分子，發出戰爭叫囂，但卻不成氣候。但吳
康民指出，我們身處香港，年來經常聽到不少政治噪
音，甚至越來越激烈，居然建議 「佔領中環」，直類
提倡暴力。 「文人用筆不用劍，難免面對噪音，不吐
不快。意見夜存腦海，日間抒發為文，於是便有 『手
握禿筆日有聲』。」

吳康民雖已八十七歲高壽，但仍勤寫政治評論，
他笑言相信自己已成為 「香港最老的政治評論員」。

去年吳康民在京、港兩地，出版了兩本政治評論集，
他說，今年為了調劑一下，出版了這本《人生感悟錄
》二集，文字較少涉及政治，卻是一些老人老話，談
的是一些人生感悟。但吳康民亦指出，該書有一點較
特別的，就是有一章談及社團聚會和宴請的，提出一
些對宴會改良的意見，如敬酒文化之類。他說，因為
習近平主席上任以來，提倡減少繁文縟節的官場文化
， 「我看香港社團也可以參考，因而有感而發。」

梁振英張曉明等道賀
在《敬酒文化》一文中，吳康民寫道，一般宴會

的三部曲，是講話、敬酒和宴會。有的再加上贈送禮
品、就任證書之類，有的也加上遊藝節目。但除了吃
飯之外，其他的 「繁文縟節」，應該盡量簡化。他說
，宴會前的講話，應該力求簡單。至於敬酒文化，本
來主人家已經上台向大家敬酒， 「這就完成應有的禮
節，又何必逐個賓客再敬一次？」

昨日吳康民新書首發式嘉賓雲集，除梁振英和張
曉明外，全國政協常委吳光正、伍淑清、林樹哲，行

會成員廖長城，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王
國強，全國僑聯副主席陳有慶和前全國政協常委楊孫
西等政商界名人皆有出席。

▲吳康民指出，新書的書名 「手握禿筆日有聲」
是從宋代著名愛國詩人陸游的詩句 「匣中寶劍夜
有聲」 得到啟發而改成的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殷曉靜（右）與周
建平會面

▲梁智鴻（左）表示，標準工時問題相當繁複且具爭議性，希望在
三年任期內凝聚社會共識。旁為張建宗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有議員指訂立標準工時不能 「一刀切」 ，否則行業或調整工種，
影響就業機會，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