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諮詢文件羅列6個方案供市民參考，包括加稅、增加醫
療收費、推行自願保險、強制保險、強制醫療供款，以及
醫療供款與強制保險「合二為一」，政府不會表達立場。
未來3個月的諮詢期，會以中產人士作為主要的諮詢對
象，明年初再進行第二階段諮詢，屆時會綜合第一階段的
意見再提出更具體的方案。

一戶口包辦強積金醫療儲蓄
消息人士表示，由於醫療融資方案涉及多個政府部門，

當局曾討論應由哪個局或機構管理醫療供款，最大可能性
是交由積金局負責管理，「打工族」日後只需一個戶口，
已包括強積金與醫療儲蓄在內。初步考慮，強制醫療供款
會傚法強積金做法，直接從薪俸中扣除，但僱主毋須為僱

員供款。
「因為set up(成立)另一個管理架構，行政費會好高。最

容易的方法是利用現存的強積金戶口，醫療供款亦由積金
局一起兼顧，程序會簡單好多，因為積金局的架構已經存
在。」消息人士表示，諮詢文件會提及交由積金局負責管
理醫療供款，亦會講解積金局的架構，讓公眾參考。

保險公司只收強醫保行政費
由於單靠醫療供款不足以負擔嚴重疾病的開支，需混合

強制醫療保險。消息人士說，強制醫保會交由非牟利的半
公營機構管理，保險公司只可收取「強醫保」的行政費。
按瑞士的經驗，保險公司收取的行政費不多於供款的
10%，有可能令保險公司「無肉食」，但消息稱：「應該

都有錢賺，但未必賺得多，分紅未必會有，保險公司都有
其社會責任。」

據估算，在全民投保攤分風險下，每月保費300元，足
以令全港8成住院及專科門診索償得到保障。現有公司團
體保險或個人醫保供款，在續期時可過渡作強醫保供款，
倘市民購買的保險金額高於強制保險水平，餘額可購買額
外保障。

專家：已有醫保者應獲豁免
而諮詢文件中，會假設不同情況去推介6個方案，例如

醫療儲蓄佔月薪3%至5%，讓大眾考慮其財政承擔；亦會
提出不同的數據，包括人口老化趨勢、未來20年的醫療開
支預測等，亦以各地不同的醫療開支及融資作比較，例如
英國、美國、澳洲、歐洲等國。據悉，諮詢文件指出，最
遲要在2013年引入醫療融資措施。

世運保險顧問有限公司主席羅少雄指出，保險公司始終
是商業機構，做生意要賺錢，他相信醫療融資即使邀請業
界參與，只有大規模的保險公司才會參與。

他說，本港已有過百萬人有醫療保險在身，當局應向
他們提供稅務優惠或豁免，否則只會令他們撤銷原有保
單。

「強醫金」擬交積金局管理
醫療融資改革推6方案 諮詢文件周四出台

6成受訪學生曾遭父母體罰

光管水銀可「壞腦」6成清潔工不知

醫局外判清潔工 要求同工同酬

300多名離島居民昨日在中
環港外線碼頭出發，遊行至
中環美利大廈，抗議政府重
新招標4條離島渡輪航線
時，容許船公司加價3成，
並縮減非繁忙時段的班次。
不少居民帶同「水泡」遊
行，諷刺負擔加重，可能要
游水出中環。居住在坪州已
有幾十年的羅太批評，過去
幾年票價加幅超過2成，年
輕一輩均搬往市區，子女都
減少回島探望她，感覺被遺
棄。亦有居民批評減少班次
會造成不便，指政府應資助
離島的交通基建。遊行隊伍
在美利大廈遞交請願信後散
去。

離島居民抗議渡輪加價

西區醞釀逼遷潮
3成住戶遭加租

■西區租戶歐太(左)和鍾小姐(右)也因西區多幢舊
樓被收購，曾遭到逼遷。 本報記者朱樂汶 攝

奧馬賽
聘千名臨時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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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　李見安、岑思敏)影響全民的醫療改革諮詢文件將於本周四出台，政府

計劃提出6個方案，供市民充分討論。消息人士表示，政府曾討論強制醫療供款的「巨款」

應由哪個機構管理，由於成立新的機構涉及龐大的行政費用，故當局傾向交由積金局一併

管理。消息又說，倘實施強制醫療保險，則會交由非牟利的半公營機構管理，保

險公司只可收取行政費。

【本報訊】兒童遭父母虐打、獨留在家的事件近年屢見不鮮，聯合
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聯同港大進行的調查發現，有近6成受訪中小
學生過往曾遭父母施以「藤條炆豬肉」體罰，3成更被父母火燒燙
傷、用椅子襲擊等暴力對待。調查機構推算，分別有21萬及14萬名中
小學生於過去1年遭體罰及暴力對待。團體認為情況嚴重，建議政府
立法禁止家長體罰子女，並進行預防家暴的教育及宣傳，免問題惡
化。

團體倡立法禁體罰子女
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去年訪問5,841名小四至中七學生，

調查家庭暴力的普遍程度。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訪學生過往曾遭暴粗
對待，58%曾被父母用藤條、皮帶打手腳體罰，32%曾被父母拳打腳
踢、掌摑推撞及用利器威嚇等身體暴力，49%曾遭父母言語侮辱咒
罵，21%曾遭父母遺留家中、疏忽照顧。

特殊學生遇家暴較嚴重
過去1年也有若干學生有同樣遭遇，21%和14%受訪學生表示過往1

年曾被體罰及暴力對待。如依照2005年統計數據推算，分別有21萬及
14萬中小學生於過去1年遭體罰及暴力對待。調查又發現，特殊學校
的學生經歷父母身體暴力對待，及疏忽照顧的比率較普通學校的學生
為高。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教授陳高凌昨表示，研究反
映本港家長體罰子女情況嚴重。

遭體罰學生自我形象低
陳高凌指出，曾有學生遭父母火燒、用椅子襲擊等粗暴對待。遭體

罰的學生，自我形象及自尊心明顯較低。他建議政府訂立法例，禁止
家長體罰子女及獨留子女在家，建議家長以鼓勵的說話、尊重子女權
利的方法改善親子關係。除立法外，陳建議政府投放資源進行預防家
暴的教育及宣傳，並找出高危家庭跟進。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
總幹事毛南傑則建議，政府成立統一處理兒童福利權益的部門。

【本報訊】(記者 聶曉輝)醫管局轄下外判清潔工不滿薪酬和
待遇跟合約員工「差一截」。他們指出，現時外判工月薪僅
5,042元，較工作性質相若的合約員工低1,000元以上。工聯會批
評，醫管局將工作外判之餘，連責任也外判，要求醫管局為員
工加薪，否則不排除發起工業行動。

工聯會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新界西)總工會總幹事丘永順
指出，醫管局外判清潔工薪金少，工時長，與合約員工同工不
同酬。他認為，醫管局的做法不負責任，變相迫使外判工人領
取綜援。

醫管局則回應，外判合約已規定員工的工資不得低於統計處
的參考工資水平，而外判清潔工人毋須像聯網的支援服務助
理，進入傳染病或高危病房工作，否認存在「同工不同酬」的
情況。

【本報訊】港鐵西港島線落實興建後，西區已湧
現收樓潮，成為逼遷的「重災區」。一項調查指
出，西區超過31%被訪租戶表示過去兩年曾被加
租，最高加幅更逾50%；有租住舊樓10多年的租客
訴苦指，過去兩年先後因私人發展商收樓3度被逼
遷，惟有催促兩名女兒結婚，另覓地方居住。有社
工建議，政府在西區撥地興建公屋，解決租客住屋
問題。

社工倡撥地興建公屋
自租管條例撤銷後，「逼遷」問題陸續在各區浮

現，中西區的「收樓潮」更因落實西港島 一觸即
發。明愛莫瑞勤社區中心於去年4月至今年3月，以
問卷形式成功訪問了2,621戶西區舊樓居民，包括
1,766個業主及855個租客，以評估新工程對該區的
影響。

調查結果顯示，超過31%被訪租戶表示過去兩年
曾被加租，有3.5%被訪者更表示租金加幅高達
50%；此外，有27.6%被訪租戶表示每月住屋開支
佔家庭收入40%或以上。面對瘋狂加租，基層租戶
也曾考慮申請公屋，惟調查又發現，25.8%受訪者
表示其薪金超出申請上限。

建港鐵西線老區「重生」
鐵路發展令西環這個老區「重生」，惟有人歡喜

有人愁，大業主收樓賺錢，但無數基層租戶卻慘被
逼遷。明愛社工黃志勤表示，近年已累積超過100
宗西區居民被逼遷的求助。

租客鍾小姐與3名女兒在西營盤居住10多年，過
去兩年先後因私人發展商收購單位3度被逼遷，並
面對區內不斷增加的租金壓力，難覓「安樂窩」。
住屋問題間接促成兩名女兒提早結婚：「以前住西
營盤每月租金只需3,000元，後來搬去上環加到
4,000元，現在同面積單位已升至近7,000元，每搬
一次就唔見一籮穀。」

【本報訊】奧運馬術賽今年8月在本港舉行，負責交通
及接載服務的承辦商昨日舉行招聘會，提供約1,000個臨
時司機的職位，負責接載運動員及嘉賓往來酒店及比賽場
地，日薪最高達1,000元，全日共吸引750人前往應徵。

日薪達千元吸引750人應徵
為奧運馬術及殘障人士馬術比賽提供接載服務的承辦

商，昨日在九龍灣舉行招聘會，聘請約1,000名臨時司
機，負責於7月底至9月中接載奧組委成員及運動員。雖然
招聘會昨早9時才開始，但一早已有30多人在場外輪候。
排頭位的60多歲應徵者清晨5時許已到場。他表示，自己
有10多年駕駛的士的經驗，雖已退休，但也想賺「外
快」。

前來應徵的除了職業司機之外，還有家庭主婦。胡太表
示，平日駕車送子女上學，趁暑假較清閒，又想見識一
下，所以前來應徵，「人工吸引，自己亦有時間，暑假小
朋友不用上學。」亦有人表示，想參與奧運盛事，「想吸
收一下經驗，見識一下如何去處理大型運動會。」

想參與盛事吸收經驗
獲取錄的司機需要接載不同國籍的運動員，應徵者除了

需具備最少3年駕駛經驗，並需要有良好的英語及普通話
能力，以及本港路面知識，除了面試外，他們亦需通過駕
駛測試，測試他們泊車、調頭等技術。由於司機亦需要接
載貴賓及官員，所以應徵者亦需通過馬術公司的品格審
查，合符要求才受聘。

■丘永順指出，醫管局外判清潔工的職責無異於合約員工，
但不能享有醫療津貼之餘，工時、工作日數更較合約員工
多。 本報記者聶曉輝 攝

■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教授陳高凌表示，家長體罰子女的嚴重性不容忽視，建議政府立
法禁止。 本報記者鄭佩琪 攝

■地球之友
提醒市民，
棄置廢棄膽
時應先用報
紙包好，讓
清潔工人小
心處理。

本報記者
聶曉輝 攝

■阿茵表示，
家有兩名幼
孩，丈夫收入
不穩定，她每
月扣起強積
金、交通費及
飯錢，只餘約
4,000元，生
活艱難，希望
醫管局把她們
跟合約員工等
同對待。

【本報訊】(記者 聶曉輝)本港每年有數以千萬計光管及慳電膽入口，市
民用壞了，多半隨手丟進垃圾箱內。環保團體指出，光管及慳電膽含有水
銀，一旦弄破，處理時不單容易割傷，釋出物質更會危害腦部及神經系
統，59.5%清潔工人卻對有關禍害懵然不知，法例亦未有規管回收這一類產
品。

地球之友1月初訪問了596名清潔工人，45%表示會將光管及慳電膽當作
一般家居垃圾處理，只有2.5%會與一般垃圾分開處理，18%受訪者更會壓
爛光管及慳電膽以便運送，部分人更因此受傷。清潔工平姐指出，工作過
的數間公司之中，只有一間對處理光管及慳電膽作出指引。地球之友環境
事務主任區詠芷指出，若不慎吸入光管及慳電膽內的水銀，或會對腦部發
育及神經系統構成威脅。

環團促法例規管回收
區詠芷表示，廢棄的光管及慳電膽必須交往青衣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處

理，但本港卻欠缺回收渠道。她促請當局在《電器及電子設備附例》加入
管制照明產品，要求生產商及零售商妥善回收「廢棄膽」。區詠芷又提醒市
民，棄置時應先用報紙包好，方便清潔工人處理。

■兒童經歷家庭暴力概況
遭受的待遇 1年前試過 以往試過

■體罰 21% 58%

■身體暴力 14% 32%

■言語攻擊 28% 49%

■疏忽照顧 10% 21%

資料來源：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反腐綱領草擬 懲治預防並舉

政情人士表示，該規劃反映出中共正在反腐層面進行宏
觀佈局，但也有微觀措施，如今後將在中央和省級預算單
位推行「公務卡」制，意在強化職務消費監督。而也將繼
續深化巡視制度，並對全面實行地方黨委票決制作出明確
規定。

會前宣判　顯「不手軟」決心

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賀國強在中紀
委二次全會上明確提出了今年反腐的七項主要任務，包括
加大專項治理，堅決糾正損害民眾利益的不正之風；繼續
保持查辦案件工作力度，堅決懲治腐敗和加強領導幹部廉
潔自律，進一步推進治本抓源頭工作等。

賀國強強調，要「始終保持懲治腐敗的強勁勢頭，在堅
決懲治腐敗的同時，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
注重制度建設，努力拓展從源頭上防治腐敗工作領域。」

外界注意到，就在今年兩會前夕，山東青島市委書記杜
世成受賄案在廈門宣判，杜被判囚終身。

此間中國政情觀察人士表示，杜案於「兩會」之前宣
判，既顯示中共對貪腐官員「絕不手軟」，盡快對人民作
出交待的決心、信心，又展示了未來內地將對官員採取查
處和預防並舉，以預防和制度建設為主的查貪機制的趨
向。

制度建設　合力司法輿論監督

近年來，內地已逐步建立了一系列制度體系，如公務員
制度，黨政幹部尤其是縣(處)級以上官員個人財產、合法
收入、兼職狀況等個人資料申報、登記制度，國家機關工
作人員在公務活動中收受禮品登記制度，國有企業業務招
待費用使用情況向職代會報告制度，黨政官員重大事項報
告制度，公費開支限制制度，群眾舉報制度等。

上述系列制度，說明內地正在以監督機制和制度建設
「雙管齊下」的辦法，並採用司法、審計、輿論「三結合」
的方法，使那些剛萌生邪念的官員迫於監督機制而對腐敗
避之則吉。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9日電】消息人士預料，將於明天
提交全國人大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將提及過去5
年全國立案偵查涉嫌職務犯罪的省部級以上高官多達35名，
廳局級官員930名，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共計13,929人。

■兩高5年工作盤點

立案偵查貪污受賄10萬元以上、挪用公款百萬元以上案件
3.5萬多件；

大案、要案比例分別從2003年的46%和6.3%上升為2007年
的58.3%和6.6%；

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犯罪案件近18萬件，查處
20.9萬餘人；

除正在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尚未終結的以外，已被判決
有罪11.6萬人，比前五年上升三成；

2007年有罪判決數與立案數的比率比2003年提高了近三
成；

審結涉港、涉澳民商事案件2.6萬多件，比前五年上升
30.53%；

審結涉台民商事案件1.6萬多件，比前五年急升多達八成
二。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9日電】中
共十七大召開前，中國國家預防腐敗

局在北京成立。
相關人士指出，在反腐工作中，事前預防和事後懲

處同樣重要。成立國家預防腐敗局，是從源頭上預防
和治理腐敗的重大舉措，打破了以往的反腐格局，使
反腐機制更趨於科學性。

據悉，國家預防腐敗局的主要職責有三項：一是負
責全國預防腐敗工作的組織協調、綜合規劃、政策制
定、檢查指導；二是協調指導企業、事業單位、社會

團體、仲介機構和其他社會組織的預防腐敗工作；三
是負責預防腐敗的國際合作和國際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預防腐敗局的成立借鑒了國際
上預防腐敗的先進經驗，這不但有利於加強國際間的
反腐合作，易於解決外逃貪官問題，同時促進中國反
腐體系不斷的完善。

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任建明教授認為，預
防腐敗工作需有一個專業機構來承擔。香港廉政公署
的腐敗預防工作和廉潔教育工作都有十分寶貴的經
驗，其「防止貪污處」的做法很值得借鑒。

【本報兩會報道組
北京9日電】消息人
士向本報透露，中央
未來將繼續保持反腐
的高壓態勢，保持對
高級官員作風的嚴密
監督，並已陸續出台
了一系列約束官員作
風的政策和規定。中

共反腐專家表示，這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央又
一次對官員生活作風提出鮮明具體要求。

去年9月，中央出台了《關於黨員領導幹部報
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黨員領導幹部本人婚
姻變化的情況和本人持有因私出國（境）證件的
情況首次被列入上報範圍。

有關人士認為，近年內地反腐舉措的一個鮮明
特點，是對省部級腐敗高官的大力度查處。如06
年被查處的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天津市檢察
院原檢察長李寶金，都被紀委指控「生活腐
化」。62歲的海軍原副司令員王守業因包養情婦
而被指為「道德敗壞」。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邱曉
華除收受不法企業主所送現金、生活腐化墮落
外，還涉嫌重婚犯罪。在腐敗官員名錄，省部級
高官因涉重婚犯罪被追究的，邱曉華是第一人。

領導幹部因生活作風誘發大量違法亂紀案件受
到中央高度重視，顯示中共反腐利劍開始指向官
員「私生活」。

中紀委明禁特權購房

中紀委今年初舉行的第七次全會明確提出，對
領導幹部利用職權和職務，在商品房買賣置換中
以明顯低於市場價格購置或以劣換優謀取不正當
利益，以借為名佔用他人住房、汽車等行為，要
堅決清理糾正。

堅決清理糾正的行為還包括：參與賭博或以變
相賭博等形式收錢斂財，借委託他人投資證券或
其他委託理財的名義獲取不正當利益，為本人謀
取預期的不正當利益或以各種方式為配偶、子女
和其他親友謀取不正當利益等。

高壓監督
劍指官員「私生活」

中央最快月底公佈「公務卡+巡視+黨委票決」三招遏貪

近年被查處的高官一覽
姓名 原職 查處結果

陳良宇 中央政治局委員 2007年7月涉嫌犯罪

，上海市委書記 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劉方仁 貴州省委書記 2004年6月以受賄罪被

，中央委員 判處無期徒刑

程維高 河北省委書記 2003年8月因嚴重違紀

，中央委員 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

張國光 湖北省長 2004年12月以受賄罪

，中央委員 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

李嘉廷 雲南省長 2003年7月以受賄罪被判處

死刑緩期2年執行

韓桂芝 黑龍江省政協主席2005年12月以受賄罪

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

宋平順 天津市政協主席 2007年6月涉嫌犯罪，自殺

杜世成 山東省委副書記 2008年2月因受賄罪

、青島市委書記 被判囚終身

田鳳山 國土資源部長 2005年12月以受賄罪

，中央委員 被判處無期徒刑

鄭筱萸 國家藥監局局長 2007年7月因受賄

、怠忽職守罪被判處死刑

邱曉華 國家統計局長 2006年10月涉嫌嚴重違紀

對其進行審查

王懷忠 安徽省副省長 2003年12月以受賄罪、巨額

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死刑

叢福奎 河北省副省長 2003年6月以受賄罪被判處

死刑緩期2年執行

劉克田 遼寧省副省長 2005年2月以受賄罪被判處

有期徒刑12年

何閩旭 安徽省副省長 2007年12月因受賄被判死緩

呂德彬 河南省副省長 2005年9月因買兇殺妻

被判處死刑

李達昌 四川省副省長 2005年1月涉嫌濫用職權罪

被逮捕

劉志華 北京市副市長 2006年6月因生活腐化墮落

被撤職立案審查

阿曼哈吉 新疆政府副主席 2004年10月被開除黨籍

撤銷職務，已涉嫌犯罪

潘廣田 山東省政協副主席2004年4月以受賄罪

被判處無期徒刑

段義和 濟南市人大主任 2007年7月僱兇殺人、

受賄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張恩照 建行行長 2005年3月因涉嫌犯罪

，中紀委委員 辭職，被判刑15年

劉金寶 中行副董事長 2005年被判處死緩

丁鑫發 江西省高檢檢察長2006年1月以受賄罪挪用公

款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

徐國健 江蘇省委組織部長2006年2月以受賄罪

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

荊福生 福建省委宣傳部長2006年7月因嚴重違法

違紀被雙開

李寶金 天津市檢察院檢察長2007年涉嫌經濟問題，被
中紀委「雙規」，決定對其
執行死刑，緩期2年執行

王守業 海軍副司令員 2006年4月以貪污罪挪用公

、中將 款罪被判死刑緩期2年執行

兩高報告：5年查辦35省部級貪官

防腐局揭牌　機制接軌全球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9日電】內地新官
上任，一般會發表施政報告。但今年以
來，一些省市官員在換屆之時卻打破了這
一慣例，而代之「廉政宣誓」。觀察中國政
治生態的專家就此指出，這種新型的「施
政報告」，可謂「中國新的廉政宣誓」，漸
成中國政壇新風景，未來，廉政宣誓或會

「升級」為反腐制度。
今年1月31日，獲選連任的上海市長韓正

率市政府新班子與新聞界見面時表示，未
來會始終銘記為民宗旨，始終恪守廉潔品
德，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和法治政
府。與此同時，北京新任市長郭金龍在帶
領新班子與中外記者見面時也表示，會始
終牢記「兩個務必」、勤政廉政，不斷促進
社會和諧，用好人民賦予的權力。

而早在2007年10月22日，胡錦濤總書記
帶領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會見記者
時，他所陳述的6個「一定」中亦包括「一
定牢牢秉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一定自覺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
執政」。這既是向全國人民所作的鄭重表
態，也是向全世界作出的莊嚴承諾。

觀察家表示，廉政宣誓雖然在中國剛剛
起步，尚沒有成為成文的制度。但國家現
在實行的一些反腐制度，也均是總結實踐
經驗而得來。廉政宣誓將來也有望「升級」
為反腐制度中必須執行的具體規定。

廉政宣誓 或升級為制度

A5 責任編輯：俞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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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委員提案接收工作於3月9日下午2時截止，圖為大會提案組辦公室工作人員在清點提案。
中新社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9日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蕭揚及最高人民檢察

院檢察長賈春旺，10日上午將向全國人大提交兩高工作報告。權威人士於此間透露，為保

持懲腐強勁勢頭，更加注重治本、預防以及制度建設，中央正在加緊制定《建立健全懲

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目前已草擬完成，正處於最後的徵求意見階

段，最快可望於本月底推出。中共反腐專家表示，此「反腐綱領性文件」將更加注重

「懲治和預防兩手並重」。

本報獨家報道

專家觀點

■中紀委是中央反腐的核心機構。

■原國家藥
監局局長鄭
筱萸被判死
刑。

■黑龍江原
政協主席韓
桂芝被判死
緩。

■安徽省原
副省長王懷
忠 被 判 死
刑。

■國家防
腐局的掛
牌，顯示
反腐向源
頭治理傾
斜。

■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
宇生活腐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