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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顧會昨日通過，建議立法推行有薪侍產假，男

士可以獲得3天侍產假，期間獲得五分之四的薪

金。推行侍產假彰顯了企業對僱員的關懷及支持，

有利完善本港的家庭友善政策，3天侍產假的安排

亦顧及中小企承受力及競爭力。勞資雙方能夠以互

諒互讓的態度就立法達成共識值得肯定。不過，鼓

勵生育，當局應承擔更大責任，不能將責任全部推

到企業身上。當局應通過稅務寬免、補貼等方式促

使企業增大對僱員的支援，鼓勵市民生育以紓緩人

口老化壓力。

侍產假在不少國家及地區早已推行經年。設立男

士有薪侍產假，除了讓丈夫可以在妻子生育後陪伴

在側，為妻子提供精神和心靈上的支持外，更是家

庭友善政策的重要一環，從而達到鼓勵生育的目

的。現時勞顧會提出的有薪侍產假建議，屬於中間

落墨，對中小企業的成本壓力影響並不大，亦體現

出企業對僱員的支持，有助加強僱員的歸屬感，對

於企業內部的凝聚力都有正面作用。

應該看到，本港人口老化問題有日益惡化趨勢，

統計處估算，65歲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將由2011年的

13%上升至2041年的30%，屆時在職者的供養能力將

難以追上人口老化的需求，嚴重窒礙本港的長遠發

展。紓緩人口老化壓力，關鍵是要鼓勵市民生育。

然而，本港勞工市場一向工時長、壓力重，加上樓

價高企等經濟因素，令不少年輕人不敢結婚、不少

夫婦不敢生育，加劇了生育率偏低的情況。因此，

當局推動全面的家庭友善政策，對夫婦提供更全面

的支援已是刻不容緩，設立男士侍產假正是踏出了

重要的一步。勞資雙方在談判過程中能夠顧全大

局，求同存異，最終在侍產假上成功取得共識，值

得社會肯定。

鼓勵生育涉及當局方方面面的政策，不能只依靠

侍產假一項，也不能要求企業全部承擔鼓勵生育的

責任，當局對此責無旁貸。新加坡為了鼓勵國民生

育，早在2004年就推出全面支援結婚生育配套，包

括房屋、生育、稅務及照顧孩子的措施，每年支出

逾8億坡元，至08年更大增至16億，目前每年仍在

檢討加強。在其他國家及地區，政府莫不為鼓勵生

育而殫精竭慮。比較而言，本港在支援家庭的力度

明顯有所不足。鑑於人口問題關係本港長遠發展，

當局更應多作承擔，例如可通過補貼及稅務等方

式，吸引企業增加僱員的侍產假天數。同時，在稅

務、房屋等政策上，也可向育有子女的家庭適度傾

斜，以吸引更多夫婦願意生育，紓緩人口老化壓

力。

(相關新聞刊A2版)

政府昨日發表標準工時研究報告，明年

首季將成立專責小組研究有關工作。標準

工時有必要展開討論，但制定標準工時需

具彈性，避免一刀切，不能把其他經濟體

的經驗生搬硬套。標準工時涉及本港營商

環境和工作文化，須審慎處理，尋求共

識，尤需注意本港以中小企為主的實際環

境，避免形成勞資雙輸。

相對於最低工資，標準工時問題更複

雜，影響更廣，更難達成共識。最低工資

是基層僱員經濟收入的基本保證，主要涉

及低收入僱員，但標準工時則影響本港所

有勞動人口，涉及本港自由經濟體系的運

作模式，需顧及營商環境、勞資雙方和香

港整體利益。本港企業中，9成多為中小

企，標準工時將令中小企無可避免受到衝

擊。最低工資實施一年多以來，不少中小

企已感受到成本壓力，加上未來經濟不明

朗，標準工時將對中小企構成進一步壓

力。

即使已就標準工時立法的經濟體，也並

非一刀切，許多行業不受標準工時法例規

管，包括公司管理層、金融會計專業人

士、創意工業人士，如撰稿人、美術創作

人等，均會因行業性質而較難規管工時。

香港哪些行業應訂定標準工時，哪些行業

應獲得豁免，達成共識並非易事。一些工

時較長行業如保安、清潔、飲食業、推銷

等行業，實施最低工資後已對資方形成一

定壓力，若再實施標準工時，這些行業的

生存亦將受到衝擊。

若標準工時立法，對本港營商環境和勞

工體制影響深遠，當局若推行標準工時，須

總結推行最低工資的經驗，循序漸進，了解

基層勞工的生活狀況和國際慣例之餘，亦要

充分考慮商界憂慮，平衡各方利益，求取共

識，以制定切合本地情況的方案。

勞工界和商界就標準工時的討論仍然意

見分歧。過去本港僱主僱員本 同舟共濟

精神，僱員在艱難時期願意和僱主協商，

共同渡過沙士疫潮、金融海嘯等一道道經

濟難關，同甘共苦，未來討論標準工時，

雙方亦需持理性態度，根據企業狀況實事

求是，同心協力開墾理性討論的土壤，以

求得出一個雙贏的方案。

(相關新聞刊A2版)

侍產假鼓勵生育 政府應多作承擔 標準工時可討論 立法則須審慎

王毅：堅持「九二共識」拓兩岸新局
認同一中 台任何政黨與大陸交往無障礙

王毅表示，1992年海協會、海基會達成各自以口
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的共識，對於兩岸建立基本互信、開展對話協商、
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20年來，「九二共識」已經發展成為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政治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得到兩岸主流
民意支持。

增共識縮分歧 實現雙贏
王毅指出，「九二共識」的核心是堅持一個中國

原則，精髓是求同存異，意義在於構建了兩岸關係
發展的政治基礎，啟示是要有正視問題、面向未來
的政治勇氣和智慧。
王毅表示，在兩岸固有矛盾長期存在的情況下，

處理複雜問題不可能一步到位。雙方務實擱置爭

議，善於求同存異，進而積極聚同化異，就能在不
斷增進共識的過程中，逐步縮小和化解分歧，實現
互利雙贏。
王毅昨日還強調，中共十八大報告體現出中央對

台工作大政方針一以貫之的繼承性、與時俱進的創
新性、開拓進取的前瞻性。十八大報告明確大陸對
台工作的總體佈局和努力目標，要求始終堅持一個
中國原則，持續推進兩岸交流合作，努力促進兩岸
同胞團結奮鬥，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圖謀。

深化政治互信 合情合理
此外，十八大報告提出了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新主張、新論述。王毅認為，主要包括四方
面。一是首次把堅持「九二共識」寫入黨的代表大
會正式文件，表明中共對「九二共識」作為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政治基礎重要組成部分的高度重視。二
是提出兩岸雙方應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
知，表明中共希望在認同並堅持一個中國上尋求雙
方的連接點，擴大彼此的共同點，增強相互的包容
性，從而深化政治互信、加強良性互動，增添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前進動力。
三是強調加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度化建設，

表明中共願通過平等協商，強化兩岸各領域交流合

作的機制化，以利於鞏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局面，
並且形成不可逆轉的趨勢。四是主張探討國家尚未
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並對此作出合情合
理安排，表明中共期待為解決兩岸癥結性問題逐步
創造條件，不斷拓寬兩岸關係的前進道路。合情，
就是照顧彼此關切，不搞強加於人；合理，就是恪
守法理基礎，不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
「九二共識」20周年座談會昨日在人民大會堂舉

行。中台辦、國台辦常務副主任、海協會常務副會
長鄭立中主持會議。全國政協原副主席、海協會顧
問張克輝，海協會顧問林麗韞，海協會在京理事以
及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涉
台研究機構代表參加會議。

「九二共識」影響力日增陳雲林：把握共識精髓 推進兩岸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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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國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員王建民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指出，中共

十八大報告涉台部分以及國台辦主任

王毅昨日的講話均顯示出，在兩岸取

得經濟、文化、社會交流進展後，大

陸已將政治關係的突破作為兩岸關係

的最大方向和目標。雖然大陸目標非

常明確，但馬英九的主要目標仍在兩岸事務性

問題上，所以未來三年兩岸在政治關係料難有

突破。

大陸態度開放 雙方共同探討
王建民認為，十八大報告的涉台部分，顯示

出中共對未來兩岸關係的三大願景和目標。首

先，中共在黨的綱領性文件中，首次提出「探

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

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可以說，中共採取非常

務實與開放的態度，並沒有先入為主定下一個

兩岸政治關係安排的調子，要求台灣方面同意

與確認，而是「希望雙方共同努力」與共同

「探討」。

恪守法理基礎 不欲強加於人
昨日王毅的講話，更進一步提出，所謂「合

情合理安排」的內涵，即：合情，就是照顧彼

此關切，不搞強加於人；合理，就是恪守法理

基礎，不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王建

民認為，這不僅顯示出中共對探討兩岸政治關

係的誠意，更透露出探討是有「模糊空間和彈

性的」。

王建民認為，十八大報告顯示出的第二大願

景，是「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

定台海局勢」。儘管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

制不是新主張，但寫入十八大報告，提出兩岸

「商談」建議，彰顯出非同一般的重要政治意

義，兩岸政治互信依然脆弱，現階段並面臨諸

多困難，但從長遠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是必

由之路，也是海峽兩岸的共同責任與任務。

至於兩岸和平發展的第三大願景，王建民認

為是，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大陸方面雖然

已將簽署和平協議寫入黨的綱領性文件，作為

基本的政治主張，但台灣方面還存在諸多不確

定因素，需要島內各界進一步努力化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

報道）昨天在京舉行的「九二共
識」20周年座談會上，海協會原
常務副會長唐樹備、中華全國台
灣同胞聯誼會會長梁國揚、全國
台灣研究會執行副會長周志懷、
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會長王遼
平分別作了重要發言。

共識開闢新時代
唐樹備作為促成「九二共識」

的親歷者，詳細回顧「九二共識」
達成的歷史背景和具體過程。他
指出，「九二共識」是由大陸海
協會與台灣海基會於1992年在港
達成的共識，是以「一個中國」
為核心的共識，其重要作用在於
為兩岸開闢了協商的新時代。
梁國揚則表示，「九二共識」

體現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

立場，確立了兩會商談的政治前
提，啟動了兩岸制度化協商的歷
史進程。

不斷深化經濟合作
周志懷認為，「九二共識」對

台海和平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在
兩岸關係研究領域，有必要構建
以「九二共識」為主要內容的兩
岸學術話語體系，探索踐行「九
二共識」的多重途徑，發掘「九
二共識」蘊涵的政治智慧。
王遼平亦認為，兩岸關係在

「九二共識」基礎上得到改善和發
展，兩岸經濟關係也因此實現一
系列重大歷史性突破。今後要不
斷深化兩岸經濟合作，豐富和完
善制度性框架和安排，以更多的
合作成果厚植互利雙贏的共同利
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海協會
會長陳雲林昨天在京舉行的「九二共識」20周年
座談會上表示，「九二共識」的精髓是求一個中
國之同、存政治分歧之異，它是兩岸建立互信的
基礎，是兩岸關係的寶貴資產。面向未來，兩岸
應更加重視堅持「九二共識」的基礎作用，正確
把握和運用共識的政治智慧，繼續在共識的基礎
上推進兩岸協商。

中共高度重視 列十八大報告
陳雲林表示，「九二共識」首次被寫入中共黨

代會報告，表明了中共對堅持「九二共識」重要
性的高度重視。他認為，十八大報告提出了今後
一個時期對台工作的指導思想和基本要求，闡述
了對兩岸關係重大問題的主張，體現了黨的對台
方針政策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
今年是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達成「九二共識」

20周年。陳雲林表示，20年來，兩岸關係歷經跌

宕起伏，「九二共識」也從開展兩岸協商的必要
前提，發展成為兩岸雙方建立政治互信、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政治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

進入深化階段 應倍加珍視
「縱觀『九二共識』達成20年來兩會協商互動

的曲折歷程，特別是總結近4年來推動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成功實踐」，陳雲林稱，兩岸應倍加
珍視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作為兩岸
關係共同政治基礎的重要意義，倍加重視堅持
「九二共識」對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作
用。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由開創期進入鞏固深化
新階段的形勢下，應該更好地以史為鑒，面向未
來。
而對於今後兩岸關係的發展，陳雲林提出了三

方面建議。一是要更加重視堅持「九二共識」的
基礎作用；二是要正確把握和運用「九二共識」
的政治智慧；三是要繼續在「九二共識」基礎上

推進兩岸協商。
他指出，正確把握「九二共識」的基本精神，

充分發揮「九二共識」的政治智慧，海峽兩岸的
中國人就能夠通過平等協商解決自己的問題，就
能夠推動兩岸關係繼續沿 和平發展的道路邁
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中台辦、國台辦與海協會昨日聯合舉行「九

二共識」20周年座談會。中共中央台辦、國

務院台辦主任王毅(見小圖)在講話中指出，

無論台灣政治情勢發生什麼變化，大陸始終

把堅持「九二共識」作為與台灣當局和各政

黨交往的基礎和條件，核心在於認同大陸和

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做到了這一點，台灣任

何政黨與大陸交往都不會存在障礙。他強

調，中共十八大已提出今後對台工作的指導

思想和基本要求，並確定了推動兩岸關係發

展的努力方向和目標。

四點新主張
一、把堅持「九二共識」寫入黨代會正式文件。

二、提出兩岸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

知。

三、強調加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度化建設。

四、主張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兩岸政治

關係，並對此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台灣廳舉行「九二共識」20周年座談

會。王毅、陳雲林在會中分別代表中台辦、國台辦和海協會發表講話。 中央社

■王毅與陳雲林就兩岸關係展開交談。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