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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金局早前委託顧問做的研究報告指，
目前基金開支佔總資產的1.74%，平

均淨回報率只有3.4%，並建議採取一系列
措施降低成本，包括研究設收費上限、淘
汰及整合規模較細的基金，以及引入非牟
利經營者作為公共信託人等。

公共信託人恐難減成本

消息人士透露，當局認為引入公共信託
人，未必能有效減低成本，設立收費上限
更為實際，「但如果劃一基金收費上限，
可能令市場上只餘下平價基金，未必可
行，或需按不同種類的基金，訂立不同的
收費上限。積金局會展開相關分析研究，
並於今年內提交政府，再作諮詢，長遠則
需透過立法訂定收費上限」。同時鼓勵市民
整合強積金戶口，將每人戶口數目減至2個
或以下。

現時基金多 無規模效益

另一方面，現時市場上有接近500款基
金，數目過多，並無規模效益，積金局正
研究理順現時的基金總數，期望降低收
費，當局會研究提出修訂法例，加強積金
局權力，要求受託人整合基金計劃。當局
又期望積金局3年內完成強積金「全自由行」
的可行性研究，早日部署實施，透過全面
開放市場，進一步降低收費。

鍾建強：打工仔真正自主

有業內人士對政府未能提出清晰強積金
「全自由行」發展藍圖感到失望，康宏理財
（1019）強積金業務拓展董事鍾建強在了解
報告後回應指，施政方針只是針對強積金
收費問題，對政策未盡完善表示失望，建
議政府盡快落實「全自由行」時間表。
鍾建強認為，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

有助提升市場競爭性，政府亦應與業界協
商有關優化措施，以加快完善強積金制
度，讓打工仔能夠真正自主個人強積金，
保證退休生活。與此同時，政府應 手針
對基金回報及收費兩大要點制定政策，單
單考慮收費只能治標不治本；建議政府引
入市場競爭誘因，幫助降低收費亦有利長
遠提升基金回報。
他續指，政府若有心全面檢視強積金制

度，應檢視投資規管，增加產品靈活性，
並擴大基金產品平台，提供更多優質產品
予打工仔選擇。而要增加收費下調空間，
可推出措施降低強積金供應商的營運成
本，例如統一受托人供款表格及簡化轉會
手續程序等。此外，政府不妨效法歐美國
家，向作出自願性供款的打工仔提供扣稅
優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陳

遠威）強積金運作至今近12年，一

直被人批評基金「高收費、低回

報」。積金局早前建議為基金收費設

上限，並引入非牟利經營者，向打

工仔提供簡單、低收費的強積金計

劃。特首梁振英在昨日發表的施政

報告中承諾，將多管齊下促使收費

下調。消息人士指，當局已要求積

金局今年內提交設立收費上限的分

析研究，又期望積金局在3年內完成

強積金「全自由行」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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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金句：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實施至今12年，需要不斷完善⋯⋯我們會與強積金計劃管理局合力，

多管齊下，促使收費下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馮晉研）

今年的施政報告明確表示要切實可行地推展
免費幼稚園教育，將免費教育延長至15年。
教育局將於今年年中前成立專責委員會，廣
邀辦學團體、教師家長及專業人士研究落實
免費幼教，最快1年至2年後提交中期報告，
討論議題包括資助模式、教師薪級表和校舍
租金差異、派位機制等。政府消息人士指當
局於新學年會撥出逾1.6億元的一筆過額外
津貼，支援已參加學券制的幼稚園進行維修
工程及購置學習資源等，於免費幼教落實前
的過渡期助學校減輕財政負擔，紓緩家長於
學費上的經濟壓力。

專委會人選料年中前公布

施政報告強調，教育政策已進入鞏固期，
要讓持份者休養生息，不作重大改變，未來

重點將是優化既有政策的措施，包括由教育
局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及推展免費及優質
幼兒教育。
消息人士透露，委員會成員人數不限，將

包括不同學界持份者如辦學團體、教師家長
等，預計年中前公布人選。現時社會分別提
出了優化學券及仿效中小學作全面資助兩種
主流意見。消息人士稱，委員會將討論未來
幼稚園資助模式，並會於1年至2年內盡快提
出初步建議或中期報告。另外，教師薪級
表、校舍租金差異及派位機制等，都是需要
研究的部分。
另外，當局將於2013/14學年推出逾1.6億

元的一筆過津貼，按學生人數向每所學券制
幼稚園撥款15萬元至25萬元，作小型維修、
購買傢具或增加學習資源等。消息人士指，
津貼可望減輕幼稚園財政負擔，避免學校將

有關成本轉嫁予家長。

業界憂未來5年未能落實

教育學院幼師校友會主席麥謝巧玲及浸大
持續教育學院幼兒及基礎教育總監李南玉都
表示，施政報告幼教措施太少和太籠統，並
無具體回應業界關於薪級表等訴求，對此感
到失望。麥謝巧玲指現時專責委員會的進
度，擔心15年免費教育於未來4年至5年也未
必能落實。對新學年開始的維修津貼，她認
為部分幼稚園校舍太小，有關幫助不大，建
議政府未來建新屋苑時，應預留更多空間予
幼稚園之用。
教統會主席鄭慕智對施政報告中的教育措

施表歡迎，並認同在實施免費幼教前的過渡
期提供額外津貼，有助提升幼稚園教育質
素。

■施政報告提及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推行3年免費幼

兒教育的可行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麥謝巧玲指施政報

告未有具體回應幼教

界的訴求，感到失

望。 潘達文 攝

1.6億津貼幼園 鋪路落實免費幼教

積金「全自由行」料3年落實
承諾多管齊下促減費 年內交收費上限分析研究

零雙非轉長期 循法律途徑治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寶）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問題困

擾本港多時，當局去年決定今年全面停收雙非孕婦，行政
長官梁振英昨日再加大力度，決定長期維持內地雙非孕婦
來港產子的零配額政策，更表示政府會循法律途徑根本解
決問題。消息人士指出，公立醫院應以服務本港市民為
主，不接受非本地孕婦後，確實減輕醫院人手壓力。但對
於短期措施變長期，有私家醫院負責人表示是預期之內，
會將資源用於其他醫療用途。

公院壓力大 拒單非預約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指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對香港的醫
療、教育和其他服務造成壓力，停止接受內地雙非孕婦的
分娩預約政策見效，非本地孕婦衝急症室分娩情況亦受控

制，上月只有19宗，決定長期維持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
的零配額政策。同時，政府會循法律途徑根本解決問題。
政府消息人士說，今年公私營醫院都不會接受非本地孕

婦的預約，公立醫院亦不接受丈夫為港人的內地孕婦預
約，政府也不會資助他們去私家醫院分娩。消息人士強
調，並非歧視單非孕婦，而是考慮到公立醫院兒科壓力
大，特別是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難以負荷。

指私院分娩費平過公院

至於公立醫院長遠會否繼續停收單非孕婦，消息人士則
透露，要視乎整體醫護人手的分配，又認為實施零雙非
後，私家醫院分娩的費用已經大幅下降，甚至比公立醫院
收費便宜，當局未必需要向單非孕婦提供服務。消息人士

續指，不接受非本地孕婦之後，確實減輕醫院的人手壓
力。公立醫院應以服務本港市民為主。
對於零雙非政策變長期措施，仁安醫院副醫務總監梁國

齡指是預期之內，他表示，醫院會將有關資源用於其他醫
療用途上，例如婦產科病床可以接收其他科的女病人，考
獲助產士資格的註冊護士亦可轉往其他部門，醫院會更加
靈活調配資源。寶血醫院發言人認為措施長短期影響不
大，該院早已有既定的發展方向，不會受零雙非政策影
響。
對於有報道指，有內地雙非孕婦，透過中介公司辦理投

資移民海外，再持外國護照來港預約分娩。消息人士說，
有關數字現時很低，會視乎趨勢，如果數字增加，當局會
有方法打擊。

醫保年內交建議 督委會監察醫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寶）人口急劇老化，市

民對醫療服務需求與日俱增，施政報告內有多項醫
療措施針對解決問題，包括擴大重建廣華醫院及瑪
麗醫院、計劃重建葵涌醫院、籌備興建天水圍醫
院，以及來年增加150張急症病床及130張康復病床
等。至於討論多時的醫保，當局會在今年內提交建
議，並諮詢社會意見。當局又會成立督導委員會全
面檢討醫管局的運作。醫管局回應表示會善用檢討
醫管局運作的機會重新檢視服務，提升服務素質。

擴建醫院增床位 審視藥冊

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措施回應市民與日俱增的醫療
需求，包括剛建成的北大嶼山醫院將於今年第三季
分階段投入服務，將軍澳醫院擴建工程及明愛醫院
第二期重建亦將分別於今年及明年完工，另外又積
極籌備興建天水圍醫院，以及擴建與重建聯合醫
院、廣華醫院及瑪麗醫院，又將興建新的兒童專科
卓越醫療中心，以及重新檢視九龍區醫療設施的需
求，視乎需要加快發展在啟德發展區內預留的醫院
用地，並計劃重建葵涌醫院。
另外，醫管局來年會在將軍澳醫院、屯門醫院，

以及博愛醫院增加約150張急症病床；以及在將軍
澳、屯門、靈實，以及明愛4間醫院增加130張康復
病床，並研究把黃竹坑醫院轉型為包含療養及護養
元素的院舍。此外，醫管局會重新審視藥物名冊，
當中包括新增3款新藥及擴大9種藥物的使用範圍。

設超時津貼 加強急症服務

為紓緩前線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去年醫管局共
增加了294名副顧問醫生，並聘用了250名兼職醫
生。今年首季開始，醫管局會向醫護人員提供特別
超時津貼，從而可在繁忙時段增加診症節數，進一
步加強急症室服務。當局又會成立督導委員會，就
醫護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進行策略性檢討，預計今
年完成檢討，並跟進後續工作。
醫學界立法會議員梁家騮表示，施政報告中沒有

提出新政策解決公共醫療問題，例如病人輪候時間
長，以及醫護人手不足等，擔心不能解決醫療問
題。他又說，構成現時公共醫療問題的主因，是醫
院管理局分配資源不均，對於施政報告中提到要成
立委員會監察醫管局，他認為建議欠方向性，質疑
其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

自資專上教育問題近日廣受關
注，施政報告亦提到會完善自資
課程的質素保證機制。政府消息
人士稱，當局從多方面增加自資
課程透明度，包括於「經評審自
資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上
更新自資院校的預計收生人數，
以將學評局就各級課程的評審報
告節錄版上載至公開網頁，讓公
眾監察。
近期有報道指，政府原預留予

私立大學的部分地皮或會改為住
宅，但消息人士澄清，現時3幅位

於前皇后山軍營、大圍及黃竹坑
的有關地皮，暫時仍無意改變用
途，繼續作高等教育之用。其中
皇后山地皮，早前已收到9份本地
及海外辦學團體的意向書，預期
在今年內正式接受申請。
另外，因應跨境學童大增令北

區小一學位短缺，可能影響教育
質素。消息人士指會密切留意選
校情況，不排除最後會以每班增
加派位人數方式解決，至於利用
空置校舍重新開校的建議，則涉
及改變土地用途，技術較難做
到。

自資課程增透明 iPASS更新收生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寶）

為支援基層勞工，施政報告提出
多項措施，包括撥款2億7千萬
元，將2,600個青年臨時工作職位
延續一年，又會加強對青年/中
年及殘疾人士的就業支援等。至
於社會關注的標準工時問題，勞
工及福利局將於今年第一季組成
「標準工時專責委員會」，跟進早

前勞工處公布的《標準工時政策
研究報告》。
為支援青年在經濟逆轉的情況

下就業，政府自2008年起，通過
非政府機構為15歲至29歲青年提
供3,000個臨時工作職位，原定於
今年3月完結，現時尚有約2,600
名青年在職。施政報告指出，當
局決定將有關臨時職位延續12個

月，涉及開支約2億7千萬元，以
便勞工及福利局與相關的非政府
機構在這段期間，全力協助這些
青年覓得合適工作。
當局指處方將於東涌設立就業

中心，又計劃透過勞工處加強對
青年、中年及殘疾人士的就業支
援，透過增加「展翅青見計劃」、
「中年就業計劃」及「就業展才能
計劃」向僱主發放的津貼，鼓勵
僱主聘用尋找工作或轉業有困難
的求職人士，並提供在職培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

施政報告也提出強化對有特殊教

育需要和少數族裔非華語學生的

支援，包括向全港特殊學校撥款

共1千萬元，協助其購置輔助器

材；而因應融合教育而向每所學

校提供的「學習支援津貼」，上限

亦會增至150萬元。另提供給非華

語小學生的中文銜接課程，今年

暑假起會邀請其父母一同加入上

課，以家校協作方式提升學童中

文水平。

特殊校獲撥千萬購器材

施政報告提出加強支援各類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包括開展新

一輪教師專業發展培訓，及擴展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到2016/17

學年服務將可覆蓋全港約七成中

小學。現時教育局會根據有需要

學童人數向學校提供「學習支援

津貼」，助其推行融合教育，下學

年起當局會將津貼上限由每年100

萬元增至150萬元，讓學校獲得更

多資源，提升教育成效。

至於就讀特殊學校、有較嚴重

殘障及學習問題的學生，政府消

息人士指當局除繼續改善特殊學

校校舍和設施外，也會於未來數

月向全港特殊學校發放一筆過共1

千萬元撥款，讓其購買科技器材

協助學生學習，每所學校可按學

生人數獲得10萬元至23萬元不

等。

非華語生銜接課 暑假與父母齊上堂

■多位工聯

會立法會議

員接受請願

團體交信。

梁祖彝 攝

■工聯會昨

日請願，抗

議強積金對

沖「搵笨」。

法新社

撥款2.7億 青年臨時職「延壽」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