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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150億基金 金管局代投資
6月提注資申請 料年回報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政事務局向立會提

交撥款文件，建議一次過向關愛基金注資150億元。

文件建議將大部分資金存放於金管局賺取高投資回

報，舉例存放140億元，回報率每年5%，2013/14至

2016/17四個財政年度內年均可動用資金約12億元；

撥款若通過，當局會在今年6月向財委會提出注資申

請。扶貧委員會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認

為，該150億元作為種子基金的做法可行，他支持當

局建議。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案
中，預留150億元向基金作出額

外注資，用於向未能受惠於紓困措施的
N無人士提供援助，強化基金功能，推
更多針對性的援助項目和先導計劃，幫
助經濟有困難人士等3大工作範疇。

餘下10億作穩健投資
根據民政事務局向立會扶貧小組委員

會提交的討論文件，當局建議在
2013/14年度一次過向基金注資150億
元。文件指出，扶貧委員會和基金專責

小組會繼續按實際經驗檢討基金的財務
狀況，如獲額外注資150億元，基金專
責小組會就額外注資訂定投資安排，而
其餘資金則會存放於銀行或作穩健投
資，應付流動資金需要。

年均可動用12億元行善
文件指出，以存放140億元於金管

局，而假設投資回報率為每年5%為
例，2013/14至2016/17的4個財政年度
內，平均每年可動用資金約為12億元。
一般而言，基金依靠投資回報運作，但

亦可因應特殊需要，考慮援助項目的現
金流需求及基金日後的運作。當局將定
期向基金專責小組和扶貧委員會匯報投
資的最新情況。

扶貧委員會及專責組監察
就有關檢討和監察機制方面，扶貧委

員會和基金專責小組會繼續監察推行各
援助項目的情況。而受委託推行項目的
政府部門及其他機構亦會向基金專責小
組定期提交進度及財務報告；基金的賬
目報表由審計署署長審核，納入民政事

務局局長法團的財務報告，每年呈交立
法會省覽，並上載基金網頁。
另外，為了加強基金運作透明度，每

半年會向扶貧小組委員會匯報基金財務
狀況和項目進度，資料上載基金網頁方
便公眾查閱。

梁志祥：作種子基金可行
梁志祥表示，當局以150億元作為種

子基金，透過投資賺取適當回報的做法
可行，「起碼不用經常向立法會申請撥
款」，認為一次過撥款的做法可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百物
騰貴，小市民日常生活開支壓力不斷增
加，就連屋 車位租金亦連年上升。工聯
會接獲數十名筲箕灣興東 及東熹苑居民
投訴，指由領匯管理的屋 停車場租金於2
年間大幅增加17.5%至20.5%。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王國興、郭偉強及東區區議員許林
慶，昨日約見領匯政府及社區合作總監潘
啟迪反映有關問題。

王國興：基層市民難負擔

工聯會指出，以興東 停車場為例，私
家車位月租由2011年的2,000元加至去年
的2,150元，今個月再加至2,350元，兩年
增幅高達17.5%。東熹苑停車場亦「不能
倖免」，2年間由2,000元加至2,410元，增
幅達20.5%。許林慶指出，區內另有2個露
天停車場，每月租金平均僅2,000元，他
批評領匯加幅過高，令居民難以負擔。

郭偉強指有關加幅已超越通脹水平，而
屋 居民收入不高，「屋 範圍不能只講
市場，要照顧居民生活」。王國興批評領匯
連續2年「加完又加」，且加幅極不合理，
認為領匯應盡企業社會責任，體諒市民生
活所需，盡量減低停車場租金。

領匯：車位加租反映供求

潘啟迪回應指，單年加幅7.5%的水平並
不算高，而領匯本身亦照顧市民生活情
況，承諾一年最多加租一次，「且不是每個
停車場也每年加一次租。」他解釋，加租主
要基於供求問題，「因為不少居民都反映租
不到車位，如今是加租都仍有人排隊租。」
他又表示，領匯亦投放了不少資源改善

屋 停車場環境，近年相關開支便高達6億
元。他又補充，領匯會向傷殘人士及其照
顧者提供半價租金優惠，但會好好考慮工
聯會的意見。

領匯車位加租兩成
工聯批超通脹

民建聯促港鐵速查出軌成因

3公僕工會倡加薪追通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
屯門區巴士線相繼停靠屯門公路巴士轉
車站，及往屯門方向轉車站未來將投入
服務，民建聯屯門支部早前進行問卷調
查，並於昨日根據調查結果提出改善建
議，認為轉車站便利居民轉乘，但未有
相應增加班次，且部分轉乘組合不設優
惠而且宣傳不足，受訪的32.7%乘客更
因而「中招」，變相「搭貴車」。

民記調查揭欠宣傳少優惠

自從屯門公路巴士轉車站去年底落
成，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及副主席李慧
多次實地視察。民建聯屯門支部昨日公
布於4月2日至30日繁忙時間在屯門公路
巴士轉車站及在多條屋 以街頭訪問的
結果，他們訪問了854名使用轉車站的
乘客，了解他們對轉車站安排的意見。
譚耀宗、李慧 及民建聯區議員曾憲

康、程志紅、陳文華和龍瑞卿昨日綜合
調查結果，指出多條駛入轉車站的短途
巴士線需求大增，但其中61M在繁忙時
間仍維持10分鐘至16分鐘一班，未能滿
足需求；長途路線方面，往沙田、尖沙
咀及觀塘的需求增幅亦較大，市民在繁
忙時間因此而要「企出九龍」，甚至擠
不上車，要求巴士公司增加轉車站巴士
班次。
報告又指，轉車站僅設有「短線轉長

線」轉乘優惠，有32.7%乘客「中招」
變相「搭貴車」，促請巴士公司參考設
於元朗的大欖隧道轉車站，讓所有駛經
路線均享優惠。民建聯又批評九巴以龍
運巴士並非屬同一公司為由，不為新駛
經轉車站的E33機場巴士線提供優惠，
但同時九巴網頁則載有龍運巴士線資
訊，指九巴自相矛盾，且僅有2.8%人表
示會經轉車站轉乘，不提供優惠變相未
能充分利用轉車站資源。

譚耀宗促駛經路線享優惠

對屯門地區問題了解甚深的譚耀宗強
調，民建聯是支持地區配合巴士重組計
劃，並善用資源，並指調查報告雖然發
現屯門居民對重組巴士線要取消部分路
線有保留，但相信在往屯門方向轉車站
落成後，可進一步諮詢居民及改善有關
巴士線轉乘細節，以盡量方便居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本月17
日天水圍輕鐵出軌事故造成77名乘客受
傷，令各界關注港鐵列車服務的安全問
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 及梁志祥昨
日聯同部分元朗區議員約見港鐵公司，要
求港鐵從速徹查事故成因，向公眾交代，
並全面審視輕鐵系統安全，詳細檢測全部
輕鐵列車及路軌。

指若涉人為疏忽須懲處

本月17日，一列由天水圍駛往元朗的761P
線輕鐵，疑因列車轉彎時減速不及，因而發
生出軌意外，事故造成77名乘客受傷，是次
嚴重事故令各界質疑港鐵列車的安全問題，

民建聯議員梁志祥及李慧 於昨天聯同部分
元朗區議員，約見港鐵公司車務總監金澤培
及總經理蔡豐松，藉此詳細了解事故成因及
要求港鐵全面審視輕鐵系統安全，如當中涉
及人為疏忽，港鐵必須正視問題及執行懲處
機制。另外，民建聯又要求港鐵詳細檢測全
部輕鐵列車及路軌，並檢討及加強緊急事故
應變措施及加強員工培訓。
民建聯亦要求港鐵做好各項列車安全措

施，以避免同類事故再次發生，保障乘客安
全，另外，民建聯亦在會議上促請港鐵向受
傷的乘客提出補償方案。而港鐵表示，現階
段並未有整體計劃，有關傷者可因應個別情
況致電港鐵熱線查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香港勞工市場供求穩
定，港府昨日發表的最新失業率為3.5%，與對上一個
季度相同；就業不足率在同期間亦維持1.6%不變水
平；失業人數則輕微增加約1,000人至13.3萬人。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未來數月將有新一批畢業
生及離校人士投入勞工市場，加上近期僱主的招聘意
慾仍然較為審慎，或會對失業率構成一定壓力。
統計處數字顯示，今年2月至4月的失業率維持

3.5%，就業不足率亦維持於1.6%；總就業人數減少約
1,900人至371.8萬人。與今年1月至3月比較，失業率的
上升主要見於零售業、製造業、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保險業、批發業及建造業的下跌則比較顯著。就業不
足率的上升主要見於建造業內的地基及上蓋工程；清
潔及同類活動業則有較大跌幅。

總就業人數輕微回落

張建宗指出，勞工市場近期大致保持平穩。總就業
人數經過連續6個月上升後，出現輕微回落。他指
出，未來數月將有新一批畢業生及離校人士投入勞工
市場，加上近期僱主的招聘意慾仍然較為審慎，或會
對失業率構成一些壓力，但本地需求持續強韌，相信
會為整體就業情況帶來支持。

5場招聘會共1.5萬空缺

勞工處由1月至今已舉行了5場大型招聘會，共有202間機構
合共提供約1.5萬個不同類型的空缺；而多間培訓機構亦有參
與招聘會，介紹就業培訓課程及即時接受申請。勞工處將於
下月19至21日於屯門舉行另外3場大型招聘會。而為協助應屆
中學畢業生投入勞工市場，勞工處亦將於今年5月至8月期
間，推出特備就業支援項目「就業齊起步」，透過一系列多元
化的活動，協助應屆中學畢業生就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3年公務員薪酬趨調查早前出
爐，建議高級公務員加薪2.55%，中低級公務員就統一加薪3.92%。
香港公務員總工會、政府人員協會及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昨日發
表聯合意見，強調仍然堅信及支持行之有效的薪酬檢討機制，但認
為顧問公司在收集及分析數據時，可能未能適時覆核及跟隨市場調
整，結果出現現時明顯偏低於通脹的薪酬趨勢指標，薪常會及顧問
公司實有疏忽之嫌，又建議高級公務員加薪4.2%，中低級公務員則
加薪5.57%。

稱顧問或漏計新名目收入

3個工會昨日致函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發表聯合意見，質疑顧
問公司未有適時跟隨調整數據，指近年來，私人公司的薪酬結構已
有明顯改變，一般會將職員的基本薪金壓低，以減低強積金超付，
但利用其他相關利益報酬，如花紅、雙糧甚至多個月的額外年終薪
酬等作為補償，顧問公司雖將花紅及雙糧納入計算入息，但仍可能
錯用比對方法，疏忽計算私人公司職員其他新名目收入，甚至試圖
避免複雜的計算而剔除此等公司，結果所得指標出現極大偏差。

高級加4.2%  中低級5.57%

工會直言，無論質疑是否完全屬實，但薪酬趨勢調查的結果卻明
顯偏離現實及無法令人接受，而若要補救而從新再啟動調查只會費
時失事，故建議在政府有大量盈餘下，薪酬調整不應低於政府預期
本年度的通脹率4.2%，基於此準則，高級公務員薪酬應調整至通脹
率的4.2%（較原本淨指標高出1.65%），中低級公務員則調整至
5.57%。
工會指，有關建議未能全面達到所有同事要求，但基於加幅較保

守及易於受到全港市民及納稅人接受，期望此加幅能避免政府、公
務員及市民3方面的不斷爭拗，而影響政府管治威信，公務員士氣，
及公務員對市民的服務，亦希望公務員同事能忍耐接受。

■民建聯發布屯門公路巴士轉車站及巴士路線重組問卷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民建聯要求港鐵從速徹查事故成因，向公眾交代，並全面審視輕鐵系統安全。 民建聯供圖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右四)、郭偉強(右三)及該會東區區議員許林慶(左三)，昨

日約見潘啟迪(左四)反映屋 停車場租金過高的問題。 聶曉輝 攝

轉車站累32.7%屯門客搭貴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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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責任編輯：陳秀麗
版面設計：陳漢才

撰文：劉曉林著名易學專家，曾連續八年成功預測新年世界大勢，
用易理為政要和企業全息預測決策服務二十五年，著
有《財富預見力》、《2013年大預測》。

威海市水務集團礦泉水有限公司 特別協辦

天下大勢

威海市水務集團礦泉水有限公司成立於2007年3月，是威海市水務集團下屬的全資子公司。
作為威海高端飲用水市場覆蓋率、佔有率領先的強勢品牌，十八嶺礦泉水始終以優於「國標」的生產標準為

消費者提供「放心水」。並先後成為2011年國際鐵人三項錦標賽、山東省青少年手球錦標賽、山東省青少年橄
欖球錦標賽，2012年國際鐵人三項錦標賽、國際帆船錦標賽飲用水獨家供應商。
十八嶺堅信優質水源是奠定飲用水品質的基石。十八嶺礦泉水源水中富含對人體有益的偏硅酸、鍶等多種礦

物質和微量元素，且水的礦化度與人體體液極為接近，PH值為7.6-7.8呈純天然弱鹼性，對人體健康極為有益。
今後，十八嶺將繼續以為顧客提供「安全水、放心水、健康水」為己任，用心打造並經營這屬於威海人民的

放心好水。

企業上市的審批已停止很久。企業 急
IPO重啟，股民擔心其對二級市場的影響。
在《2013年大預測》我測過近900家待批，許
多不合格會被退回，但未給出IPO重啟時
間。5月12日下午18：45，江蘇常州某待上市
公司盧總問IPO何時重啟，因測告知結果——
1．眼下申請文書受阻不通，推介保薦的中介

公司問題多多，虛耗財而無作為，只能乾
急，靜守；

2．目前權力機構尚未行動，發文猶豫不定，
處關門狀態。夏至後因為待批公司資本實
力雄厚的衝擊，正式受理審批；

3．高層正式批准發文IPO重啟，打開上市
閘門，讓待批公司過會上市的日期是在
立秋後。
我把預測根據仔細解釋——戊寅日辛酉時

測。奇門遁甲法，太歲癸、值符天沖、值使
門傷門，這些代表經辦批准的權力機構都在
北方坎宮，但空亡，即沒有行動。癸加辛，
凡謀雖吉，費力方成。夏至後沖空填實，那
時方有行動；批准文件為丁，丁加己「玉女

施恩」與杜門天輔螣蛇在艮宮。凡丁到艮，
光不顯，事遲疑憂慮。文件落墓不現。螣蛇
變化不定。杜門關門。待秋後衝開；申請文
書為景門，與庚加癸太陰天英在震宮，庚加
癸太歲為「大格」，謀為多阻，不通，宜靜
守；六合為中介，與壬丙加丁天芮天禽死門
在巽宮，壬加丁，諸事有阻，謀為暗昧。壬
落墓不通，天芮有毛病。丙加丁有燈市旁觀
之象，死門被宮克，事防遏滅，利為主，財
多虛費；資本為戊，與日干同位，在離宮
旺，但加庚有損，轉換。夏至後雄厚資本衝
動高層；重啟開閘為開門，在坤宮，立秋後
重啟閘門。
時干辛九地休門在兌宮，休息拖延。日時

在外盤，下半年才可實施。
六壬法，伏吟課會拖延。戊上巳勾陳，拖

延，寅上寅螣蛇，不定。三傳辛巳勾陳、空
申白虎、戊寅螣蛇。中傳斷橋不通，秋後填
實才可成。
八卦法風山漸變艮為山，申金空破持世，

要到立秋填實強旺才可成事。

企業上市IPO何時重啟？立秋以後！秋後算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