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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若干資助學校因實任教師的
職級超逾核准編制，而被教育局要求
作出糾正，引起一些討論。事實上，
由於各種原因，學校需要退還多付薪
金的情況過往時有發生。為免產生誤
會，我們特此說明資助學校人事聘任
的安排：
教育局一向按照《資助則例》在人

事管理上批核資助學校的人員編制。
學校作為教職員的僱主，須按照所批
核的編制進行聘任及晉升等事宜。當
本局向學校發放薪金津貼時，是基於
學校已確認有關安排不會超逾已核准
的教學人員編制，並承諾如有的話，
會把多付的薪金津貼退還教育局，這
是資助學校接受政府資助時需相應作
出的問責安排。有關的責任已在《資
助則例》及有關的教師聘任、晉升、
署任和改編職系表格上清楚說明。本
局亦每年為學校提供培訓及支援，包
括薪金評估、財務及人事管理等。

為避免延誤支付教師的薪金，在處
理新聘用和改編職系等教師的薪金
時，教育局會先依照學校填報的評估
薪金先向學校撥款，繼而核實有關教
師應得的薪金，以確保公帑運用得
宜。如發現學校多付薪金，本局會要
求校董會／法團校董澄清和糾正。根
據以往經驗，本局會與多付薪金的學
校保持緊密溝通，磋商雙方可以接受
的方案，絕大多數個案都能在一年內
發現並妥善糾正。
至於進行教師晉升及改編職系時，

學校亦須遵照教育局核准的教學人員
編制，確定校內已有空缺，並按照
《資助則例》所訂的條件及規定作出
聘任。
為了改善效率，教育局在本年四月

試驗引入額外的電腦系統，實施編制
預先查核程序，因而發現了學校在進
行晉升或改編職系時出現錯誤的個
案，涉及學位教師／擔任晉升職級的

教師數目超逾已核准的編制。按照慣
常的程序，教育局已和學校接觸，研
究如何糾正問題。若干個案已經處理
妥當。
就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提出的個案，

我們有以下的說明：
關於學校錯誤進行晉升或改編職系

的四個個案，均如前文所述因教育局
使用了額外的電腦系統而得以被發
現，當中不存在獲得教育局批准的情
況。半數個案已經處理妥當。
而臨時工場教師的公積金問題，按

照《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以臨時
性質僱用於津貼學校的教員，並不能
參加公積金計劃。因此有關個案並不
屬於錯誤計算薪金的問題。此外，有
關少付教師薪金個案已於本年七月時
處理妥當，經確認後，有關教師獲加
2個薪點。至於其他的個案，我們亦
正在跟進，並會用合情合理的原則妥
為處理。我們強調，由於各種個案情

況相異，絕不能一概而論。如本局向
學校少付薪金津貼，經確認後本局亦
會補回差額。
按照現行做法，學校如多付薪金，須

與有關教師商議還款方案（例如：一次
過退還或以分期方式退款）；教育局亦
促請學校考慮有關教師的財政狀況，才
作出可行的還款安排。然而，無論其原
因或年期的長短，當學校的薪金評估有
誤，本局必須要求學校更正和跟進，以
確保公帑運用得宜。
在未與學校充分協調之前，教育局

暫不會扣減學校多付的薪金津貼。教
育局明白個別學校和教師對多付薪金
個案的關注。因此，教育局與有關學
校商討時，會以不影響學校運作為大
前提，根據個別情況，採取合情合理
的方式妥善處理問題。我們亦就此機
會籲請學校，在與教師商討糾正薪金
安排時，充分考慮教師的情況及照顧
教師的實際需要。

資助學校薪金津貼安排正面睇

過去兩個月，有教師組織及大專生團體分別舉辦了
「教育界『和平佔中』商討日」及「大專學界商討日」，
把鼓吹違法暴力的「佔中」帶入校園，《教協報》亦刊
載政治偏頗的訊息，叫教育界及家長憂慮。
教育工作者，為人師表，春風化雨，照道理應以身作

則，不應試圖向學生灌輸不正確的觀念，或作為壞榜
樣，否則學生信以為真，以身試法，屆時真的誤人子
弟。筆者更不認同前線教師作政治參與，尤其是動員違
法政治運動，以免其極端政治思維甚至乎是非常行為，
對學生作出壞榜樣，錯誤價值觀令學生有機會萌生了反
社會的瘋狂行為，孕育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筆者認為，「佔中」主張違法行為，甚至乎近日主動

勾結「台獨」分子「取經」「交流」，司馬昭之心路人皆
知，且連其發起人也把「佔中」定性為違法不合作運
動，鼓吹暴力。「佔中」猶如「洗腦」，除非立心不良，
或與社會大多數人為敵，教育界實在沒有理由向學生宣
揚「佔中」的歪念。此外，通識學科也只可把「佔中」
列作反面教材，否定煽動違法暴力的「準罪行」，而立場
支持「佔中」的教師也應避嫌不要擔任通識科評卷員，
以學生利益為出發點。自從爆粗女教師林慧思風波後，
社會更抗拒政治走極端的教育工作者。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教者必以正」，師

者要傳的是正道、授的是正業、解的是正知。若傳的是
如「佔中」的妖道邪門，授的是「佔中」的違法缺德，
解的是「佔中」的歪理歹念，則不配傳道、授業、解
惑，何德何能為人師？政治傾向支持「佔中」者，實在
不配也不宜作育英才。教育須與「佔中」絕緣，支持違
法「佔中」的教育工作者只能從其教席及偏激政治傾向
二擇其一，堅持其激進政治觀的教育工作者，請為你們
學生 想，停止荼毒學生，更不要眷戀你們的教席。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港特區基本法
委員會主任李飛，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
委員會副主任、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張榮順，今日來港訪問3天，與特區政府官
員、社會人士及兩大律師會代表等，就《基本
法》與特區政治體制有關的議題進行交流。在
政改諮詢即將展開之前，李飛此行將就中央對
本港普選特首的基本原則和規範，作出清晰的
解說，確保政改討論能符合《基本法》的框架
及人大決定，推動政制依法穩步向前發展。

陳健民的三大謬誤

然而，「佔領中環」發起人陳健民昨日卻酸
溜溜的表示，他與戴耀廷均無接獲會面邀請，
及後更話鋒一轉，威脅指，如果中央否定「公
民提名」方案或拒絕反對派人士入閘選特首，
即表示政改諮詢是假諮詢，「市民是不會參與
諮詢，甚至民間定會有壓力要求提前『佔
中』」。言下之意，就是中央倘若不接受「公民
提名」，「佔中」就會提前發動，綁架7百萬港
人利益，向中央施以顏色。陳健民身為大學副
教授，但其邏輯思維以及對法制民主的知識卻
令人不敢恭維，其謬誤有三。

一是「公民提名」雖然在部分國家或地區的
選舉上採用，但絕非普選的唯一標準，在不少
「民主」國家或地區，被選舉權、提名權都並
不普及，美國總統候選人、英國首相、日本首
相的提名都不是「全民提名」，難道這些國家
都屬於不民主？至於環觀全世界國家，恐怕沒
有一個選舉制度是必須確保讓某些政治勢力人
士「入閘」，這種「馬房論」本身就是反民
主，不公平的，豈能稱為民主的標準？
二是政制發展必須依法辦事，在其他國家必

須按憲法而行，在本港則要依《基本法》辦
事。現在社會的爭論點，並非是要不要普選，
而是要不要堅守法治，而「公民提名」正正違
反《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
顛覆了提名委員會制度。陳健民等人竟然說如
果中央不接納「公民提名」就要「佔中」，這
豈不是以違法手段去迫中央不要依法辦事，這
是對本港法治的挑戰。
三是陳健民堅持所謂「公民提名」，但另一

名發起人戴耀廷早前卻駁斥了「學民思潮」的
「公民提名」方案；現在陳健民卻似要一錘定
音地將「佔中」與「公民提名」綑綁在一起？
這究竟是陳健民一己之見，還是「佔中」又在

搬龍門，他們有責任向公眾解釋。

慎防狗急跳牆

事實上，陳健民指「排除公民提名，社會反
彈會很大」，並威脅提前「佔中」，表面是來勢
洶洶，實質是色厲內荏、理屈心虛。「佔中」
搞手自然知道「公民提名」與《基本法》相
違，要迫中央接納這樣一個違法方案是不切實
際。李飛此行正是要向本港社會釐清普選制度
設計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和規範，當中包括普
選必須嚴格依法辦事；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
當特首；明確提名委員會是唯一的提名主體，
當中的構成須「參照」現行的選舉委員會等。
這些原則明確下來後，特首普選的設計自然豁
然開朗、水到渠成，所謂「公民提名」也將乏
人問津，這恰恰是「佔中」搞手最害怕的地
方。
於是，陳健民等人希望孤注一擲，一方面以

提前「佔中」來威脅中央，不要斷了「公民提
名」的後路，否則寧願令政改一拍兩散；另一
方面積極預備提前「佔中」。根據現時的形
勢，當愈來愈多市民了解到本港普選的法理原
則之後，「公民提名」的號召力將會不斷下
降。
將「佔中」由明年7月1日提前進行，是企圖

在「佔中」氣勢仍未消失殆盡之時作殊死一
博。而且，「佔中」搞手也有意利用近日的電
視牌照風波發難，陳健民多次指因為發牌事件
而要抵制政改諮詢，《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喉
舌也不斷將兩者綑綁在一起，司馬昭之心路人
皆知，正是為了「佔中」添薪加火。其中最有
可能出現的時間，就是明年一月一日的元旦大
遊行。在遊行之後，利用參與遊行民眾突發性
「佔中」，這種可能安排絕對不能排除。狗急
了，咬人也很兇，當局必須密切留意，以免衝
擊社會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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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了，當天發表了一份公報，三
天後再發表一份《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
題的決定》。這份《決定》很詳盡地說明未來十年中國的道
路。如何通過改革來完成「中國夢」。
改革的重心，最重要是推動市場經濟，讓市場來決定資

源的分配、價格的釐定。與此同時，中國也將全面推動城
鎮化，鼓勵內部消費，以需求來拉動經濟，以取代過去的
以投資來拉動經濟。三中全會還決定放寬「一孩」政策，
以防止令中國走向人口老化的道路。
我對三中全會的一連串改革充滿信心，認為必然會成

功。到2020年中國人一定可以完成習近平主席所說的「中
國夢」。
中國改革開放，先以廉價勞工、廉價土地成本、廉價資

源為主要的吸引力，吸引外資到中國投資，利用中國的廉
價生產成本推動出口工業。那是成功的。中國因此獲得
「世界工廠」的美譽。但是，長期依靠廉價的生產成本無法
進一步提升中國的技術水平，無法提升中國人民的生活水
平。長期依賴出口，會使到中國的經濟受制於西方先進國
家的經濟循環周期。2008年由美國引發的國際金融海嘯是
最佳的例子。當時，一些在大陸投資的港企三個月裡接不
到一張海外訂單，大量工廠倒閉，甚至有廠商自殺。最
後，是由中央政府推動的「四萬億」的基建計劃救活了中
國經濟。這是中國政府向全世界顯示中國經濟力量的重大
行動。不過，「四萬億基建」畢竟是以投資來拉動經濟，
市場是不是能全面接受是未知數。兩三年之後，部分行業
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現象。
今年的三中全會，就是要糾正這種只靠出口工業、只靠

投資拉動經濟的偏差，要全力推動靠內需拉動模式，推動
城鎮化、放寬「一孩政策」，鼓勵民營企業，開放市場，讓
市場力量來決定資源分配、價格，鼓勵競爭，這一切必定
會使到中國人民的收入增加，更多民眾分享到國家現代化
的成果。國民收入增加就會增加消費，城鎮化也是推動消
費的手法之一，只要中國人增加消費，有能力增加消費的
人口增加，中國的經濟結構會出現重大的改變，內銷市場
的重要性會擴大，內銷產品可以是中國自己生產的消費
品、中國自己的品牌，也可以是外國入口的消費品，或在
中國生產外國的品牌。
香港有非常大量的廠商在大陸開廠辦工業，但以出口為

主，今後應該努力尋找內銷的商機；香港的服務業水平很
高，也應該努力地出口服務業到大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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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進民進公平發展

《決定》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

展的重要基礎。」「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

濟，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

展。」這些論述說明，中央把非公有制經濟和公有制經

濟相提並論，將非公有制經濟視為與公有制經濟同等重

要，在國家經濟社會的地位同樣不可或缺，發展不可偏

廢，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

今後，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將是新一輪經濟改革

的重點。國家經濟的改革不再側重於公有制經濟、國有

企業，而是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國企和民企共

同發展，平等發展，互補不足，既大力推動國企改革，

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全面向市場化過渡，也大力支持非

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為民資民企，以及包括港澳台僑

資僑企在內的外資外企提供更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

境，激發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活力和創造力。

二、長效反腐深得民心

《決定》提出，「推動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雙重領導體

制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

的領導」；「推動省以下法院和檢察院的人財物統一管

理，並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

度。」這是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的重要

體現。紀檢和司法系統由現行受同級黨委領導轉變為由

系統「垂直領導」，必將有力地迴避干擾，建立健全監

督和被監督的制度，為反腐肅貪提供組織和制度的保

障，是中央在反腐制度和司法獨立改革上的重大突破。

在十八大以來的反腐風暴中，多名省部級官員落馬，

顯示中央雷厲風行反腐的決心，兌現「老虎蒼蠅一起打」

的反腐承諾；中央還深入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

容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克服官員享樂主義、奢靡之

風。這些強力反腐、改進作風的措施，得民心順民意。

如今全會再將反腐改革制度化、長效化，更注重接受群

眾和輿論的監督，貪腐分子和行為將無處藏身，正氣獲

得弘揚，真正做到「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

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必能贏得廣大群眾信任

和擁護，夯實執政基礎，鞏固執政地位，調動群眾的積

極性建設國家，創造更多物質和精神財富，為推動經濟

持續健康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堅強保證。

三、多項改革惠及民生

《決定》提出，「實現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

民，必須加快社會事業改革，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

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更好滿足人民需求。」改革的最終

目的在於惠及人民。《決定》在教育、就業、社會保障、

醫療、住房等民生方面都作出重大部署，推出從戶籍制

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房產稅、保障房、城

鎮化、統一醫保、放寬「單獨二胎」、取消重點中學等一

系列具體的改革措施，回應了社會關切的民生期盼，讓

改革紅利惠及全體人民，大面積大幅度地改善民生。

四、國家文明進步「一國兩制」基礎更穩

《決定》是對35年

改革開放成功經驗的

深刻總結，是對國家

基本國情和形勢變化

的清醒認識，描繪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藍圖，必將引領

國家穩步自信地在2020年達到預期的改革階段性目標，

「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

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

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和我們國家確立的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的時間節點是吻合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

上任後提出了「兩個百年」的目標：到2021年，即中國

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

入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

的小康社會；到本世紀中葉，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

家。可以說，《決定》目標完成之日，就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之時，也是更加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

國夢」的歷史時刻。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一小撮反對派

冥頑不靈，勾結外部勢力煽動「佔中」，破壞內地與香

港和諧關係，損害香港的整體利益，干擾國家改革大業

的順利推進。這是本港七百萬市民所不能容忍的，港人

決不會讓這些陰謀得逞。

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新一輪改

革的大幕已經掀起，國家繁榮富強、文明進步，也必將

為鞏固香港「一國兩制」大業奠定更牢固基礎。國家發

展更好，香港的明天只會更美。

舉世矚目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勝利舉行，神州大地如

沐春風，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13億人民精神為之一

振。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涵蓋經濟、政治、文

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領域的改革與發展，涉及16個方面60項任務，是對中國下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綱領性文件，從全局勾勒未來中國改革的總路線圖，為達成「兩個百

年」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指明路向。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發展前景更美更

廣，也將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發展增添巨大動力，給港資港企創造更大的發展機遇和平台，香

港的明天同樣更加美好。我懷 欣喜的心情仔細閱讀、學習全會通過的《決定》，深刻體會中央

銳意改革的精神，以下略談個人的一些感受。

啟動全面深化改革 香港明天更美好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副會長中國僑聯港澳委員中國僑商會副監事長華燊發展（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沈家燊

──讀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有感

陳健民威脅中央如不接納「公民提名」就會提前「佔中」。然而，現在社會的

關注點，並非是要不要普選，而是要不要堅守法治，而「公民提名」正正違反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陳健民豈能以違法手段去迫中央不要

依法辦事？陳健民表面來勢洶洶，實質是理屈心虛。李飛此行是要向本港社會

釐清普選制度設計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和規範，這些原則明確下來，特首普選

的設計自然水到渠成，所謂「公民提名」也將乏人問津。陳健民的言論既是色

厲內荏，意圖威脅中央，也說明他們正打算孤注一擲提前「佔中」，其中最有可

能出現的時間，就是明年一月一日的元旦大遊行。狗急了，咬人也很兇，當局

必須密切留意，以免衝擊社會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