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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依法乃政改最基本要求
基本法是「一國兩制」守護神 不遵循只會「攞嚟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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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昨日與傳媒新春團拜，鄭耀棠、林淑儀、理
事長吳秋北、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出席，並談到工

聯會未來一年有關政制發展的工作。

林淑儀冀有商有量達普選
領導工聯會「政改小組」的林淑儀表示，本港以一人
一票普選特首，是「開天闢地」、前所未有的，期望社
會各界做到有商有量，實現普選目標，並強調政改須符
合基本法及人大有關決定。
她讚賞袁國強的文章內容中肯，清清楚楚說明了法律
框架，並指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守護神」，倘有
人「唔睇、唔尊重（基本法），你掉低佢，你自己唔着
數」，又批評有人竟要求修改基本法，擔心日後有人對
其他議題提出類似要求，令「守護神」逐漸無效。
林淑儀強調，基本法「一定要守」，不能輕言修改，
否則只會「自己攞嚟衰」，「打爛自己齋缽」。

鄭耀棠：依法辦事是基本要求
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鄭耀棠亦指，政改的最基本要
求，就是依法辦事。

黃國健：須尊重中央對港主權
黃國健表示，政改既是法律問題，亦是政治問題，在
政改的原則性問題上，工聯會必然有清晰立場，並強調
本港只是特別行政區，並非國家，故必須尊重中央政府
對香港的主權，政改更必須按照基本法進行。
他不點名批評反對派「（對政改的）某些提法」未必
符合基本法，工聯會在內部諮詢意見時，會向會員澄清
提名過程、對特首候選人要求等核心議題。

5月初向政府提最終方案
林淑儀則透露，工聯會現正諮詢各工會和理事會對政
改的意見，預計3月底會提出一個初步方案，再向各工

會諮詢，並於5月初向政府提交最終方案。

劉兆佳指講明底線有需要
同日，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被問及袁國強撰文時形容，各界目前對政改的分歧
「越拉越遠」：反對派不斷將「公民提名」及「佔領中
環」緊扣，令大家無法在中間點尋找妥協空間，將政府
置於困難境地，故政府應該清楚講明普選底線，指出基
本法並無提及「公民提名」。
他並分析，在政改問題上，中央政府態度漸趨強硬，
反對派行動亦越趨激烈，令特區政府身處被動位置，相
信問題在短期內難以解決，「目前風平浪靜，與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個人形象有關，但由於（特區）政府不能

偏離中央立場，相信政府推出政改方案後，與『民主
派』間衝突會更多，香港都會面對較動盪的政治局
面」。

料推出方案後爆「真正戰爭」
劉兆佳直言：「當政府提出政改方案後，真正戰爭先開

打。正如（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訪港時的言論，同樣
涉及政治角度，指提委會確保候選人能夠履行職務，意即
要確保在『一國兩制』底下，行政長官要搞好香港，不會
變成顛覆中央的基地。為此，歸根究柢，要清楚明白『一
國兩制』所為何事。」他又說，勉強通過一個政改方案，
不能修補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裂痕，而倘不解決政治上互
不信任的問題，單憑通過方案，難以推動本港的平穩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制諮詢專
責小組成員、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早前在報章
撰文，點名反駁反對派鼓吹的「公民提名」
及「政黨提名」，重申基本法已清楚列明提
名委員會擁有實質提名權。工聯會榮譽會長
鄭耀棠昨日在與傳媒新春團拜時表示，政改
的最基本要求，就是依法辦事。工聯會會長
林淑儀亦強調，政改須符合基本法及人大有
關決定，指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守護
神」，倘有人不遵循基本法，最終只會「自
己攞嚟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上月發表任內第二份
施政報告，當中無提及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工聯會昨日在
與傳媒新春團拜，表明今年會秉行「一攻一守」策略，即繼續
「主攻」爭取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以及反對大規模輸入外勞。
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表示，當年設立強積
金計劃時，勞方從無承諾支持對沖，又認為強積金已實施10多
年，倘不更改對沖機制，是對打工仔不義。
工聯會昨日與傳媒舉行新春團拜，鄭耀棠、會長林淑儀、理事

長吳秋北及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出席，分享工聯會在馬年的工作大
計。黃國健表示，今年會秉行「一攻一守」策略：「攻」即繼續
爭取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守」即「守住」、反對大規模輸入
勞工。他強調非完全反對輸入勞工，指現行已有補充輸入勞工機
制，但有人想繞過機制，日夜嘮嘮叨叨要輸入勞工。

促當局交代撤對沖時間表
吳秋北指出，工聯會與勞工顧問委員會成員將於3月24日舉行

會員大會，就強積金對沖問題交換意見，並不排除會邀請商界代
表，預計約300人出席。黃國健則指，立法會人力及財經事務委
員會將召開聯合會議，並邀請財經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出席，屆時工聯會會要求政府交代取消強積金
對沖的立場和時間表。
黃國健認為，近期社會的討論，令不少打工仔明白強積金對沖

的弊處，相信對政府的壓力會越來越大，但坦言「好難同商界妥
協，大家利益係水火不相容」。
他又質疑，商界不時稱取消對沖會損害經濟競爭力，「係咪要

勞工作出犧牲，香港先可以增強競爭力、降低經營成本？」他指
現時經商成本，租金佔的比例最重，政府應向大地主爭取降低成

本，而非「恰打工仔」，「係咪商界同政府協議出賣勞工利
益？」

黃國健：政府應「起碼先起步」
黃國健認為，政府應「起碼起咗步先」，並強調工聯會是要爭

取公義，「借力打力」，希望政府的腰骨「硬淨啲」。
鄭耀棠則指，商界經常聲稱強積金是「勞資官」3方面的「妥協
結果」，但勞方從無承諾同意對沖機制，而工聯會當年投下贊成
票，是基於倘不支持強積金計劃，市民就沒有退休保障。
他認為強積金已實施10多年，倘不更改對沖機制，是對打工仔
不義。林淑儀則呼籲商界「唔好起晒槓」，「過份神經緊張」。
在輸入勞工的問題上，黃國健以招聘洗碗工為例，指現時老闆

請人無困難，但待遇和工時則有待改善，又質疑有商戶長期貼出
招聘告示是虛張聲勢，製造輸入勞工的藉口。林淑儀亦指，有餐
廳以逾萬元月薪招聘洗碗工，但工時卻長達16小時，鄭耀棠聞言
即大罵「癡線」。

吳秋北：加班無補水不公平
對於標準工時委員會主席梁智鴻昨日指，政府沒講明委員會研

究標準工時立法，身兼該會委員的吳秋北回應指，現時90多萬打
工仔有一半以上屬加班「無補水」，對勞工不公平，又指該會在
今年底會向政府提交報告。林淑儀憶述40年前工作亦有「補
水」，現時竟然倒退，令人感到奇怪。
黃國健則認為，須反對「無償勞動」，促請政府明確指出委員

會的功能。鄭耀棠補充指，最低工資的立法過程亦歷時8年，相
信標準工時難以在梁振英任期內完成立法，但認為政府「起碼撻
着個掣先」，研究相關法例條文。

工聯力爭撤積金對沖 反濫輸外勞梁智鴻：標時立法待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沚芊）標準工時
委員會主席梁智鴻表示，委員會正展開首輪
公眾諮詢，了解各界是否接受工時規管，尚
未研究立法的可行性。他指，勞資雙方內部
對標準工時規管有不同意見，預料今年6月
完成30多場諮詢會，其後再詳細研究工時政
策問題，期望可於自己3年任期內，向政府
遞交方向性建議。
梁智鴻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現階
段的諮詢，只是在大原則上探討本港各界是
否接受以工時規管政策處理工時長的問題，
但未到研究立法可行性的階段。
對於有工會批評特首梁振英競選期間表明
研究標準工時立法，若最終研究結果是不建
議立法，將違反競選承諾，形同「走數」，
梁智鴻回應指，政府在工時政策上沒有既定
立場，委員會只是負責收集意見，並向政府
提供一個適合本港的方向。

料6月完成首輪工時政策諮詢
梁智鴻又指，公眾對標準工時及最高工時
仍有混淆，亦不清楚背後理念，希望透過諮
詢可讓公眾了解。他預計會進行30場至40
場諮詢，廣泛收集各界意見，包括商會組
織、勞工界如餐飲、老人院等工時特別長的
行業，及普羅大眾，以了解各界的聲音，再
詳細進行研究，預料今年6月可完成首輪工

時政策諮詢。
梁智鴻透露，今年1月完成的諮詢中，發
現勞資雙方對工時政策有不同意見，商界直
指現已接近全民就業狀態，一旦引入工時政
策，員工不能超時工作，屆時或需聘請兼職
員工攤分工作，擔心會做成人力資源不足，
而勞工界則擔心工時規管太緊，可能出現就
業不足問題，影響生計，期望日後的規管能
有較大彈性，不要「一刀切」。
梁智鴻又指，引入工時政策，目的是避免

打工仔因工時過長而影響精神、身體健康及
家庭生活，但亦要考慮工時政策對本港競爭
力及各方面的影響。他期望可於自己3年任
期內，向政府提出方向性建議。

■梁智鴻表示勞資雙方對標準工時有不同意
見。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春期間，祝賀
說話不絕於耳。民建聯昨日公布的調查發現，最受
市民歡迎的新年願望，「一團和氣」獲票選為第二
位，連續兩年打入頭兩位，同時有近半受訪市民預
料今年的政治環境會轉差。民建聯分析指，結果或
反映近年本港政治紛爭多，尤其是反對派聲稱今年
要發起「佔領中環」行動有關。
為了解市民對馬年來臨，在經濟、政治、生活等範

疇的期望，民建聯於上月21日至27日，以電話隨機
抽樣方式訪問了946名18歲或以上人士，並於昨日公
布調查結果。調查發現，在多個農曆新年願望中，
35.4%市民表示最大的新年願望是「龍馬精神」，其
次是「一團和氣」（16.1%）和「置業安居」(12.8%)。

在政治方面，調查發現，44.2%市民預料馬年的政
治環境會轉差，其中認為「差少少」的佔25.4%，認
為「差好多」的也有18.8%；只有35.3%受訪市民認
為與去年比「差唔多」，預計「好少少」的僅佔8.8%，
預計「好好多」的則只有4.4%。

葛珮帆冀務實論政改達共識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昨日在記者會上分析，

「一團和氣」去年成為市民新年願望首位，今年則
排第二，連續兩年成為同類調查中市民最重視的新
年願望頭兩位，而比較「看好」與「看壞」來年政
治環境的數據，反映市民憂慮來年的政治環境，可
能與近年政治爭拗增加，及市民預料反對派年內會

發起「佔中」有關。她期望各方可實事求是討論本
港政制發展，做到「和而不同」，最終達致共識。
她並分析，「龍馬精神」成為市民新年願望首位，

相信反映市民都希望健康好，政府應積極增加醫療資
源，回應市民期望；「置業安居」也打入今年市民新
年願望的頭三位，政府增加房屋供應的政策能落實推
行，在新一年滿足市民置業安居的期許。

約四成人估馬年經濟似蛇年
在經濟環境方面，調查發規，42.6%估計馬年整

體經濟與去年「差唔多」；預計「差少少」有
16.5%；預計「差好多」的有10.8%；僅16.2%預
計「好少少」，而預計「好好多」的只有8.2%。
在就業市場方面，市民的期望與經濟環境近似，

46.2%預期就業市場與去年「差唔多」；「差少
少」的有14.6%；「差好多」的有8.5%；預計「好
少少」的有18.2%；預計「好好多」的只有6.2%。
在樓市方面，調查發現近34.3%受訪市民預計馬

年樓市比去年「跌少少」；預計會「跌好多」的亦
有6.9%；預計會「升少少」的有15.9%；預計會
「升好多」的有7.5%；有25.8%的市民則預計會
「差唔多」。

促預算案免差餉發額外津貼
葛珮帆指出，調查顯示市民對經濟前景看法保

守，民建聯建議政府應發展多元產業、積極發展金
融業務、加強與內地合作等，改善市民對經濟前景
看法，又促請財政司司長於月底發表的財政預算案
中提出紓解民困措施，如寬免全年差餉，發放額外
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春大批內地旅客來港，
激進反對派聲言要限制個人遊旅客來港。全國港澳研究
會副會長、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昨日在接受電
台訪問時指出，倘本港採取旅遊限制措施，只會造成雙方
更大的矛盾，並建議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商討措施，做好
行政措施配合，讓內地旅客有序來港。

倡行政配合促「有序來港」
劉兆佳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承認，本港與內地

「感情關係」出現問題，特別是大量內地人來港探親、
投資、購物等，令港人感到存在實際利益衝突，特區政
府應與中央政府商討，做好行政措施配合，讓內地旅客
有序來港，「希望香港與內地通過講道理措施緩和情
況，避免影響互利互動的大局」。
他直言，「特區政府不單止要關顧港人感受，同時要

確保香港作為『自由港』的地位，若大量遊客激化內部
矛盾，兩地政府應想辦法商討措施，既合乎遊客需求，
又不會造成磨擦，若推行旅遊限制措施，或會衍生更大
矛盾」。
劉兆佳強調，本港的發展離不開內地發展，時至今

日，內地越來越多就香港事務發言，當中較多針對破壞
兩地感情、主張與中央對抗加劇矛盾等事務，比如示威
者入侵解放軍營、鼓動「佔領中環」、「本地主義」的
「港獨」行為，藉此提醒兩地關係是互利共贏，不希望
再有「排拒中央」言論。

批闖軍營挑戰國家權威
對有示威者擅闖駐港部隊軍營，劉兆佳直言，在中央政府角度，

解放軍是體現中國對港主權，而解放軍正是最高的主權象徵，擅
闖軍營等同挑戰國家權威及權力，定會引起國家震怒，「事實上，
中央向來致力鞏固及強化解放軍形象及地位，雖然挑戰並無實質
意義，甚至可能只屬情緒發洩，但象徵比實際意義更大。中央不
希望再有相關事情發生，期望港人自行約束，避免事件擴散」。

劉
兆
佳
：
限
內
地
客
來
港
增
矛
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工聯會會長林
淑儀昨日在與傳媒新春團拜時透露，工聯會將於
今年五一勞動節訪問北京，參加全國總工會職工
大會。他們期望屆時獲安排與國家領導人會面。
展望工聯會未來的工作，理事長吳秋北在新春

團拜時表示，工聯會現時約有39萬會員，他們期
望在2015年衝破40萬大關，並獲特首梁振英頒發
「第40萬個會員證」。
被問到如何備戰明年的區議會選舉時，榮譽會

長鄭耀棠笑言，工聯會的區議員「由第一日當選
已經做緊下一屆選舉工作」，直言「唔可以咁市
儈，到選舉先做嘢，我好鄙視呢啲人」。

薦新人區選拓新選區
林淑儀補充，工聯會議員是「為人民、勞工和

基層服務」，此乃工聯「家教」，強調從政非
「淘金」，「唔能夠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
力」，又指會積極推舉新人開拓新選區，並與友
好政團協調選舉工作。

■葛珮帆指
市 民 希 望
「 一 團 和
氣」與擔憂
「佔中」有
關，期望各
方實事求是
討論政改。
鄭治祖 攝

■■鄭耀棠表示政改最基本要求是依法鄭耀棠表示政改最基本要求是依法
辦事辦事，，林淑儀則認為不遵循基本法只林淑儀則認為不遵循基本法只
會會「「自己攞嚟衰自己攞嚟衰」。」。 鄭治祖鄭治祖 攝攝

市民盼一團和氣 民記料憂「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