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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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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歲或以上免查入息 高於2,285元長津

倡設「全民老年金」
■周永新建議設立「全民
老年金」，65 歲或以上的
長者免查入息均可受惠。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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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雲驟雨 天氣炎熱

甲午年四月廿九 初九芒種 氣溫 27-32℃ 濕度：75-95%
港字第 23460 今日出紙 3 疊 11 張半 港售 7 元

■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教授周永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香港討論「全民退休保障」的課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已研究多年，周永新初步
認為，可設立「全民老年金」，所有 65

歲或以上長者，不用入息審查便可以領取。而

題已有多年，近年更有部分反對 要確保長者有足夠生活保障，金額應要高於現
派立法會議員以此作為發起拉布 時每月 2,285 元的長者生活津貼，但同時要維持
的藉口，有關問題長遠必須解

綜援制度。

取代長津生果金

決。去年初受扶貧委員會委託進

他指出，「全民老年金」一定會取代現行的長

行相關研究的香港大學社工及社 者生活津貼及生果金，但綜援制度卻應予以保
會 行 政 學 系 講 座 教 授 周 永 新 表 留，「因為綜援並非只是給長者的，全港市民只
示，初步構思設立金額劃一的
「全民老年金」，所有 65 歲或
以上長者都可享有，金額將不低
於現時的長者生活津貼，詳情將
會在研究報告上交代，預計 7 月
1 日前向政府提交。

要生活低過特定水平，就可領取綜援，將來總會
有部分長者因種種原因而需要領取綜援。」
過去不少政黨及社會團體都曾就全民退休保
障提出建議方案，例如民建聯建議根據年齡及
經濟狀況將退休金分為「三級制」發放；工聯
會則建議由政府撥出 500 億元作種子基金，但僱
主及僱員都需要作額外供款以維持財政負擔的
可持續性；甚至有團體認為要透過加稅以應付
額外開支。

究竟日後如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大筆金額從何
而來？市民是否需要作額外供款或繳付更多稅
項？周永新表示，報告尚未完成，一切留待報告
內詳細分析，以及聆聽公眾意見。但他認為，假
如他日需要額外供款，目前條件亦比較成熟，
「強積金成立已逾10年，一般市民及打工仔已習
慣供款，如果將來需要供多一點，已有機制可
循，舉例要下個月多供1%，已可即時做到。」

七一前提交港府
周永新認為，市民對策劃退休後生活的意識
高了，需要為自己退休生活留多點儲蓄。他又
指出，有關研究要根據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
的報告，更新資料及預測推算，預計 7 月 1 日前
向政府提交報告。對於有指周永新遲交報告，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在一個場合上指
出，扶貧委員會最初要求周永新的研究團隊在
今年年中之前提交報告，而有關報告已達「埋
尾」階段，周永新亦很有信心在 7 月 1 日前一定
可提交報告，實際上並沒有遲。

長者生活津貼
■領取資格：年滿 65 歲，成為香
港居民最少7年，並在申領津貼
前連續居港最少1年。單身人士
每月入息不超過7,090元，資產
限額不超過20.1萬元；夫婦二人
限額則為11,360元及30.4萬元
■每月津貼：2,285元
高齡津貼 (生果金)
■領取資格：年滿 70 歲，成為香
港居民最少7年，並在申領津貼
前連續居港最少1年
■每月津貼：1,180元
綜援
■領取資格：成為香港居民不少
於1年，並在取得香港居民身份
後，在香港總共居住滿1年。單
身健全人士資產不超過 26,500
元；兒童、長者、殘疾或經醫
生證明為健康欠佳人士資產不
超過41,500元
■每月津貼：視乎個案情況而定
「全民老年金」構思
■領取資格：年滿65歲
■每月津貼：不低於長者生活津貼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港府日前公布，
計劃放寬「低收入家庭津
貼」的工作時數要求，社
會各界深表歡迎。然而，
受立法會議員拉布影響，
原定明年 10 月推行的低
津或要延期，20.4萬個受
張建宗。 聶曉輝 攝 惠家庭、合共 71 萬人或
受影響。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強調，當局
希望可在今個年度的立法會財委會最後一次會
議，即7月11日前通過撥款，才能全面展開計
劃，以期趕及明年10月開始接受申請。

張建宗：望休會前通過
立法會會議受拉布影響下，多個撥款項目
均受到阻延，張建宗昨日出席一個場合後表
示，十分關注「低收入家庭津貼」計劃會否
受到阻延。他重申，當局計劃今早在立法會
扶貧小組上詳細介紹低津詳情，並在下月 11
日的立法會人事編制委員會申請開設逾 300
個公務員職位，並要準備撥款做前期的工
作，例如資訊科技系統及租地方等。
他續稱，根據時間表，當局期望在 7 月 4
日，最遲於 7 月 11 日今個年度立法會休會前
最後一次財委會上獲准撥款，才能全面展開
計劃，務求希望在明年10月開始接受申請。
張建宗又重申，當局公布計劃初步構思
後，不少團體及政黨均憂慮每當遇到長假
期，市民工時便會受影響，因而未能達到領

取基本津貼的 144 小時，甚至是高額津貼的
208 小時工時要求，故當局決定將高額津貼
的工時要求放寬至192小時。

有薪假期計入低津工時
他又表示，體諒到打工仔或因放取有薪年
假而在某個月份未能達到工時要求，當局會
採取一個比較寬鬆與合理的做法，「只要是
有薪的假期，我們便會當作是上班，即是計
算入工時，這變相也是鼓勵作息的平衡。」
對於有團體認為放寬至 192 小時仍然不
夠，仍有一些時常轉工或當兼職的人未能受
惠，張建宗強調，低津必須作出平衡，既要
鼓勵基層市民就業，亦要顧及工時要有一定
的合理要求，「如果工時太低，可能會因為
津貼而減低工作意欲，造成反效果。」他再
次強調，192小時已是當局的底線。

鼓勵就業自強達雙贏
他又提到，當局已顧及單親家庭未必能達
到每月工作144小時的最低要求，故該些家庭
只要做夠 72 小時，便可領取每月 1,000 元津
貼，「每名小朋友的800元津貼，更是不論工
時長短，只要合乎計劃要求的受惠家庭，便可
領取。」此外，如有單親家庭每月工作不足
72小時，只要一個月有36個小時，已可領取
600 元津貼，而小朋友的 800 元津貼依然不
變。張建宗認為，低津對於鼓勵就業、自強不
息、防止跌落綜援網，以及釋放勞動力十分重
要，「整個計劃的部署其實是雙贏。」

馬時亨：擴稅基免結構財赤

低津撥款憂遇拉布 影響 71 萬人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
治祖）長遠財
政計劃工作小
組早前發表報
告，預測本港
最快 7 年後出
馬時亨。 莫雪芝 攝 現 結 構 性 財
赤，並提出控制開支、設立未來基
金等一系列建議。曾任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的馬時亨昨日對報告的
觀點表示認同及肯定，並建議本港
應檢視人口政策，研究增加間接稅
擴闊稅基，及研究輸入專才與推動
經濟轉型，避免結構性財赤。

研輸外勞 添經濟動力

馬時亨昨日出席一午餐會，就香
港長遠財政問題發表演講。他表
示，社會應仔細了解有關報告的內
容，意識到「未雨綢繆」的重要，
避免香港未來需「舉債度日」。他
指出，香港長遠財政「支出增加、
收入受威脅是不爭的事實」，又指
解決問題「不容易、需要很大決
心，要市民支持政府」，並避免問
題10年後浮現才作處理，否則就為
時已晚。他又建議，政府長遠應該
檢視人口政策，應付人口老化對稅

收及競爭力的影響；嚴守應使則使
及用者自付原則；研究增加間接稅
擴闊稅基，及在經濟轉型下工夫，
研究輸入勞工及專才增加經濟動
力，避免結構性赤字。

人口老化 增開支壓力
他解釋，香港人口老化，老年撫
養比率 (65 歲或以上人口與 15 歲至
64 歲人口的比率 )會由 2012 年 的
18.3%增加至 2041 年的 49.7%，將
對香港的公共開支構成壓力。此
外，香港政府的支出調整彈性小，
同時香港的稅基狹窄，利得稅及薪
俸稅等直接稅佔收入大部分，令政
府收入容易受經濟情況、人口老化
等影響而下降。
馬時亨又強調，擴闊稅基是有困
難，可能再次討論的契機是在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時，讓選民探討香
港長遠願景，這亦包括輸入外勞增
加香港競爭力。他坦言這需要政府
有很大的決心、認受性高才可逼迫
立法會處理問題。被問到普選會否
令政府傾向福利主義，馬時亨表示
不擔心，因為相信香港人「眼睛雪
亮」，不會接受將錢「派晒」的特
首，同時基本法亦規定政府需「量
入為出」。

錢從何來？最惹爭議

「全民老年金
全民老年金」
」構思
與現行保障計劃比較
與現行保障計劃比
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全民退休保障討論多年，社會各
界意見不一，其中一個爭議是
「錢從何處來？」；而全民退休
保障亦或涉及供款問題，更為打
工仔所不願。有政黨期望，研究
報告的建議必須有「可行性」且
能凝聚社會共識，否則難以實
行。有學者則指出，香港早應推
行全民退休保障，但必須解決財
政問題，當中是否影響到工商界
利益，是計劃能否推行的關鍵。

民建聯：期望提出可行方案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指出，該黨
一直建議當局就全民退休保障或
老人金分「三級制」，是在現有
的生果金及長者生活津貼之上，
再加一級，「只要 65 歲以上長者
符合某個水平的經濟審查，便可
獲每月 3,000 元津貼。」他表示，
如果按周永新建議，所有長者都
可劃一領取「全民老年金」，必
須先解決「錢從何來」的問題。
他指，民建聯曾做過民調，市民
一般都不願意在強積金以外再額
外供款，期望周永新提出可行方
案，令社會易達共識。

工聯會：政府撥500億種子金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對周永
新列出清晰的提交報告日期，並詳
細分析各種方案的利弊表示歡迎。
他認為，設立全民退休保障之初，
財政必須穩健，故建議由政府撥款
500億元作種子基金，再從土地基
金撥資源承擔龐大開支，「我認為
僱主及僱員都要承擔，當局亦應一
併將長津及綜援的資源統一起來，
才能有持續性。」

鍾劍華：工商界取態成關鍵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
指出，世界各地不少地方都設有類似全民退
休保障的制度，並由政府包底提供「基本養
老金」，金額大致上劃一，屬較公平的做
法，「例如丹麥，只要在15歲後住滿40年，
便可在65歲領取。」
他指出，香港早應推行全民退休保障，但
港英政府曾於 1993 年推行由在職人士及僱主
各供款薪金 1.5%惹來極大批評，如今要用類
似形式推行便更難，「因隨人口老化，供款
的人數只會愈來愈少，領取津貼的人則會愈
來愈多。」他認為，當局如推行全民退休保
障或「全民老年金」，必須先由政府承擔種
子基金，再將財政盈餘的某部分撥落去，如
計劃因涉及供款而影響到工商界利益，工商
界的取態將成計劃能否推行的關鍵。

劉展灝：必須全民承擔供款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劉展灝認為，「如果每人都
可在65歲時領取津貼，構思是好，但錢從何來
是關鍵。」他認為，必須全民承擔供款，例如從
薪俸稅或入息稅的某個百分比撥入基金，就連綜
援受助人都應該承擔，但比率可減少，政府亦必
須參與，「如果只是從強積金上加大供款金額，
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工商界亦不會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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