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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領導的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已向行政長官提交諮
詢報告，而行政長官亦剛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
告，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否需要就2017年行政
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作出修改，正式啟動政
改「五步曲」的第一步。
諮詢期間，我們強調「有商有量」、「有根有
據」，希望市民「把握機會、實現普選」。正如諮詢
報告指出，廣大市民的確熱切期盼在2017年以「一人
一票」普選行政長官，但在一些重要議題上，社會意
見仍有極大分歧。此時此刻，站在普選行政長官的十
字路口，值得我們重溫一些重要角度，為普選行政長
官凝聚共識，尋找出路。
第一是歷史角度。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目標，

來自1990年頒布的《基本法》，而非《中英聯合聲
明》。當年，立法局還沒有由地區直選的議員，但全
國人大頒布的《基本法》，則納入了行政長官和立法
會全部議員最終由普選產生的目標。至於香港可以於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這時間表，是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年的決定所確立。如果沒有《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2007年的決定，我們現時討論2017年普選行
政長官，根本沒有任何基礎。

港政制設計須遵循人大規定

第二是憲制角度。國家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設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條表明全國人大授
權香港特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
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基本法》第十二條表明香港特區是一個享有高度自
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作為一
個地方行政區域，而非一個獨立政治實體，香港政治
體制的設計和發展，必須遵循全國人大根據憲法的規
定。
中央在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程序中，

有明確而實質的角色。《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經
普選產生後，須由中央任命。行政長官亦須執行中央
政府就《基本法》規定的事務發出的指令。因此，普
選行政長官不單是香港人的事情，亦是關係到中央與
地方關係的國家大事。

基本法不能任意演繹及背棄
第三是法律角度。《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普選

行政長官須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
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我們在諮詢期內一直強調，政
改討論必須要以《基本法》為基礎。我們在諮詢報告
亦引述社會上有意見認為一些繞過或削弱提名委員會

權力的方案，很可能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經過合理程序制訂出來的法律，尤其是像《基本

法》一類憲制性法律，是不能任意演繹的，更不能輕
率背棄。如果政府提出於法不合的方案給社會和立法
會考慮，政改工作只會走冤枉路，難有成功的機會。

「大我」為本政治 才是真正政治
第四是政治角度。「五步曲」中最難走的一步，

是取得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意味着
方案要獲得一定程度的跨黨派支持，也意味着黨派
之間必須有一定的立場調整和妥協。我理解當前社
會的政治氣氛是緊張的，諮詢期過後社會上仍有不
少市民表達他們對政改方案的不同意見。這些意見
特區政府和立法會議員都需要尊重。我相信，真正
的政治，應該是為社會謀取最大的長遠和整體福
祉。如果大家能「心存大我」，為着實現普選的目
標，大家多走一步，嘗試化解分歧，甚至放下一些
原有的堅持，共識並不是遙不可及的。我認為，這
種以「大我」為本的政治，才是真正的政治，也是
社會看政改應有的眼光。
最後，就政制發展，除了要看「歷史角度」，也需

要向前看。不少人把2017年的普選制度看成是政制發

展的終局，令
不同的陣營更
加壁壘分明，
捍衛自己支持
的普選安排。
在這一點上，
我的個人看法
是 實 行 普 選
後，相關制度
仍可作出完善。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重要的一
步，這一步一踏出後，全港五百多萬的合資格選民就
可以「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這個特區政治制度的
重要組成部分就永遠不會走回頭路，而是再往前走，
可以不斷完善。
政改「五步曲」踏出第一步，我們和普選行政長官

這目標的距離便拉近了。待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是否需
要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作出決定後，特區政府會在
年底左右就具體方案進行諮詢。我再次呼籲大家能繼
續以理性務實的態度討論政改議題，收窄分歧、凝聚
共識，實現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讓全港五百多萬的
合資格選民能以手中一票，選出下任行政長官。

（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踏出落實普選的第一步
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聽障學生能克服身體缺
陷，升讀大專或大學並非易事，而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近
日針對聽障生的質性研究就發現，這類同學在升讀專上課
程時，遇上不少困難，包括在入學前的小組討論面試，學
生未必能聽到他人的發言，影響取錄的機會。上課時，有
些老師愛在課室內邊走邊說，播放錄像教材時又無字幕，
同學亦難以掌握重點。

升大專小組面試 討論聽不清失分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早前進行了兩次焦點訪談，合共接
觸了11位聽障大專生，了解他們上學的情況以及困難。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聽障學生支援服務委員會及研究諮詢
委員會主席冼權鋒表示，該會的質性研究歸納出聽障學生
的不同困難，包括入學前，學生要參與小組討論面試，但
一些小組討論的面試，會影響同學的發言機會。
此外，上課時，有些老師或未有注意到聽障學生的需

要，有時他們慣了在課室邊走邊說地授課，又或播放錄像
教材時，不設字幕，片段亦多為英文對話，令聽障學生錯
過一些課堂重點。他又指，院校普遍沒有提供適度的協
助，包括情緒和學習支援。

團體倡院校入學前提供支援
就以上困難，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總幹事黃何潔玉建

議，院校應主動了解聽障學生的需要，於入學前為他們舉
辦課程資訊日，介紹各科的教學模式，讓聽障學生能夠對
學科有清晰的概念，能夠就個人興趣和能力去選擇最合適
的課程。對於面試安排，亦有改善的空間，院校應盡可能
避免小組討論，安排較安靜的面試地點，讓聽障學生能夠
專心於面試，發揮應有的能力，減低不公平的情況。
於入學後，院校亦應能提供不同的支援，以協助聽障學

生的學習，例如為學生安排筆記記錄員，於上堂期間為學生筆錄
重點，方便他們明白內容；同時鼓勵老師佩戴無線調頻系統(FM
機)，令學生能直接聽到老師的說話，減低環境雜音的影響。最後
促進會亦建議政府資助學生購買助聽器，以應付學習的需要。
應屆文憑試考生陳韻寧即將入讀自資院校的高級文憑課程，因

患有聽覺神經瘤而剩下3成至4成聽力的她，坦言於入學前的面試
效果欠佳，原因是院校沒有按她的需要去安排特別的面試，是次
經驗令她自信心下降。她寄望院校未來能為她提供學習上的支
援，解決學習上的困難。

失業率3.2% 半年首回升
總就業人數按年續增 張建宗：勞工市場仍緊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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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韓詠儀）《香港電腦通訊節2014》雖
然要到下月22日至25日才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行，但一眾電子迷由
即日起已可「掃平貨」。香港電腦商會與部分參展商合作，以發展
電子商貿為目標，明天起與雅虎香港推出網上拍賣平台專頁，市民
可用「筍價」購買電子產品，更可獲贈兩張電腦節的入場券。
香港電腦商會創會主席張耀成指出，業務電子化是大勢所趨，

現時租金高、利潤低、人才短缺，而且大企業壟斷市場佔有率，
令中小企生存困難。拓展網上市場有助中小企尋求出路，若中小
企不努力提升競爭力，將很大機會被市場淘汰。

與雅虎聯手 網購後電腦節取貨
資訊科技日新月異，防毒軟件及相應安全驗證服務網上交易的

過程受到保障，因此，大會積極與多媒體公司合作，為市民提供
更多元化的服務，更方便及靈活的平台，並將於今年的電腦節與
雅虎拍賣聯手推出網上拍賣平台。
雅虎香港電子商貿主管陳浩然表示，市民可由今天起至8月8日

於雅虎拍賣以低於會場的優惠價購買各類型電子產品，成功購買
後更可獲贈兩張《香港電腦通訊節2014》門票，並在電腦節期間
即場換領已購買的產品。
內地大型媒體公司樂視網國際事業部副總經理何國豪表示，樂

視網將來港參與電腦節，並推出新產品，希望進軍香港市場。百
家匯的行政總裁梁偉豪亦指出，集團會大力發展電子商貿，旗下
的網上購物平台即將啓用，將提供家居生活用品供網民選購，市
民更可在電腦節體驗網上購物的樂趣。

電腦節推網拍 筍價掃貨贈門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統計處昨日公布今
年4月至6月的失業率，6個月來首度回升至3.2%。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有關天水圍實施
的「就業一站」先導計劃擬延長兩年。有議員質疑
計劃成效，又指全港不少地區的飲食及零售業都難
以聘請工人，計劃只集中於天水圍，難以協助其他
地區。勞工處回應指，目前全港已有多個就業中心
及招聘中心協助市民找工作。
政府在天水圍成立的一站式就業中心，過去兩年

共為逾1,600名市民提供過就業支援，當中大約5%
是自願參加，其餘逾90%是由社署轉介。此外，中
心過去兩年合共為逾419名領取綜援的失業人士找

到全職工作，社署認為措施有效。

失業率低求職少 望兩年後檢討
勞工處副處長吳國強昨在人力事務委員會上表

示，天水圍約70%居民屬中三程度以下；70%居民
領取綜援5年以上，部分更逾10年。他表示，當局
經過很多努力才能將他們從綜援網中找出來，覺得
措施有意義及減輕了政府負擔。他又表示，過去兩
年失業率偏低，要靠計劃求職的人較少，希望延長
計劃兩年後再檢討成效。
此外，今年度的預算營運開支要960萬元，有議
員指10名社工用兩年時間，只協助約400人就業，

不符合成本效益。工黨李卓人質疑成效，指「一個
社工成功處理到40個個案一年，即是一個月只成功
3個、4個個案，不太值得」；亦有議員質疑計劃未
能協助配對勞動力，自由黨議員鍾國斌表示，「全
港很多地方的飲食及零售業都難以聘請工人，你只
放在天水圍，其他地區的情況有需要都幫助不
到。」當局則指，目前全港已有多個就業中心及招
聘中心協助市民找工作。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昨日亦討論調高長期服務

金以及遣散費的上限。多名議員要求調高長期服務
金及遣散費至22,500元的上限，又要求當局研究取
消強積金對沖機制。政府則回應指，今年首季的就
業人口收入中位數為13,000元，現時22,500元的上
限已超越大部分人月薪水平，加上中小企多因財政
困難裁員，故不建議更改。

圍城「就業一站」見效 擬延長兩年

懲教署招240助理 空缺3年最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新高中文憑試畢業生再有另一新出
路，懲教署即日開始招聘240名二級懲教助理，空缺數目屬3年來最
多，最低學歷要求只需完成中五課程，月薪逾1.6萬元。懲教署職員
訓練院院長李國寶表示，過去逾半考生無法通過體能測試，呼籲有
志投考的市民提早鍛煉，同時多加留意時事，為面試做好準備。
懲教署從今日開始至本月31日招聘240名二級懲教助理，投考人
士須通過體能測試、小組面試、能力傾向測試、基本法測試，以及
最後面試，今年空缺數目比去年多65個。李國寶表示，招聘人數增
多與「佔領中環」無關，純粹為填補空缺，包括退休、升學、個人
理由等。

最低中五學歷 月薪逾1.6萬
最低學歷條件繼續維持在只需完成中五課程，便可進入招考程

序，入職薪酬為16,275元。若投考人士在文憑試或會考中考獲5科2
級或以上成績，月薪更可達17,245元。李國寶預計，投考人數與以
往相若，約有7,700人，並指參考過往經驗，體能測試仍然是考生要
面對的最大難關。

過去逾半考生體能肥佬
體能測試的內容包括800米跑、仰臥起坐、穿梭跑、俯撐取放、
立地向上直跳合共5個項目。李國寶表示，過去逾半考生無法通過體
能測試，除800米跑以外，其他項目都考驗考生不同肌肉部分協調程
度，呼籲有志投考的市民，瀏覽懲教署網站上有關示範短片，提早
鍛煉，以符合署方的體格要求。
李國寶又指，體能愈好不代表成功投考機會愈大，「體能達最低

要求，便可進入下一步測試。成功入職與否，取決於面試表現。」
他提醒考生，多留意有關懲教的時事資訊，包括關心香港事務、提
升個人應對及分析能力。
他強調，政府會按照一貫招聘立場，只考慮考生的能力和學歷是

否適合，不看政治背景，更不會要求考生對政治表態和簽署意向
書。獲取錄的二級懲教助理學員，須接受23個星期的留宿訓練，包
括學習法例及學術科目、體能訓練，以及處境和模擬實習等。試用
期為3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香

港失業率經過5個月維持不變的水

平後，終再現升幅。政府統計處昨

日公布，今年4月至6月的最新失

業率為3.2%，較對上一個季度微升

0.1 個百分點，失業人數增加約

5,300 人。同期的就業不足率則維

持1.5%不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表示，失業率仍屬低水平，總

就業人數則按年續見輕微增長並貼

近歷史高位，反映勞工市場依然緊

絀。

統計處昨日公布，最新失業率微升至3.2%，失業
人數由今年3月至5月的120,900人增加約5,300

人至126,200人。同期的就業不足人數則減少約1,800
人至58,000人。此外，總勞動人口增加約10,100人，
總就業人數增加約4,800人至逾374.8萬人。
與上一個季度相比，最新失業率的上升主要見於清
潔及同類活動業。就業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見於樓
房裝飾、修葺及保養業，下跌則見於建造業內的地基
及上蓋工程與餐飲服務活動業。
張建宗指出，失業率繼連續5個月維持不變後微升

0.1個百分點，但仍屬低水平，「總就業人數按年續見
輕微增長並貼近歷史高位，反映勞工市場依然緊絀。」

消費市道放緩料續添壓力
張建宗指出，儘管整體失業率在近期仍處於較低水

平，但近月本地消費市道有所放緩，加上源自新一批

畢業生及離校人士的新增勞工供應，或會逐步對勞工
市場構成一些壓力。他又謂，世界各處地緣政治風險
升溫以及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潛在影響，依然值得
關注，當局會保持警覺，密切注視相關發展；勞工處
亦會繼續為求職者提供全面的就業支援服務。

勞工處不同地區舉行招聘會
勞工處會繼續於不同地區舉行大型招聘會，以促進

就業資訊流通。除了本周正在舉辦的「將軍澳招聘
會」外，該處亦將於下月13日至15日在屯門大會堂舉
辦另一場大型招聘會。此外，為促進青年人就業，勞
工處於今年5月至8月期間，推出特備就業支援項目
「青年就業大本營」，透過多項培訓課程和互動劇
場，協助應屆中學畢業生提升求職面試技巧，在工作
崗位上發揮潛能和認識正確的工作價值觀；亦會為畢
業生提供職業潛能評估和擇業指導服務。

■冼權鋒(右二)表示各大院校應主動與聽障學生溝通，了解他們的
學習需要。 李穎宜 攝

■懲教署即
日開始招聘
240 名二級
懲教助理，
空缺數目是
3 年 來 最
多，最低學
歷要求只需
完成中五課
程，月薪逾
1.6萬元。
彭子文 攝

▲李國寶表示，過去逾半考生
無法通過體能測試。彭子文 攝

◀獲取錄的二級懲教助理學
員，須接受23個星期的留宿訓
練。試用期為3年。 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