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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香港內坑鎮
聯鄉總會於11月16日假旺角倫敦大酒樓舉
辦慶祝成立10周年、青年委員會成立4周年
暨第六屆董事就職典禮。

黎寶忠林樹哲林廣兆等主禮
香港中聯辦社聯部副部長黎寶忠，全國政
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林樹
哲，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林廣兆，香
港晉江同鄉會會長施能獅，福建同鄉會監事
長施維雄，香港籃球總會主席陳瑞添，福建
省晉江市內坑鎮鎮長張勁竹等出席主禮。林
金順榮膺會長。

晚宴筵開89席，來自菲律賓、澳洲、福
建、雲南、深圳市、廣州市等地的海內外內
坑鎮鄉親慶賀團，以及會員親友、各界人士
逾千人出席盛會，共同見證新一屆董事就
職。
林金順指，該會成立以來，在各級領導和

社會賢達、鄉親的支持資助和關懷下，歷屆
會長秉承創會宗旨，廣泛團結旅港鄉親，積
極參與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各項社會活動，
支持國家和家鄉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為會
務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林金順膺會長：必竭盡所能

林金順表示，承蒙會員、鄉親關懷和厚
愛，擔任本屆會長，深感責任重大，必竭盡
所能為鄉親做事，期望鄉親與前輩給予指
導。他感謝海內外慶賀團來港出席就職典
禮，為活動添彩。

曾泉南：響應「8．17反佔中」大遊行
前任會長曾泉南致辭時總結任內工作指，

兩年來會務進展順利，全靠香港各兄弟社
團、社會各界賢達和友好人士的關心與支
持。全體同仁秉承創會宗旨，開展內聯外
訪，組織50人團隊乘廈深高鐵到訪龍岩，
拜訪家鄉及鄉親，參與家鄉各項事業建設。

在香港參加慶回歸17周年嘉年華，並響應
福建社團聯會呼籲，組織隊伍，參加「8．
17反佔中」大遊行，體現該會鄉親愛國愛
港、維護香港根本利益的情懷。他期望青年
繼續為該會增添活力，薪火相傳，造福鄉
梓，並深信新一屆董事會將在林金順帶領
下，會務更上一層樓。
張勁竹祝賀新一屆董事成功就職。他指近

年內坑鎮借晉江動車站開通的良機迅速發
展，逐漸形成以動車站為中心的物流集散中
心，帶動家鄉經濟及各項事業發展，推動內
坑城鎮建設發展大跨越。他期望該會在會長
帶領下，凝聚海內外鄉親，推動社團事業登
上新高峰，為家鄉繼續貢獻力量。
晚宴上，大會安排豐富歌舞表演及幸運大
抽獎，頻頻舉杯，鄉情洋溢，賓主盡興。

內坑鎮鄉總慶10周年暨董事就職

■內坑鎮聯鄉總會第六屆董事就職典禮，賓主合影。 解玲 攝

宋哲勉福建社聯弘正氣
邀吳良好一行訪公署座談 闡述四中全會核心精神

宋哲在會上表示，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正加快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腳步，不再

是昔日規則的順應者，真正成為當今世界規則的制定
者，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負責任大國作用。APEC 21個
經濟體今年共提出100多項合作倡議，其中有一半來自
中國，中國將國家發展戰略和發展理念深度融入這次的
北京峰會，成為各國共識，引領亞太發展方向。
宋哲表示，香港在祖國支持下，經濟繁榮。過去13

年，香港轉口貿易額從1,800億美元增長至4,500億美
元，貿易中介活動解決了香港20%就業，貢獻25%
GDP。

宋哲盼港借內地改革開放「東風」
宋哲期望香港借助內地改革開放的「東風」，全世界

都在搭中國發展的高速列車，香港沒有理由掉隊甚至
「搭錯車」，在全球競爭中失色。
他讚揚福建社團聯會長期以來秉承「團結、包容、發

展」宗旨，為國家、為香港作出重要貢獻。他希望聯會
在現有條件上，加強青年樹立國家意識，引領港人加深
了解國家發展和對港政策，為國家偉大復興和香港繁榮
穩定作出更多貢獻。

吳良好：續為港和諧繁榮穩定貢獻
吳良好介紹聯會情況，指該會於1997年成立至今，

目前擁有團體會員220個，成員涵蓋福建省9個地市在
港註冊的各級閩籍社團組織，成為香港社會最具活力和
凝聚力的愛國愛港社團。他強調，該會將一如既往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維護香港和諧繁榮穩定發展作出
貢獻。
他又指，在香港政改問題上，愛國愛港力量和反對派
展開激烈較量。該會在大是大非面前，義無反顧堅決擁
護支持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於香港政改的

決定。該會先後動員鄉親5萬餘人次參加「8．17和平
普選大遊行」、反「佔中」簽名行動等，為維護香港核
心價值、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盡快恢復香港社會秩
序，推動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順利發展。

林樹哲盧文端林銘森陳金烈等出席

出席賓主尚包括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胡建中，福
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林樹哲，永遠名譽主席盧文端、林
銘森、陳金烈，副主席顏純烱、柯達權、施榮忻、姚加
環、陳聰聰、林明海、楊集文、王少華、蔡毅、王大
治、俞培俤、林懷宣、江孝燈、黃楚恒，常務副秘書長
兼總幹事周珊珊，秘書長陳萱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 香港福建社

團聯會主席吳良好一行21人，昨日應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宋哲邀請到訪公署，並舉行午餐

座談會。宋哲介紹了國際形勢、中國外交和

國內形勢，闡述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核心精

神，希望該會在吳良好帶領下，弘揚正氣，

發揮積極作用，為國家改革發展和香港繁榮

穩定作出新貢獻。

■吳良好(右)、林樹哲(左)等應宋哲(中)邀請到訪公署。
邵萬寬 攝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首長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前排左五)於午餐座談會上合影。 邵萬寬 攝

東莞同鄉總會
召開會員周年大會

通 告
　　本會訂於2014年12月19日(星期
五)下午五時三十分，在本會會所(旺角
砵蘭街368-370A耀中大廈4/F)召開會
員周年大會，有關議程如下：
(一)�通過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

31日年度財政核數報告。
(二)�委聘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訂其酬

金。
(三)�處理其他一般事務。

特此通知本會全體會員

  東莞同鄉總會
� �　�第34屆會董會

　　�二O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集體談判議薪非合謀定價
促釐清競爭例如何處理勞資關係 競委會研內容納入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香
港青年對前景欠樂觀，部分人屬於在
職貧窮的「窮忙族」，甚至認定自己
「窮足一世」。青協早前的研究顯
示，超過七成青年覺得難以找到有發
展前景的工作及提高社會階層，他們
認為住屋開支太大、個人學歷低，是
「在職貧窮」主因。對於自認「在職
貧窮」的青年，逾15%人估計需要10
年或以上才能脫貧，更有近一成人認
定自己永遠無法脫貧，情況令人擔
憂。青協建議關愛基金為有意進修的
在職低收入青年提供學費資助，鼓勵
商界推行大型就業實習計劃，為年輕
人提供更多機會。

嘆住屋開支大學歷低工種少
青協於今年9月至10月，以電話訪
問522名15歲至34歲的香港青年，當
中約63%人為學生；其餘為在職者；
約3%人待業。研究問及他們對港青
「在職貧窮」的看法，最多人認為住
屋開支、個人學歷及工種選擇少是在
職貧窮主因，分別有29.8%、25.4%及
24.9%。普遍受訪者對現時在港發展前
景感悲觀，72.1%人表示，提高社會階
層屬「幾困難」或「非常困難」；
70.5%人指難以找到有前景的工作；
77%人覺得難以負擔住屋開支。

9.5%人：僱主商界責任最大
對於改善青年「在職貧窮」情況，

41.9%受訪者認為最大責任在於個
人；37%受訪者指政府要負最大責
任；9.5%受訪者則認為僱主或商界責
任最大。

24%人樂觀 自信5年內脫貧
受訪青年中，113人自認處於「在職貧窮」狀

態。研究針對性了解他們對脫貧的看法，當中
24%人較樂觀，認為可於5年內脫貧；但逾15%
覺得需要10年或以上；9.7%人對脫貧絕望，認定
永不能做到。
研究又抽選了20名「在職貧窮」青年作深入訪

談，當中有青年指，因為學歷低，只能找到低收
入的基層工作，縱使有志進修會計課程，卻無法
應付在職進修所需的昂貴學費。青協副總幹事馮
丹媚表示，這正反映典型「在職貧窮」青年無法
脫困的「惡性循環」，認為社會可因應有關結
果，向有志改善受僱能力的青年提供更多機會，
並建議關愛基金考慮為低收入的在職青年提供學
費資助，讓他們以兼讀形式進修特定課程，獲取
認可資歷，從而提升在社會上的競爭力。
有份出席研究發布會的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社會

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認為，當局要多了解「在職
貧窮」青年分類，對症下藥，加強職業輔導支
援，讓低學歷的年輕人充分掌握職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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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本港
近日發生斬妻兒案，引起市民對家庭暴
力的關注。民建聯昨日發起請願行動，
呼籲關注家庭暴力問題，尤其是婦女被
虐情況，促請政府加強支援危機家庭和
宣傳教育。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昨日
到社會福利署遞信，要求有關部門評估
現時香港家庭暴力嚴重程度、加強社福
服務、檢討處理和支援危機家庭專業服
務模式等。
據社署資料顯示，香港去年呈報虐待

配偶或同居情侶個案有3,836宗，較前
年2,734宗上升40.3%。今年上半年，新
呈報個案已有2,044宗，逾80%受害人
為女性，推算全年個案數目將超越去
年。另外，今年上半年有426宗新報虐兒個案，主要為
身體虐待。

葛珮帆：應正視問題 加強教育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相信有關數字只屬冰

山一角，未能反映實際情況，因為婦女對暴力虐待認知
不足，通常只會啞忍，不會舉報。她指出，除了身體和

性暴力外，言語侵犯、精神虐待、經濟封鎖等亦屬暴力
一種，社會應該正視問題，建議當局必須加強教育及支
援家庭輔導工作，保障婦孺安全。
民建聯認為，政府要加強宣傳反暴力教育工作，提升

婦女及社會大眾對暴力的認知；並向受害婦女提供法律
支援服務；呼籲受害人舉報家庭暴力個案，保護婦女和
其他家庭成員免受暴力對待。

民建聯社署遞信民建聯社署遞信 促關注婦女被虐促關注婦女被虐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昨日到社會福利署遞信，呼籲關注家庭暴力問
題，尤其是婦女被虐情況。 張文鈴 攝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

周聯僑、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副
主任葉偉明等代表，昨日會見
競爭事務委員會主席胡紅玉，
雙方就事件交換意見。鄧家彪
會後指，會議有實質成果，並
強調會繼續聯同工會跟進《競
爭條例》對集體談判議薪安排
的影響。

鄧家彪：談判結果非強制
鄧家彪表示，建造業集體談
判議薪安排是業界採用已久的
方法，有重要的存在價值，又
強調綜觀全球實施競爭法的地
區，勞資雙方集體談判持續運
作。「競爭政策與勞工政策是
兩個截然不同的政策範疇，而

且集體談判下的議薪結果純屬
建議性質，並非強制性。」
鄧家彪指出，工會是工人代
表，工人作為僱員並不是經濟
實體，故勞資集體談判根本不
屬於競爭法規管的經濟實體之
間的合謀定價行為。
他未來會繼續關注《競爭
法》會否同時影響其他行業的
集體談判議薪安排。

周聯僑：助穩定行業生計
周聯僑強調，集體談判議薪
安排雖然得到勞資雙方認可，
亦具重要參考價值，但並非法
定約束指標，工人薪酬依然受
市場因素影響。他續說，議薪
結果提供薪金數據予法庭參
考，以裁決涉及欠薪或工傷賠

償的案件，所以議
薪結果對穩定整個
行業十分重要，並
直接影響建造業從
業員生計。
競委會正就《競
爭條例》草擬指引
進行諮詢，鄧家彪
指，工聯會將向競
委會提交書面意
見，強烈要求指引
明確釐清條例如何處理集體談判
議薪及勞資關係的安排。他表
示，競委會反應正面，並表示會
積極考慮把有關內容納入指引。
鄧家彪指，有關早前消委會

評論建造業界集體談判議薪安
排的言論，是「無根據」和
「超越權責」。

葉偉明：消委會批評「過火」
葉偉明批評，消委會評論

「過了火位」，建議他們應集
中關注在保障消費者權益的事
宜上，而非越權評論工人集體
議薪的方式，期望消委會清楚
自己的角色。

工
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

鈴）消費者委員會及個別競爭
事務委員會委員早前指出，建
造業界集體談判議薪的安排或
牴觸競爭法。工聯會昨日約見
競委會，會後表示工人集體談
判議薪不等於合謀定價，又引
述競委會主席胡紅玉指「不用
過分憂慮」。工聯會將向競委
會提交書面意見，強烈要求指
引明確釐清條例如何處理集體
談判議薪及勞資關係的安排，
競委會反應正面，並表示會積
極考慮把有關內容納入指引。

■■鄧家彪表示鄧家彪表示，，建造業集體談判議薪安排有建造業集體談判議薪安排有
重要的存在價值重要的存在價值。。 張文鈴張文鈴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