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9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15年4月30日（星期四）

黃友嘉：積金撤對沖須獲共識
爭議大不能輕舉妄動 指強制供款率長遠可上調

何俊賢組「活雞業聯席」
整合業界意見

抓緊「一人一票」機遇 逆民意「全港皆輸」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於2015年4月29日記者會講話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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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特區政府公布政改方案，讓香港五百萬合資格的選民，可以於
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首。
為了回應香港市民對民主的訴求，中央政府以最大的誠意，最良好的祝
願，按照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以及人大常委會的決議，讓這個歷史性
的創舉，成為可能。至於這個可能會否變成事實，選擇權在香港人手上。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那是歷史的必然。但是2017年香港「一人一票」
選特首，這並非歷史的必然，而是時代給予我們的一大機遇和一大選擇。
這機遇和選擇，考驗香港人的智慧和治港的能力。我們可以選擇實現這個
令人振奮的跨越，亦可以放棄這個難得的機遇，頑固地死守原地踏步的安
排。香港正站在歷史的轉捩點，大家站在這個歷史的十字街頭，我們下一
步應該怎樣走？

各地自有準則 並無國際標準
有部分「泛民」人士大聲疾呼：沒有「公民提名」的初選不符合國際標

準，政府公布政改方案的普選，並非「真普選」，「泛民」的說法是誤導
市民的。放眼世界，根本不存在初選候選人的國際標準，每個國家地域都
有一套自己的準則。事實是特區政府在人大決議下公布的政改方案，是合
憲、合法、合情、合理的真普選。
任何自由民主、文明進步的社會，不論每個人的政治立場怎樣不同，都
有大家一致認同、不可動搖的基礎。這個基礎之一，是大家都必需要遵從
憲法和法律，西方民主社會莫不以此為國家管治的金科玉律。應用在香港
政改方案這個議題，就是要合乎人大「8．31」決議和合符基本法。如果連
這個最基本的原則都反對，香港的民主發展便不會有共同基礎，香港的安
寧和繁榮亦會受到影響。

政府公布方案符合國情港情
政府公布的政改方案，提供給香港人的，並非是政改的終局，而是一個
邁向「一人一票」選舉的起點。這個起點合憲合法、符合國情港情，為香
港未來進一步發展政制，提供了堅實穩固的基礎。
這個政改方案，在兩個月之內就會在立法會進行表決。我們70位議員當

中，大部分議員，包括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都已經表態支持政改方案。但
立法會內的「泛民」陣營仍然執意表示會投反對票，意圖以「綑綁投票」
的方式，窒礙個別「泛民」議員順應民意，支持方案。
若果「泛民」議員堅持這個綑綁方式，令到政改方案未能得到三分之二

立法會議員支持而被否決，只會令「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機會變得遙遙無
期、進而令到香港目前已非常嚴重的內耗加劇，令到我們急需處理的問
題，包括經濟、房屋土地、醫療、社會保障等問題繼續停滯不前。
否決政改方案會令全港皆輸。內地和亞洲的大城市都在集中精力，爭取

發展，且是高效的發展，它們取得的成績正在迫近香港，甚至有超越香港
之勢，居安思危，難道我們還能將這個落後於人的警號視而不見嗎？此
外，我們亦要關心內地對香港的看法，互信尤為重要和珍貴。如果內地對
香港的信心動搖，我擔心香港亦會受到衝擊。

否決賠上港前程 要迷途知返
香港若繼續糾纏在沒完沒了的政改爭拗中，容許內耗不絕的話，我們只

會進入一個全港皆輸的局面。我可以理解「泛民」議員要追求他們的民主
夢，但若他們尋夢的旅程要賠上香港的前程的話，他們便得要迷途知返。
民主是一個進程，我們如果可以在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是向前

邁進了一大步，亦讓香港的政局可以走向穩定，令我們可以集中精力，為
香港未來的發展再創新高。今天，國家正走在高速發展的道路上，今天的
中國，比昨天的中國進步了很多；明天的中國，我深信會令所有中國人—
包括香港人—感到更加振奮和驕傲。這是歷史大趨勢，香港不但能夠為國
家的進一步發展作出貢獻，而且亦能跟隨國家一同起飛。
我確信，「泛民主派」中，也有不少議員良心上和理智上清楚明白，通

過政改是合乎香港利益、合乎香港民情、合乎大部分選民意願的。但是他
們可能亦擔心被標籤為「轉軚」、被視為「民主叛徒」。對他們來說，也
許跟從「泛民」大隊、接受綑綁投票，是比較容易的選擇。但我想呼籲他
們，退一步，想清楚，「泛民」議員不想面對同儕「轉軚」的指控而漠視
主流民意，最後是要面對廣大市民認為他們脫離群眾的真正壓力。
我們身處大時代、香港歷史的轉捩點。這個時代，需要大部分有理性的

「泛民」議員，拿出政治家的胸襟、代議士的智慧、思想家的承擔、獨立
思考者的道德勇氣，拒絕綑綁，憑政治良心投票，讓香港五百萬選民普選
特首的期望得以實現。他們支持政改這一票，會讓全港市民見到：「泛
民」議員，到了歷史性的關鍵時刻，會展示他們的氣魄和眼界，道德和承
擔。這樣做，才會無愧於自己、無愧於選民、無愧於香港。
為此，我呼籲香港市民，以和平、理性的態度，踴躍表達你們的意見，

讓你們選出來的議員，清楚知道，通過政改，是重中之重，是民心所向。
我也呼籲所有的「泛民」議員，和其餘四十多位議員，與全港市民站在

一起，讓政改方案，在立法會一致通過。
通過政改方案，不單標誌着香港民主的大跨越，亦同時標誌着經過多年

的反覆辯論、經過不斷的吵吵鬧鬧、經過長時間的內耗和折騰、經過「佔
中」和反「佔中」的撕裂，香港廣大市民終於找到長遠的方向和出路。香
港人渴望大家求同存異，攜手前進。通過政改，可以讓港人重新團結，重
新飛躍，重拾希望；一同為香港創造新的奇蹟，創造社會發展的大時代、
經濟發展的大時代、民生改善的大時代。
多謝大家。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打工仔有否試過放工
後仍要用手機處理公務？有調查發現，有近一半打工仔
放工後仍需要用手機工作。有44%受訪者坦言對這類
「隱性加班」感到壓力。調查機構建議僱主應給予僱員
合理的休息時間，並加快標準工時立法的研究工作。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15日至25日以電話訪問1,092名

打工仔，調查結果顯示，打工仔最重視的工作條件為
「工作與生活平衡」，其次為「與同事的關係」，「薪
酬」則由第一位降至第三位，與「福利與津貼」同級。
整體工作滿意度方面，有29%受訪者表示「非常滿

意」及「頗滿意」現時工作，「一般」佔41%，坦言不
滿意則有29%。而打工仔現時最滿意的項目為「工作穩
定性」，最不滿的則滿為「晉升機會」，結果與往年相
若。

「加班族」每周加班逾10小時
而工時亦成近期社會焦點，結果顯示「加班族」日均

至少需加班2.2小時，而若以一周五天工作計算，「加
班族」普遍每周需加班超過10小時。不過，有達57%受
訪僱員稱沒有加班補償，只有32%稱公司有補償。有
59%受訪者表明贊成標準工時立法，不贊成則佔23%。
同時，有49%受訪打工仔稱需要「經常」及「間中」

透過即時通訊軟件如WhatsApp或微信等手機程式處理
公事，另外50%則指「很少」及「從不」在下班後用手
機處理公事。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指出，本港僱員整體工作滿意度

連續兩年下跌，顯示僱員的工作條件及環境有所轉差，
長時間超時工作亦會影響僱員生活質素及健康，造成人

力資源耗損，不利企業長遠發展。
協會建議僱主善用科技提升工作效率同時，也給予僱員合理
休息時間。協會又促請政府，加快標準工時立法的研究工作，
締造企業及員工雙贏局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葉佩妍）
內地活雞供應至今仍未全面恢復，不
少與活雞相關的行業也叫苦連天。為
集中業界的聲音及促進兩地衛生部門
的溝通，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
聯同本地活家禽批發商、本港雞場負
責人、零售雞販及家禽運輸業界等，
臨時組成「香港活雞相關行業聯席會
議」，並由何俊賢擔任會議召集人。
何俊賢昨日與活雞相關行業的持份

者會面，並一致贊成組成「香港活雞
相關行業聯席會議」。何俊賢指，由
於業界內不同持份者的利益考慮均不同，所以會出現不同的建
議，可能會令市民及政府無所適從。因此，他稱，聯席會整合
不同的聲音，就本地活雞相關行業面對的挑戰提出意見。

擬組團拜訪檢驗檢疫局
被問及聯席成立後的首要工作，何俊賢指，「我們會整合業

界的意見，然後約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希望與局方商
討盡快解決現時活雞供應短缺，以及零售價高企的問題。」何
俊賢又稱，聯席又會考慮組團拜訪內地檢驗檢疫局，了解內地
與本港政府就恢復內地活雞溝通的進度。
本港雞場場主鄧偉麟已加入聯席，他表示，「去年出現禽流感

後，內地供港的雞苗只有平時的四分之一，直到現在還未全面恢
復供應，現時已有一個雞場因雞苗供應不足而真空，該雞埸的出
雞量佔業界三十分之一。」鄧又稱，因活雞供應量少，很多雞的
飼養日數未足，便要趕緊推出市場。他希望，聯席能盡快與高永
文見面，以及組團拜訪內地官員，解決他們的困境。
另外，港九雞鴨行職業公會副主席馬平龍指，現時活雞零售

價高達每斤60元至70元，以適齡3斤雞計算，平均一隻活雞約
售200元，市民難以負擔。家禽運輸業方面，九龍家禽營運同業
商會會長楊志倫則稱，由於活雞數量大減，生意額只剩下約
40%，不少運雞車司機已停工4個月，收入大跌。他希望港府盡
快與內地溝通，全面恢復內地活雞供應。

■■何俊賢指何俊賢指，，聯席會整聯席會整
合業界不同的聲音提出合業界不同的聲音提出
意見意見。。 梁祖彝梁祖彝攝攝

強積金過去一直被形容為「回報低、收費
高」，黃友嘉昨日與傳媒茶敘時承認，強積

金制度有完善空間，但確有有部分人對現行制度存
有誤解。他指出，自強積金於2000年12月推出以
來，截至今年3月底，資產總值已接近6,000億
元，當中約1,500億元屬投資回報，平均每年淨回
報為4.3%，跑贏同期的1.8%通脹率。

退休支柱 應「做大做強」
黃友嘉認為，4.3%的回報率孰高孰低見仁見
智，但不能將之與恒生指數及股票直接比較，因為
不少人是將強積金投資等同於銀行存款的低回報產
品。此外，積金局亦一直致力推動基金收費向下
調，並採取多管齊下的減費措施，令強積金平均收
費由2007年的2.1%降至今年3月底的1.62%。

黃友嘉又指出，或有人認為自己有儲蓄規劃，根
本毋須額外的強制性儲蓄計劃，但他卻認為，並非
每個人都有條件與能力做好規劃，「立法強制便等
同乘車須扣好安全帶，是一件好事。」他指出，強
積金作為退休保障的一根重要支柱，應將制度優
化，把它「做大、做強」。
展望未來兩年的工作重點，黃友嘉指首要為落實

預設投資策略(簡稱核心基金)及研究推行「積金
易」。他指出，積金局現正與業界商討核心基金細
節，包括基金結構、披露規定及收費計算方法等，
期望明年年底正式推行，並帶動收費進一步下降。
至於「積金易」方面，他期望可透過一個電子渠

道集中收集供款，並透過中央紀錄冊自動計算及遞
交供款資料，讓僱主及計劃成員可更方便及快捷地
處理各項強積金事宜。積金局預期下月委聘顧問研

究可行方案並進行成本效分析，並於今年第四季完
成。

勞資強制供5% 水平不算高
被問及取消對沖的立場時，黃友嘉指積金局屬監

管及執行機構，並無相關權責。他補充，由他擔任
主席的香港工商專業聯會認同對沖應該取消，但強
調個人立場亦不能凌駕董事會，且必須先讓社會取
得共識。
另一方面，黃友嘉指強積金自願性供款額由

2005年第四季的7億元上升至今年第一季的37億
元，佔整體強積金供款的22%，顯示僱主與僱員對
強積金的信心愈來愈大。他指出，現時僱主與僱員
各強制供款5%的水平不算高，長遠有上調空間，
但前提是必須讓市民對強積金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隨着香港逐漸步入高齡

化社會，退休保障對市民更形重要，強積金對沖問題更一直

困擾打工仔。新任積金局主席黃友嘉昨日表示，強積金制度

有完善空間，但取消對沖屬港府政策範疇，非積金局職權範

圍，且議題爭議性大，必須在社會上取得共識，不能輕舉妄

動，否則只會徒勞無功。但他補充，由他擔任主席的香港工

商專業聯會認同對沖應該取消。黃友嘉又指出，強積金的強

制性供款率長遠有上調空間，期望他日市民對強積金取得更

大信心後，願意提高供款率，令退休後的生活獲得更大保

障。

■■黃友嘉指黃友嘉指，，強積金的強制性供強積金的強制性供
款率長遠有上調空間款率長遠有上調空間。。 聶曉輝聶曉輝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袁楚
雙）近年港人對日本清酒趨之
若鶩，帶動本地日本酒商的零
售成績按年上升逾一成，並對
來年營業額預測保持樂觀。尖
沙咀一商場明天起一連17天舉
辦「清酒文化祭」，一次過展
示來自日本20個縣、逾百款清
酒，並藉此向公眾傳授日本清
酒的文化知識。
於香港有分部的日本酒商
「真澄」營業代表李天彥指
出，2011年日本大地震後，日
本政府為振興經濟，積極向國
際市場推廣日本清酒，而香港
是其中一個主力推廣的市場，
近三四年已有近300個日本酒
莊進駐香港，「分分鐘香港飲
到嘅清酒種類仲多過東京、大
阪。」
公司有引入日本清酒出售的
興隆食品有限公司董事伍智聰
表示，日本酒的配搭其實五花
八門，烹調日本料理會用蒸、
煮、燜等的方法，與中菜有異
曲同工之妙，因此公司研究中
菜與清酒配搭，讓客人有新體
驗。本港首批清酒品酒師陳銘
基亦指，以前的日本清酒少人

研究，予人神秘之感，但近年
有關清酒的知識與技術漸漸透
明化，課程亦由日文版本，演
變成兼備中、英版本，使清酒
知識愈趨公開。
City'Super 集團副總裁大桶

貴之透露，公司約有三成的酒
存貨為日本酒類，比例與過去
10年相若，變化的是港人對日
本清酒的種類要求愈見刁鑽，
公司亦因應港人口味多引入限
量、季節性限定的酒類。他透
露，去年有關日本清酒的營業
額約上升10%至12%，預計今
年業績可達15%增長。
海港城海運大廈露天廣場由

5月1日至17日化身清酒街舉
行「清酒文化祭」，屆時有導
「嚐」團、工作坊等讓公眾一
窺日本清酒文化的神秘面紗。
同場供應過百款日本佳釀，包
括得獎清酒「鍋島大吟釀三十
六万石」、「獺祭二割三分純
米大吟釀」等，一枝售價介乎
200元至900元不等，公眾即
場捐款港幣120元予「東日本
大震災兒童未來基金」，可換
領一套 10 張品酒劵入場體
驗。

▲「清酒文化
祭」同場供應過
百款日本佳釀。

劉國權攝

◀「清酒文化祭」
傳媒預覽，首辦清
酒導「嚐」團。

劉國權攝

商場清酒祭商場清酒祭 展逾百佳釀展逾百佳釀

■■董建華指民主是一個進董建華指民主是一個進
程程，，如果可以在如果可以在20172017年年「「一一
人一票人一票」」選特首選特首，，是向前邁是向前邁
進了一大步進了一大步。。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