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視重聘160人 限追欠薪
簽約即現金發薪一月 留守至4月1加等額獎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亞視將會繼續營

運直至4月牌照有效期結束。早前遣散全體員工

後，亞視昨日重新聘請大約160名員工，以維持

基本廣播運作，並向該批員工發出函件，員工簽

署後可即獲等同員工1月份薪金的現金，作為3月

份的工資，函件又列明最遲於3月尾再發放一筆相

同金額作為獎金或加班津貼，但員工簽署後卻不

能於4月2日前向亞視或臨時清盤人追討之前的欠

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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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來科學園招聘日數據
年份 參與公司 職位空缺 入場人數

（家） （個） （名）

2013 35 300 2,000

2014 40 412 2,500

2015 80 600 4,500

2016 100 1000 5,400

資料來源：香港科技園公司 製表：記者 趙虹

3月5日(第16/027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3月8日

頭獎：-
二獎：$644,500 （2.5注中）
三獎：$50,250 （85.5注中）
多寶：$14,234,567

17 26 29 32 48 49 40

針鋒相對
林鄭月娥：若政府實行不論貧富退保方案，政府
每年支出將增加226億

周永新：不應假設所有錢由政府支付，市民也有責
任付出

林鄭月娥：如果政府要籌集上百億元的資金，不外
乎增加稅收或開徵其他新稅，市民需認清楚這些負
擔

周永新：無期望政府承擔所有支出，政府不應有困
難就 「企咗喺度」，而是要想方法解決問題

林鄭月娥：政府在福利開支從每年400多億增加
662億，說政府見到問題「企咗喺度」，是不公道

「員工函件」內容重點
■條款跟員工與亞視現有的僱用條件基本相

同，由3月5日至4月1日

■中國文化傳媒於3月5日向簽署員工發放一
筆等同該員工1月份工資，作為3月份工資

■中國文化傳媒最遲於3月31日發放一筆相
同金額作為獎金及加班津貼

■除非簽署員工在服務期間辭職或主動離
職，中國文化傳媒不會要求該員工退還款
項

■亞視及亞視臨時清盤人毋須承擔有關安排
所致的任何責任

■員工簽署後，即同意於4月2日前不向亞視
或臨時清盤人追討之前的欠薪，但明白可
從破欠基金申請1月及2月的所有欠薪賠償

製表：記者 莊禮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女子也能
於創新科技業闖出一片天。「科學園職業
博覽」昨日於沙田科學園舉行，參與公司
及規模為舉辦6年來之最，100間科技公
司提供合共1,000個職位空缺，吸引5,400
名求職者到場。按此計算，即每個空缺有
約6個求職者競爭。80後的科技公司負責
人表示，創科業素來男多女少，惟近年情
況大變。更有公司職員直言，修讀生物系
的男女比例已由多年前的8比2，改變至6
比4，認為創科業不再是男生獨攬，女生
亦不遑多讓。
科技園公司昨日於沙田科學園舉辦

「科學園職業博覽2016」，共有100間園
內科技公司提供合共1,000個全、兼職及
實習的職位空缺，參與公司及規模為舉辦
6年來之最，吸引5,400名學生、應屆畢
業生及求職者到場。場內人流不斷，不少
求職者即場填寫職位申請表，當中不乏女
性。亦有求職者套裝打扮，以作即場面
試。

工程與生物兩科 系內男女6:4
大學工程系應屆畢業生王小姐昨日與

同系的曾小姐，首次到職業博覽尋找心水
公司。有意從事電子工程行業的她直言，

想不到人流這麼多，認為由於現階段尚未
有目標公司，故未擔心職位競爭問題。她
又指，近年女生修讀工程系數字有明顯上
升，「實行DSE之後，學系男女比例已
由7比3，升至6比4」。
美國交換生Ethan Jen為科技大學計算

機科學系二年級生，特前來尋找實習空
缺。他有意留港發展，指香港創科業發展
雖比不上美國，惟行業已不斷成長，具發
展潛力，直言有信心獲聘。
首次參加的薈新科技有限公司計劃招

聘助理研究員、實習生等合共4個職位，
截至下午一時，已收到逾50份履歷表。
23歲、公司助理研究員梁慧盈有信心聘
請足夠人才，又指人流比想像中多，準備
好的60份職位申請書已派發完，故已加
印約40份，估計「可能還要加印3、4
次」。畢業於浸大生物系的她又說，現時
學系男女比例已由多年前的8比2，改變
至6比4，認為創科業已不再是男生獨
攬，女生亦可不遑多讓。

女總裁：女性工作力不亞男性
梁慧盈的80後師姐、公司行政總裁雷

雅萍表示，早年於外國修讀博士課程回流
香港後，發現本地生物技術缺乏商業化平

台，故決心作有關方面的發展。她認為，
創科業素來男多女少，故女生投身或會引
起別人的偏見，惟相信近年情況已大轉。
雷雅萍續說，公司於2014年11月獲創

新科技署撥款數百萬元作啟動基金並擴張
發展，至今已獲多項國內外獎狀，更已有
研發項目獲外國專利，強調「我公司現時
男女員工比例為1比9」，認為女性工作
能力不比男性為差。她指出，近年港府大
推創科業並投入不少資源，加上本港鄰近
內地，有利開發內地市場，盼可進一步開
發全球性市場。

馬錦星：職位歷年最多 勢頭好
另外，場內舉辦多場職業講座。講者

之一、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馬錦星表
示，今年為園方連續6年舉辦職業博覽，
參與公司及提供的職位空缺均是歷年最
多，認為藉此可見行業發展日漸蓬勃，
「勢頭好」。
他指出，園方日前已透過教育局，向

全港中學發出邀請，「昨日都有中四至中
六的中學生前來職業博覽」，認為藉此有
助年輕人了解科技行業的趨勢及發展，從
而培養有關方面的興趣，及早作生涯規
劃。

科學園招聘6爭1 女生大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為政府進行退休保障研究的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周永
新，自政府展開退保諮詢後，昨日首次同場出席電台
舉辦的退休保障論壇。席間兩人針鋒相對，林鄭月娥
重申，「不論貧富」的退保方案不可行，因為對政府
財政負擔造成壓力。
周永新則反駁指，諮詢文件未見他提出的融資方
案，批評政府不應假設所有退保資金均由政府支付，
反而要想辦法解決財政問題。

每月派3230元 年開支增226億
林鄭月娥在論壇上表示，對提出全民養老金的人
「不反感也沒惡意，甚至可以說是理解」，但她重申
要量力而為，因有關方案會隨人口老化增加政府負
擔。
她解釋，若政府實行「不論貧富」退保方案，每月

向65歲或以上長者派發3,230元，政府每年支出將增加
226億，相等於增加醫管局90%的長者醫療服務；或輪
候護理安老院舍的時間快三倍，「要思考如何把有限
資源放在最能夠幫到長者方面，讓長者有安心的退休
保障」。

周永新稱，明白方案令
政府財政負擔重，並無期
望政府承擔所有支出，又
批評政府沒有研究其生果
金變老年金的方案，「政
府不應有困難就企咗喺
度 ，而是要想方法解決問
題。」
林鄭月娥反駁指，現屆

政府在福利開支從每年400
多億增加至最新一個財政
年度的 662 億，上升近
50%，「憑良心講，在公務
員生涯30多年，未見過有
政府將如此大量資源投放
於福利工作，若說政府見到問題企咗喺度，是不公
道」，強調現屆政府願意及努力迎難而上解決問題。

長者人口升四倍 融資大難
她又表示，錢從何來是一個現實問題，需認真討
論，現時長者佔全港人口15%，20年後將升至30%，

當中70歲至75歲以上的長者人數更是三、四倍上升，
故融資是一大問題。
出席同一論壇的嶺大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濼生

認為，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年輕一代不願意生育，將
來年輕人及政府的壓力會愈來愈大，擔心退保方案的
可持續性。

林鄭：退保不論貧富太重皮

亞視新投資者中國文化傳媒日前
與臨時清盤人德勤達成有條件

協議，亞視將繼續營運直至牌照有
效期結束，即4月1日為止。
亞視昨日向早前已遣散中的160
名員工發出一份函件，列明員工簽
署後，即同意於4月2日前不向亞視
或臨時清盤人追討之前的欠薪，但
可從破欠基金申請1月及2月的所有
欠薪賠償。
函件又列明有關員工由昨日起至
下月1日會為亞視服務，中國文化傳
媒會即日發放等同員工1月份的薪
金，作為3月份的工資，並最遲於3
月31日再發放一筆相同金額作為獎
金或加班津貼。亞視及亞視臨時清
盤人毋須承擔有關安排所致的任何
責任。
此外，函件須由收取人及見證人簽
署，但未見供僱主代表簽署的欄目。

員工：上司與德勤確認簽署
有亞視員工已經簽署函件，其中

員工Jeremy下午五時許離開廠房時
承認，已簽署重新聘請至4月1日的
函件及以現金方式預先領取3月份的
薪金，金額等同一月份人工數目。

Jeremy表示早前收到德勤所發的遣
散信，自己是收到上司通知回公司
簽約，簽署時上司在場，德勤職員
也有確認經簽署的函件。
Jeremy表示仍被拖欠一月及二月

份薪金，表示會「跟大隊追討」，
但沒有明言追討對象，又拒絕透露
新合約詳情，指自己不熟悉法律，
促記者向公關求證。
前日高呼「亞洲電視萬歲」的53
年老臣子，亞視高級節目執行主任
程啟光，也承認已經簽署函件及以
現金方式領取薪金，但沒有透露金
額，也沒有回答有關欠薪及函件細
節的問題，他多次指「亞視有情有
義」，自己會繼續上班。
亞視公關及宣傳科高級經理黃守

東表示，亞視臨時清盤人德勤昨日
遣散亞視全體員工後，重新聘請大
約160名員工，以維持基本廣播運
作。
黃守東指，有關員工的僱用合約

是由德勤訂立，而投資者中國文化
傳媒已經以現金向他們發放3月份工
資。他又代表亞視向全體員工，包
括不獲重新聘用的員工，致以最高
謝意，讚揚他們堅守崗位。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出席一
個公開活動時表示，亞視的管理層明顯
未有履行僱主的責任，所以政府不排除
在法律方面追究，並會繼續進行調查和
搜證。

張建宗強調「出糧」是僱主天經地義的法律責任，僱主一
定有責任清付僱員的工資，不能找藉口拖欠，政府也向臨時
清盤人表達意見，一定要在這方面確保員工的權益得到妥善
照顧。
張建宗又表示，勞工處已收到230名前亞視僱員提出的破
產欠薪保障基金申請，並已啟動程序協助申請及處理，另外
有50名僱員表示有意申請破欠基金，處方已安排於下星期為
他們提供服務。 ■記者 文森

亞視雖可繼續營運直至牌照有效日期結束為止，但未知
是否因為早前瘋傳電視台會提早「熄燈」，昨日仍有市民到亞
視位於大埔工業邨的廠房門外拍照留念，當中有大埔區內
居民，亦有居於市區的市民特意前來，也有家長帶小朋友
到場，與亞視標誌及建築物拍照留念。

大埔居民陳小姐表示，自小就收看亞視的前身「麗的呼聲」，由黑白電視年代
看到亞視的彩色製作，特別喜歡《大地恩情》及《鱷魚淚》等劇集，也愛收看
董驃的節目，她表示不捨得亞視結束營運，指「少咁個台差好遠」，會珍惜亞
視餘下的日子，自己也因亞視結束營運的消息多了收看亞視。

市民李小姐居住在旺角，特意與朋友乘火車及巴士前來大埔亞視廠房拍照留
念，她指自己收看了亞視十多廿年，是第一次到亞視總部。李小姐表示愛看亞
視的新聞節目，認為詳細及可信，也欣賞亞視員工的忠誠，同時指亞視現時缺
乏自家製作的劇集競爭力下降。 ■記者 莊禮傑

出糧屬法責 不容藉口拖欠 驚提早「熄燈」粉絲趕留影
■昨日仍有市民到亞視位於大埔工業邨的廠房門外拍照留念。 莊禮傑 攝

■■5353年老臣子程年老臣子程
啟光稱亞視有情啟光稱亞視有情
有義有義。。莊禮傑莊禮傑 攝攝

■ 員 工
Jeremy表
示在上司
與德勤確
認 下 簽
署。
莊禮傑 攝

■王小姐（左）指，近年女生修讀工
程系數字有明顯增加。 趙虹 攝

■■梁慧盈梁慧盈（（右右））認為創科業已不再是認為創科業已不再是
男生獨攬男生獨攬，，女生亦可不遑多讓女生亦可不遑多讓。。中為中為
雷雅萍雷雅萍。。 趙虹趙虹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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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林鄭月娥、、周永新及兩名學者昨日出席電台舉辦的退休保障論壇周永新及兩名學者昨日出席電台舉辦的退休保障論壇。。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周永新
指政府不
應假設所
有退保資
金均有政
府支付。

■林鄭表
示，若實
行「不論
貧富」退
保方案太
重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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