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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獻力商界 劉展灝猝逝
前日出席標時諮詢遭擲假髪 昨寓所夢中與世長辭

梁振英深表哀悼

劉展灝
19501950
-201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劉展灝昨日突然病
逝，正在外地休假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網
誌上撰文表示，驚聞劉展灝病逝，又指 Stanley
（劉展灝洋名）長期推動香港工業發展，並任生產
力促進局主席，貢獻良多，「對Stanley 的去世，
我深表哀悼，並向他的家人表示深切慰問。」
■梁振英
曾頒授銀
紫荊星章
予 劉 展
灝。
資料圖片
■劉展灝
劉展灝（
（右二
右二）
）與勞工處長唐智強及多名本港勞資雙方代
表，去年一起前往瑞士日內瓦出席國際勞工會議
去年一起前往瑞士日內瓦出席國際勞工會議。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標準工時委員會成員、香港工業總會名譽
會長劉展灝昨早突然因心臟病發逝世，終年 66 歲，社會各界均對他的離世
表示震驚及惋惜。工總主席鄭文聰表示，劉展灝對工總、香港工業以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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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總會網
站悼念劉
展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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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經濟及社會發展作出寶貴貢獻，是工業界傑出的領袖，他的離世對香港
及工業界都是一個重大損失。劉展灝兩名兒子表示，感謝各界對其父親的
厚愛與關懷，喪禮安排將於適當時候公佈。

香港工業總會名譽會長孫啟烈昨早表示，與劉展灝
的兒子聯絡得知，劉展灝因心臟病突然離世。

孫啟烈表示，劉展灝多年來為香港商界及社會勞心
勞力，業內普遍對他評價正面。據了解，劉展灝昨日
清晨時分在九龍城東寶庭道的住所昏迷，送往廣華醫
院後證實死亡。劉展灝生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前
日於大埔出席標準工時地區諮詢會，其間被一名街工
成員向他投擲假髮示威。

劉展灝生前擔任多項公職，包括生產力促進局主
席。他的兩名兒子劉燊濤及劉燊霆昨日透過生產力促
進局發表聲明，證實父親死訊，並指他是昨晨在家中
睡夢中突然與世長辭，當時母親與家人一直陪伴在
側，悲痛之情難以筆墨形容。兩人表示，感謝各界對
父親的厚愛與關懷，喪禮安排會在適當時候公佈。
生產力促進局總裁麥鄧碧儀表示，她與管理層及全
體員工均對事件感到非常愕然和難過，該局會繼續遵
從劉展灝教誨，全力為業界提供更全面和適時支援措
施，協助業界。生產力促進局理事會副主席伍志強表

梁智鴻感謝劉對標時貢獻
標準工時委員會主席梁智鴻亦聯同全體委員會委
員，對劉展灝離世感到十分震驚並深表哀悼，同時向

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梁智鴻表示，過去三年多以來，劉展灝積極參與委
員會的工作，就委員會的討論主動收集及反映持份者
的意見，在委員會內積極與其他委員一起探討各工時
議題及工時政策的方向。他衷心感謝劉展灝對委員會
工作作出的努力及貢獻。

白手興家 創運年錶業集團
1950 年出生的劉展灝白手興家，中學畢業後，先
後於兩間酒店打工，並兼讀日語課程，後來接觸鐘
錶業，更一手創立運年錶業集團。劉展灝曾於 1994
年獲頒香港青年工業家獎，並出任多個政府法定及
諮詢組織，包括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經濟發展
委員會委員、創新及科技基金一般支援計劃評審委
員會主席及教育局資歷架構鐘錶業行業培訓諮詢委
員會主席等。
此外，劉展灝於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間出任工總主
席，並在 2009 年獲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頒授銅紫荊星
章，2014 年亦獲行政長官梁振英頒授銀紫荊星章，表
揚他對香港社會作出的卓越貢獻。

高官齊悼

林鄭哽咽憶展灝：社會重大損失

劉展灝一生在工商界及勞工界方面貢獻良
多，人緣亦佳。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
席一個場合時表示，收到劉展灝逝世的消息後
感到非常震驚及心痛。她讚揚劉展灝是一名資
深及傑出的工業家，在工業與勞工界別從事公
共及社區服務多年，對推動香港工商業發展作
出重要貢獻，其離世對香港社會是一個重大損失。林
鄭月娥亦代表特區政府向劉展灝的妻子、兩位兒子及
他們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問。
林鄭月娥表示，與劉展灝認識了一段時間，對方曾
擔任多項重要公職，包括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勞
顧會委員及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本身亦是一名很傑出
的工業家，年輕時已獲得香港青年工業家獎，過去一
直致力推動香港的工業發展與經濟發展，貢獻良多。

讚劉投入認真 為施政獻策
林鄭月娥續說，近年推動扶貧工作及過去兩年進行
有關退休保障的工作，與劉展灝的接觸更多，形容對
方是一個很投入、認真的人，亦很坦率地將自己的意
見向政府反映，出任公職時均全力以赴，亦勇於發表
意見，為特區的施政出謀獻策，亦恰如其分地將其意
見、看法及最關心的工業界與中小企業的意見向政府
反映。而除經濟、工業發展及勞工議題，也包括教育
及復康服務方面，「因為他特別關心年輕人和傷殘人
士的就業機會。」林鄭一度哽咽，真情流露。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亦對劉展灝突然逝世感到
極為震驚及悲痛。他指出，劉展灝是香港工商界代表
人物，且自 2004 年起出任勞顧會委員期間，更是全心
全意和盡心盡力，積極參與各項有關勞工權益議題的
討論，多年來就重大的勞工議題提供寶貴的意見，並
致力推動勞資雙方尋求共識，例如在推行最低工資及
男士侍產假方面，認為他的離世是勞顧會的損失。
張建宗亦讚揚劉展灝在推動香港整體經濟發展及青
年職業培訓方面貢獻良多。

蘇錦樑：劉為人正直不怕吃虧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亦對劉展灝的逝世深
表惋惜。他表示，劉展灝是他的好朋友，二人在工作
以外的感情也非常好，且自他加入政府後，一直與劉
展灝有緊密的合作及交流，「我可以這樣說，劉展灝
在工業界和商界的聲譽非常好，他的為人很正直、忠
誠，也不怕吃虧。」他又讚揚劉展灝在工業界與其他
界別從事公共及社區服務多年，貢獻良多，並指他的
離世是香港社會及工商界別的一大損失。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指出，劉展灝是工業界的翹楚，
一直致力公共服務，擔任不少公職，熱心服務社會，
「在教育方面，他積極參與資歷架構及職業專才教育
的發展，並支持商校合作，為香港的教育及培訓作出
無私奉獻。」
吳克儉又說，劉展灝擔任資歷架構鐘錶業行業培訓

■劉展灝陪同蘇錦樑（右）參觀鐘錶產品。 資料圖片
諮詢委員會主席超過 12 年，為推動人才培訓和終身學
習不遺餘力，而他亦曾於 2006 年至 2011 年擔任職業
訓練局的委員，貢獻良多。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表示，劉展灝多年來服務
工業界和創新及科技界，不遺餘力，並自 2015 年 7 月
起出任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為香港經濟的升級轉
型作出重大的貢獻，認為他的離世是工業界和創新及
科技界的巨大損失。
勞工處處長唐智強表示，劉展灝自 2004 年起擔任勞
顧會的僱主代表，是資深成員，他亦自 2013 年起兼任
標準工時委員會委員，其間積極參與多項勞資議題，
包括最低工資的討論，貢獻良多。他代表勞工處向劉
展灝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記者 聶曉輝

吳秋北反對設失業保險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強積金對沖機制
一向受外界爭議，扶貧委員會關愛基金專責小
組主席羅致光昨日於《城市論壇》上建議成立
失業保險金，透過商業登記徵費及政府注資，
讓僱員失業時最多能取得過去薪金的 50%。不
過，勞顧會勞方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反
對建議，因長期服務金是按僱員的年資計算，
取得的金額較失業保險金多，有關建議變相侵
害僱員權益。
羅致光認為，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是勞工的

失業保障，不應與退休保障混為一起處理，認
為強積金對沖機制在政策上有矛盾。

羅致光：不應僱主獨立承擔
他又指，失業是社會問題，不應由僱主獨力
承擔，故他建議透過增加商業登記徵費至 450
元，把政府每年額外多出的 2.8 億元收入及其
他稅收作失業保險金，僱員失業時最多可提取
原來薪金的50%，領取更多錢。
不過吳秋北則反對有關建議，認為建議是侵害僱

員權益，他解釋，長期服務金的計算方法由僱員薪
酬乘以服務年資，若僱員被遣散，能取得的長期服
務金較失業保險金多，故兩者有明顯區別。
自由黨主席、立法會議員鍾國斌指，全港有
逾 270 萬名打工仔，但一年只有數萬宗對沖個
案，比例不高，而全港有逾 30 萬中小企業，若
取消對沖機制會令僱主難以負擔，不過他認為
失業保險金的建議值得考慮。
香港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客座副教授徐家健說，
有關建議較可行，市民取得的回報會較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對於劉展灝
突然逝世，社會上勞資雙方無不感到惋惜。
劉展灝本身是經民聯創會會員，經民聯指，
劉展灝生前熱心參與公職，積極代表工商界
及中小企發聲，長期推動香港工業發展，對
香港工商界貢獻卓越，他的離世是香港工商
界的一大損失，經民聯對此表示沉痛悼念，
亦希望劉展灝的家人節哀。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林健鋒表示，數天前才見過劉展灝，他指
與劉展灝已有多年合作，認為他對工業及社
會作出很大貢獻。
與劉展灝多年好友的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梁
君彥表示，近日見過劉展灝，不覺對方身體
有問題，形容他的離世十分突然。
他續說，劉展灝離世是香港及工業界的損
失。標準工時委員會資方代表施榮懷表示，
劉展灝生前身體健康，經常跑步踢波，沒特
別病痛，是一名一流的好好先生。
自由黨主席鍾國斌指，認識劉展灝十多
年，對方代表工業界在勞資事務上發聲及提
出意見，認為他在工業界的貢獻有目共睹，
對其突然離世感到很傷心及惋惜。

老友讚好好先生 為中小企發聲

家人陪伴在側 悲痛欲絕

示，劉展灝一直為生產力促進局事務盡心盡力，對其
身故深感沉痛，他代表理事會向劉展灝家人表達深切
慰問。
工業總會昨日在其網頁上載一幀劉展灝的黑白照
片，並以中英文寫上「敬悼名譽會長劉展灝先生」。工
總亦對劉展灝辭世表示深切哀悼，並向他的家人致以親
切慰問。工總主席鄭文聰說：「劉先生對工總、香港工
業以至香港經濟及社會發展作出寶貴貢獻，是工業界傑
出的領袖及我們親摯的朋友。他的離世對香港和工業界
都是一個重大損失。我們將會永遠懷念他。」
鄭文聰表示，劉展灝出任工總主席時，帶領工總就
香港工業加強創新和科技化、支援港資企業在珠三角
的營運等，盡心盡力，作了極大貢獻。
他又讚揚劉展灝代表工總出任勞顧會及標準工時委員
會，在勞工事務相關的議題上為工商界發聲，堅持立場
應以香港整體繁榮進步為本，以社會大眾福祉為依歸。

吳秋北：勞工政策大損失

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對劉展灝去世感到惋
惜，認為他的去世會對未來包括推動標準工
時等工作，帶來不確定因素。他又指出，過
去與對方在標準工時委員會上立場針鋒相
對，矛盾很大，但都不是出自「私怨」，形
容他們私底下關係不俗。
他表示，雖然勞資雙方矛盾大，但如果敢
於面對及解決矛盾，對於推進勞工政策有很
大好處，因此劉展灝的離世是一個損失。
與吳秋北同樣退出了標時委員會的勞方代表梁籌庭
亦對劉展灝去世感到可惜，形容即使勞資雙方各為其
主，但他為人及作為一名僱主都相當中肯。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表示，對劉展灝離世感到
十分驚訝與傷痛。
他指，雖然劉展灝是代表商界，立場上與勞工界不
一，但儘管大家意見不同，劉展灝盡心盡力進行社會
公務亦令人尊敬。
他說：「好難得在工商界有一位如此忘我、操勞、
盡心盡力為社會服務的工商界人士。」王國興希望政
府或工商界能再找出一位可以溝通合作的代言人。

張建宗「拍心口」標時報告準時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劉
展灝逝世前擔任多項公職，而他在
標準工時委員會內亦擔任一個很重
要位置。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昨日被問到委員會的工作會否受影
響時表示，委員會就標準工時進行
的諮詢工作至7月中才結束，有關工
作會繼續向前，然後在 11 月底前向
行政長官提交報告，「主席梁智鴻
亦表示他一定會努力完成諮詢的工

作。雖然諮詢剛展開，還有多場公
開的聽證會和論壇，他們也會依時
間表全面推進。」
此外，現時勞顧會內有6名勞方代
表及6名資方代表，其中一名資方代
表由政府委任，另外5名代表由幾大
商會自行舉薦。張建宗指出，劉展灝
本身是香港工業總會的代表，相信根
據程序，稍後會作出補選工作及舉
薦，以填補劉展灝遺下的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