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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汪 洋

積金對沖解死結 勞資長遠皆得益
討論多時一直懸而未決的強積金對沖問題露出
曙光。有消息透露，政府打算就對沖機制提出一
個「死線」日期，僱主不可再用「死線」之後的
強積金戶口內的僱主供款對沖遣散費和長期服務
金。另一方面，政府亦考慮降低現時計算長期服
務金和遣散費的比例，同時設立有年期限制的資
助金，在新制度下部分地支援僱主。這個做法面
對現實，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措施，反映了政府
有承擔、有誠意去為打開這個死結作出積極有效
的努力，既能保障僱員的退休福利，亦考慮到商
界的顧慮和承受能力，讓商界有緩衝期過渡到新
制度。社會普遍希望商界放開胸懷，正視打工仔
面對的困境，更多地體恤勞工階層。打工仔的退
休生活更有保障，可以有效緩和社會矛盾，促進
社會和諧，改善營商環境，長遠而言，能夠令商
界和全社會都因此得益。
消息人士所指的取消對沖機制的方案，一方面
是透過兩種措施紓緩僱主壓力，包括降低計算長
服金和遣散費的比例；另一方面是設立有年期限
制的資助金，為僱主在「死線」後支付的遣散費
和長服金提供部分資助，但比例逐年減少，到某
一個年期後就不再資助。根據積金局的記錄，從
2001 年至去年，僱主通過對沖機制「沖走」的金
額高達 280 億港元。其中月薪 7100 港元以下的僱
員，由於無需作出僱員供款，意味着一旦遭解
僱，強積金戶口隨時會被全數對沖，退休保障歸

零。單是去年，已經有 45000 名打工仔被「沖
走 」 33.5 億 元 ， 平 均 每 人 損 失 74000 元 的 強 積
金，情況令人擔憂。
追本溯源，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是僱員的失業
保障，而並非強積金的退休保障，兩者性質不
同。港英政府早於 1974 年及 1986 年已經在《僱
傭條例》加入這兩項保障，當時還沒有強積金。
後來探討成立強積金的時候，因資方堅持設立對
沖機制作為談判基礎，讓這個機制存在至今。在
勞方眼中，對沖機制是過渡安排，應該廢除；但
在資方眼中，對沖機制是政府承諾，應予保留。
強積金制度運行多年，逐漸顯現出一些問題，其
中一點就是對沖機制造成一些低下階層的退休保
障名存實亡，實質上已經衝擊到整體的退休保障
制度。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亦曾承認對沖機制是
缺陷，不能忽視。
誠然，強積金對沖問題相當複雜，要勞資雙方
達成共識並不容易。商界擔心機制的改變會加重
僱主負擔，在市道不好的時候難以承受，相關顧
慮可以理解。但是政府的方案，已經充分考慮了
商界的顧慮，並且願意部分補貼僱主因此多付出
的成本，期盼資方和勞方作出適當的讓步，讓問
題朝着解決的方向邁進。只要是基於照顧基層權
益的初衷，同時兼顧商家和社會承受能力，循序
漸進、互諒互讓，相信一定能夠達成各方都可以
接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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譴責恐嚇法官 清算反對派孽債
早前曾經審理旺角暴亂案的女法官香淑嫻，
昨天接獲一個內有一把五吋長鎅刀的公文袋，
法院已經報警處理。很明顯，這是一起性質極
為惡劣的恐嚇法官事件，寄信人因不滿該法官
依法審理旺角暴亂案，就用帶有暴力恐嚇含意
的信件來威脅當事法官，這是對香港法治的公
然挑戰和極大衝擊。在以法治嚴明著稱的香
港，竟然發生這樣性質惡劣的事件，可以說是
前年違法「佔中」的嚴重後遺症。反對派為了
謀取其政治私利，不惜發起違法「佔中」行
動，縱容激進年輕人目無法紀，霸佔馬路，衝
擊警方防線。之後，暴力行為就開始在香港社
會蔓延、滋長，從衝砸立法會，到暴力反水
客；從包圍大學校務會議，到旺角暴亂，暴力
行動不斷升級，如今還出現了公然暴力恐嚇法
官事件，正是反對派嚴重破壞香港法治的惡
果。因此，香港社會在譴責暴力恐嚇法官的同
時，更要認清反對派破壞法治的罪責，從根本
上肅清違法「佔中」的餘毒，排除干擾，重振
法治精神，確保香港社會在法治的軌道上正常
運行。
前年發生的違法「佔中」事件，對香港法治
的巨大衝擊及消極影響有目共睹，其餘毒一直
尚未肅清。反對派在整個過程中，打着所謂
「民主、人權」的旗號，實際上是只講利益，
不論是非。他們肆意鼓動和縱容激進年輕人無

視社會秩序和法律規定，霸佔市區主要道路長
達 79 天之久，甚至有激進人士蓄意挑釁，衝
擊警方防線，引發多次衝突。少數青年人不守
規章、無法無天，有些人更在反對派的煽動
下，錯誤地認為只要「目的高尚」，佔有所謂
「道德高地」，就可以不顧一切法律限制而為
所欲為。於是，就有了諸如衝砸立法會大樓、
暴力反水客、包圍大學校務會議，禁錮校委會
成員，甚至還爆發了駭人聽聞的旺角暴亂。
公然煽動違法的惡果，是少數激進分子越來
越猖狂，越來越肆無忌憚。他們把矛頭指向執
行公務的公職人員，前段時期，依法取消一些
「港獨」人士參選資格的選舉主任受到了恐
嚇，現在連在香港法制中具有重要地位，公正
執法、備受尊崇的法官，也受到罕見的暴力威
脅，可見違法「佔中」對香港法治衝擊之烈、
遺禍之甚。
香港法治就象社會大眾共同享受的屋頂和牆
壁，如果任由反對派肆意破壞，就會有被動搖
甚至有倒塌的危險，將影響到每一個人的利
益。面對少數激進分子作出威脅法官這樣嚴重
破壞香港法治的行為，香港社會必須嚴厲譴
責，警方更應全力偵查，把這些違法分子繩之
以法。廣大市民更要從這些事件中看清反對派
的本質，認真清算反對派煽動暴力、破壞法治
的罪責。
（相關新聞刊 A7 版）

公屋響警號 4.4萬伙「冇地起」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殷
翔）香港的土
地、房屋需求
未有回落，香
港特區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張
炳良昨日就政

■麥美娟及郭偉強回應政府《長遠房屋策略》進
度報告。

府 公 佈 《 長 遠 ■張炳良昨日公佈本年度長遠房策
房屋策略 2016

進度。

梁祖彝 攝

年周年進度報告》會見傳媒，指政府雖然努力
覓地建屋，但即使所有已覓得的土地能如期順
利推出作建屋之用，也只能在 10 年期內興建
23.6 萬個公營房屋單位，與 28 萬個單位的需
求量仍存在不小的差距，響起了警號。他希望
各持份者正視土地供應嚴重不足的艱難情況，
與政府合作徵收更多土地建屋，以滿足市民居
住基本需求。

■工聯會麥美娟、郭偉强促港府盡快推出措施，壓抑租金升幅。圖為本
港劏房戶逼迫的居住環境及面對貴租。
資料圖片

張炳良昨日在房屋署署長應耀康陪同下見記者。他表示，據本年度
長遠房策估算，未來 10 年的本港房屋總需求量為 46 萬個單位，

當局會致力滿足這個需求量，且會繼續把公私營房屋新增供應維持6：
4 的比例，即公營房屋供應目標為 28 萬個單位，當中 20 萬個為出租公
屋單位，8萬個為出售居屋單位。
張炳良坦言，政府目前的土地儲備無法滿足這個目標，需要各持份
者充分合作，才有可能滿足市民的住房需求。
張炳良表示，政府會每年更新長遠房屋需求推算，訂定逐年延展的
10 年房屋供應目標，以顧及隨時間而改變的各種社會、經濟與市場狀
況，並適時作出調整。

供應量高44% 輪候仍需4.5年
張炳良表示，在本屆政府竭力增加房屋供應的政策之下，房屋供應
大幅增加，令房屋供應的緊張的情況有所緩解。但由於需求量也在迅
速增加，因此情況仍然嚴重，預計房委會與房協在 2016/2017 年度至
2020/2021 年度公營房屋預計總建屋量為 94,500 個單位，包括 71,800
個出租單位及 22,600 個資助出售單位，較前四個 5 年期的預計建屋量
高。
他指出，本屆政府公屋供應量比往屆高出 44%，但仍未能滿足社會
上對公營房屋的殷切需求。目前公屋平均輪候時間超出 3年的目標增至
4.5年，顯示公屋需求量增長仍超過供應增長，情況不容忽視。

若不作取捨 短缺問題續延
他強調，土地供應是限制房屋供應的主因，社會必須承認這個事
實，積極面對及聚焦地解決問題，「若再顧左右而言他，不願作出必
要的取捨，則供應短缺問題只會拖延下去。」
張炳良指出，本屆政府雖僅餘半年任期，但房屋政策三要點，即大
量和大力建造公營房屋、優先滿足市民自住置業需求、以印花稅遏止
炒家穩定市場一直得到公眾支持，相信新一屆政府會延續這些房屋政
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昨日公佈
《長遠房屋策略 2016 年周年進度報告》，下調
未來 10 年的公營房屋單位 1.9 萬個。工聯會立法
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麥美娟要求港府盡快推出
租金津貼，紓緩租樓壓力。工聯會立法會房屋事
務委員會委員郭偉强要求港府盡快重啟租務管制
研究，推出新租務管制，壓抑租金升幅。
對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表示維持未來
10 年興建 46 萬個單位的目標不變，但下調未來
10 年的公營房屋單位至 23.6 萬個，較去年少 1.9
萬個。麥美娟認為，當局在未來數年將繼續無法
兌現「3 年上樓」的承諾，要求當局必須盡快推
出租金津貼，為排隊 3 年又合資格上樓的申請者
提供租津，紓緩租樓壓力。

麥美娟：須針對劏房管制

郭偉强亦指，為令租務市場健康發展，工聯會
要求當局盡快重啟租務管制研究，推出新租務管
制，壓抑租金升幅以令市民減輕負擔。麥美娟特
別提出，當局必須針對劏房進行租務管制，以紓
減最基層、居住環境最惡劣的居民生活壓力。

按需求推算 已計各界住屋需要
他續說，今年推算出來的 46 萬個房屋需求量與去年相同，這個目標
並非因應政府已覓得的土地供應量而訂定，而是按需求推算得出來，
並以此作為政府物色土地建屋的規劃指標，「這個房屋需求推算模式
中，已計入了社會各階層的住屋需要，包括年輕人因獨立或結婚成戶
而產生的新住屋需要，以及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包括劏房戶）的住
屋需要。」

工聯促重啟租管研究抑加租

張炳良：目前儲地難達標 冀各方合作助市民「有瓦遮頭」

■10 年期內興建 23.6 萬個公營房屋單位，與 28 萬個單位的需求量仍存
在不小的差距，響起了警號。圖為觀塘安秀道安達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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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强冀增覓地人手編制

郭偉强指出，面對近年多宗與土地供應相關的
事件，工聯會收到不少來自地政總署、規劃署等
前線員工求助，稱因僭建、棕地事件而產生了工
作量大增情況，前線人員已壓力爆煲。
他表示，工聯會近年一直要求當局增加前線人
員編制，以應付近年的工作情況，惟當局始終未
有加大人手編制，對此表示失望。他希望當局會
繼續跟進增加前線人手的事宜，以應付未來持續
覓地建屋的工作。

遇超預期困難 供應無奈
「縮水」
對於 10 年公屋供應量
為何比去年預計的少約
19,000 個單位，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表
示，受限於具體的現實情
況，如規劃所需要的時間等，因有些項目落實時
遇到超乎預期的困難，只好按實際情況調校落成
期。但他強調，特區政府依據房屋短、中、長期
規劃致力覓地建屋的政策從沒改變。
張炳良表示，元朗橫州項目第一期已計入公屋
建設目標，第二、第三期沒可能在十年內落成，
因此只能放在今後的長遠房策中，但當局絕不會
放棄。

4BZ

至於公屋用地的供應方面，他指，當局有需要
很平衡地處理公屋的供應與私樓新用地的供應，
需要維持穩定的私樓土地供應，包括定期賣地，
否則私樓供應大幅度削減，可能樓價、租金都會
產生對市民不利的影響。

增土地供應無捷徑
他續說，要在短期內增加或加快土地供應，並
沒有容易或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捷徑，當局會繼續
透過檢討和改劃土地用途、增加發展密度、開拓
新發展區、適度填海等方式，多管齊下去增加
短、中、長期的房屋土地供應。
張炳良表示，釋放棕地亦是政府土地發展一

個主要方向，透過綜合規劃，以大型新市鎮模
式發展一些棕地密度比較高的地區。但目前棕
地分佈雜亂，當中夾雜了不少寮屋、農地、工
場等，並缺乏基建，因此在發展前必須先進行
詳細研究，以確定項目在規劃及技術上均可
行。
他強調，特區政府在部分建屋項目上無可避免
地遇到不同利益和訴求之間的矛盾，政府必需以
社會上最大公眾利益為依歸，作出合宜的平衡，
並強調這是整個社會共同面對的艱巨挑戰，以期
扭轉房屋土地供應持續不足的局面，為社會及年
輕一代重建希望。
■記者 殷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