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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文

森）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今天上午

10時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並會於下午3時出席記者會，回應

傳媒提問。社會福利政策成為施政

報告的焦點，梁振英將交代退休保

障的未來路向，但標準工時議案則

未有定案。早前報道引述消息指，

施政報告建議將現有長者生活津貼

改為兩級制，新增一級的資產劃線

會降低，令更多長者受惠。施政報

告亦會交代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建

議，為對沖期限劃線，計劃以一筆

過撥款成立基金，在10年的過渡期

補貼僱主新增的開支。

「施政」聚焦强積金長津
兩級制津貼惠民 設10年期基金撤對沖

定於1月20日（星期五）下午2:30開始

在香港銅鑼灣社區中心三樓禮堂派發

地址：銅鑼灣福蔭道7號（港鐵炮台山站A出口）

每人限取2張，先到先得，派完為止。

查詢：2545 0080（辦公時間）

主辦機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

支持機構：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

協辦機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總署

香港172個團體機構

支持媒體：鳳凰衛視等12個媒體

演出單位： 「文化中國·四海同春」 藝術團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

日 期：2017年2月9日、10日（農曆正月初十三、初十四）

時 間：晚上7:30
地 點：紅磡香港體育館（香港九龍紅磡暢運道9號）

由中國東方歌舞團擔綱 演出大型音舞詩畫《國色》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
香港各香港各界界新春晚會新春晚會

免 費 門 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
剛）早前有消息指政府將宣佈劃
線取消強積金對沖，工聯會昨日
向特首梁振英請願，要求政府在
今日公佈的施政報告取消強積金
對沖，並建議將領取生果金年齡
下調至65歲、將長者生活津貼免
審查，以及提高兩者的金額。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勞

顧會成員鄧家彪，連同工聯會社
會事務委員會成員，昨日到特首
辦請願。
郭偉強表示，香港人口急速老

化，20年後的長者人口將佔整體
三成，但政府現時未有完善制度
保障長者晚年生活，要求政府完
善退保制度，考慮將免審查領取
生果金的年齡限制，由現時70歲
下調至 65歲，或將長生津免審

查，同時大幅提高兩者金額一千
元。
鄧家彪則表示，取消強積金對

沖勢在必行，因為這是梁振英最
具體的政綱，現在他沒有連任壓
力，相信有更大決心爭取。
他又說，政府以往每次提到取消

對沖，都面對商界施壓，但今年多

次傳出消息會取消對沖，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早前更表示，會在施政報
告作全面及完整的交代，因此他希
望政府今次可以「頂住」商界壓
力，推出切實方案。
鄧家彪又指，對於標準工時立

法問題感到遺憾，形容似煮「無
米粥」，一直未有結果。

工聯要求下調領生果金年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
剛）特首梁振英將於今早發表任
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民建聯昨
日向特首請願，促政府優化教育
和兒童醫療政策，包括盡快全面
落實15年免費教育，增加全日制
幼稚園學額、將中史科訂定為獨
立必修科目，以及增設兒童醫療
券等。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劉國
勳與區議員代表，昨早在梁振英出
席行政會議前到特首辦請願，手持

印有「優化醫療教育，關愛兒童成
長」字眼的橫額，要求政府在今日
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切實措施，
優化教育和兒童醫療。
在教育方面，民建聯建議盡快全

面落實15年免費教育，增加全日制
幼稚園學額，將中史科訂定為獨立
必修科目，擴闊課程包括更多近代
史，並研究增加課時。

增兒童醫券學前驗眼
同時，又建議檢討教育制度及課

程，推動多元教學，減輕中小學生
的學習壓力，以及加強生涯規劃教
育，設立全面創業支援平台，擴闊
青年發展空間。
在兒童醫療方面，民建聯建議政

府增設兒童醫療券，優化「學生健
康服務」，調整現時對學前兒童的
驗眼時間表。
另外，又建議針對有特殊學習需

要的學童，設立跨局或部門平台，
專責統籌有關的醫療及教育服務政
策。

民記促優化教育及醫療 倡華富邨加快重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
中國前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昨日
應團結基金邀請作專題演講，題
目為「全球變局下的中國外交政
策」。他表示中國堅守「和平發
展」的外交宗旨得到全球認同，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計劃得到
世界響應，中國已漸漸擔任領導
世界的角色。國家日益加重參與
國際事務的大前提下，香港「超
級聯繫人」的角色更加重要，香
港各界應早日籌謀如何完成這個
歷史重任。
數百名各界人士昨應邀到場，

全國政協副主席、團結基金主席
董建華亦親赴會場聆聽演講。
何亞非指出，香港各界全程參

與國家現代化進程，為國家崛起
作出很大貢獻。香港擁有大量金
融和專業服務人才，在新的國際
外交環境下，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商貿中心的優勢地位將得到
進一步加強。

推「帶路」國策 港作用巨大
在國際外交方面，他說，香港

一直擔當很重要角色，未來國家
日益促進新型全球合作關係、推
進「一帶一路」國策，香港可起

到愈來愈重要的「超級聯繫人」
的作用。他認為香港各界需要好
好思考，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
何亞非表示，上世紀70年代開

始的全球化，無疑是這數十年來
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趨勢。但目
前出現頗明顯的變局，就是全球
性民粹主義湧現。美國特朗普當
選、英國脫歐、歐洲各國執政黨
愈來愈右傾及激進，才能獲得選
民支持，這些都是某種程度的民
粹主義表現。
另外，全球化是世界各國普遍

獲益的好事，各國財富由此得到
增長，全球化亦是符合社會發展
規律的現象，不可能因此逆轉，
全球化的主流趨勢不會改變。
他認為，民粹主義的湧現，是

因為一些國家由全球化中獲益

時，未能體現公義原則，基層不
能分享財富的增長，貧富懸殊達
至嚴重程度的體現。

「帶路」獲全球積極響應
何亞非表示，現在能夠繼續領

導全球化進程的大國，日漸成為
世界新的核心力量，這就是中
國。中國堅持「和平發展」政
策，反對針對第三國的軍事聯
盟，中國清楚認識到全球化的發
展下不可能獨善其身，勇敢承擔
起愈來愈多的國際責任，這些都
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同。
他認為，「一帶一路」國策不

僅是國際經濟合作計劃，更是構
建以和平發展、互利互惠為宗旨
的環球新型外交關係，並且已得
到全球性的積極響應。

何亞非：港應早籌謀做好「超聯人」

有消息指出，施政報告建議在綜援及長
者生活津貼之間多設一層現金援助，

資產上限金額約14萬元，合資格長者可每
月領取約3,400元，貼近綜援金額，讓不欲
子女簽署「不供養父母證明書」（俗稱「衰
仔紙」）的長者可轉移申請，估計最少可令
50萬名現正領取各種津貼的長者受惠。
至於勞工界一直不滿的強積金對沖機
制，據知施政報告建議在特定年份「劃

線」，在期限前僱主仍可用強積金的供款
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但限期後則不
能對沖，僱主要額外支付離職補償。
現時計算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是以僱員

最後一個月的薪金，乘以三分之二再乘以其
工作年資，消息指政府建議將比例調低至二
分一，並建議以「一筆過」注資定額款項設
立基金，將「劃線」後的10年定為過渡
期，其間補貼僱主部分開支。

料新增10幅地改劃住宅

此外，政府在2014年施政報告公佈，已
物色約150幅具房屋發展潛力的用地。截至
去年底，當局已開展或完成70幅用地的改
劃程序，當中53幅已完成改劃，估計可提
供共約6.78萬個住宅單位。
有消息指出，施政報告會宣佈再物色約10

幅綠化地或閒置土地可改劃住宅用途，包括

馬鞍山及將軍澳等地區，不少是綠化帶用地
或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料成功改劃後可
提供一定數量單位。據了解，施政報告亦會
一併交代古洞北、粉嶺北及洪水橋新發展
區、東涌新市鎮擴展的進展。

新會展或選址灣仔運動場
昨日有報道引述消息指，政府研究在灣仔

運動場的現址，興建新會議展覽中心。報道
指出，灣仔會展雖正在擴建中，但當局提出
計劃在附近一帶興建新的會議展覽中心，其
中一個選址為灣仔運動場。
灣仔運動場是區內主要的公共運動設施，

不少學校亦在該處舉辦運動會，但消息指政
府認為香港大球場使用率不高，其中一個考
慮方案為拆卸大球場部分座位，改建成跑
道，並開放讓市民使用，以替代拆卸的灣仔
運動場，改建工程最快於2022年啟德體育
園落成後展開。
醫療方面，有報道指施政報告會交代，討

論已久的將軍澳中醫院由於興建費用龐大，
當局對已接獲的意向書並不滿意，故會交由

醫院管理局負責，並已於醫管局內成立工作
小組跟進事件，以協助醫院尋找合適的非牟
利或志願團體營辦。

醫局負責將軍澳中醫院
消息指，開辦一間中醫院具有不少困難，

政府已考慮研究為其提供建院資金，及由醫
管局協助營辦者制定病人轉介守則、入院條
件等。
亦有消息指，施政報告會提出，進一步擴

大目前7間公立醫院的中西醫協作先導計
劃，擴大中醫治療範圍，涵蓋更多的病種，
包括多種痛症、癌症紓緩治療及高血壓等，
新的計劃會試行由中醫主導收症。

下學年起SSSDP資助恒常化
教育方面，消息指政府計劃在2018/19學

年起，將「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的資助恒常化，自資學士課程
一年級學額亦由現時每屆約1,000個大幅增
至3,000個，亦會推出5億元的配對補助金
讓自資院校申請。

■團結基金
副主席馮國
經 博 士
（左）與何
亞非討論中
國 外 交 政
策。

殷翔 攝

■工聯會昨日請願，倡政府改善多項民生措施。 莫雪芝攝

■民建聯昨日請願，期望政府優化醫療教育，關愛兒童成長
等。 莫雪芝攝

■特首昨日接收民建聯的請願信。
莫雪芝攝

■梁振英接收工聯會的請願信。
莫雪芝攝

政府在2014年施政報告宣佈重建華
富邨。關注華富重建聯盟、民建聯南

區支部昨日請願，促政府加快華富邨重建程序，並確保
邨內設施和樓宇結構質素，以釋居民疑慮。
聯盟代表指出，自2014年施政報告宣佈重建華富邨

後，邨內居民十分關注重建安排，早前運輸及房屋局更
已公佈「擬議發展藍圖」，聯盟支持有關工作，要求政
府可加快重建規劃程序，並與南港島線西段一同興建。
聯盟又說，華富邨於上世紀60年代落成，不少樓宇
結構明顯出現問題，環境、設施、社區配套亦欠完善，
使居民感到相當憂慮，因此政府必須盡快開展研究可安
置土地及重建時間表，並確保設施及服務質素，以釋居
民疑慮。 ■記者 岑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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