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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局重建租戶特惠金倍增
一人戶增至16萬 非住宅租客最多獲7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市建局昨日宣佈即時調整受重建影響的住宅

租客及非住宅租客的津貼：一人住戶租客可獲的特惠金，由最少7萬元增加至

16萬元；二人或以上的家庭則由最少8萬元增加至18萬元，升幅逾倍。至於

非住宅租客由以往最低7萬元至最高50萬元，增加至最低11萬元至最高70

萬元，視乎其營業年期。市建局總監（收購及遷置）黃偉權表示，推出政策

前已完成評估，市建局有能力應付額外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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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公司公佈，將於下周日（6月18
日） 起，根據分享利潤機制及服務表現
安排，向使用八達通乘客提供每程3%優
惠（機場快線、東鐵線頭等車廂及港鐵
接駁巴士除外），為期6個月。不過同
日機場快線亦會加價，整體加幅為
9.6%。
根據最新的票價調整機制，港鐵今年

度不會加價，更會向乘客提供優惠。港
鐵除按分享利潤機制及服務表現安排撥
出款項，亦撥出額外資源補足差額，以
提供為期6個月車費九七折。
根據優惠，由荃灣至銅鑼灣，成人八
達通票價由14.2元減至13.7元，便宜5
角；由上水至東涌則由26.1元減至25.3
元，乘客可節省8角。

港鐵又指，由下月1日起出售的「港
鐵都會票」，由首次使用日期起計的有
效期，將由30日延長至40日。「早晨折
扣優惠」計劃亦延長一年至明年5月31
日。
為讓乘客可按個人乘車模式選擇節

省最多的車票及優惠，由下周日起，
乘客可透過港鐵網站及港鐵智能手機

應用程式，使用全新推出的「車票建
議」功能。乘客只需輸入乘車模式，
新功能會根據最合適的車票種類、特
別計劃及優惠，向乘客推介最低車費
選擇。
另外，港鐵早前已公佈機場快線於下

周日起加價。使用八達通乘客由香港
站、九龍站及青衣站往機場，票價將由
現時的100元、90元及60元，分別加至
110元、100元及65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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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為協
助受重建影響的小商戶重新經營，市建
局昨日宣佈增加非住宅租戶的營商特惠
津貼，今年3月已進行凍結人口調查的
土瓜灣啟明街／榮光街項目亦會受惠。
當中經營凍肉雜貨店的文先生歡迎市建
局提升補償金額，指現時以月租約2萬
元租600呎地舖，很難以同樣價錢在別
處租到同樣大細的面積。市建局表示稍
後制定好細節後，會向租戶及商戶解釋
新安排。
非住宅租客的營商特惠津貼由現時最

低的7萬港元至最高50萬港元，增至最
低11萬港元至最高70萬港元，視乎商
戶營業年期。市建局收購及遷置總監黃

偉權昨日表示，未來新公佈項目，及已
公佈的項目但尚未遷出的租戶一同受
惠。
文先生表示，3月時已經向市建局登

記凍結人口資料，希望市建局盡早聯絡
他，處理補償問題，方便盡早另覓新
址。他並指現時樓價及商舖租金同樣熾
熱，提升補償金額起碼能「幫補少少租
金」，亦有助吸引商戶盡快遷出。他同
意賠償金額應按照經營時間長短而定，
「如果唔係，半年同10年一樣好唔公
平！」
經營理髮店的鄭先生認同今次優化方

案，指增加補償額讓租戶更容易另覓新
舖開張，不過暫時未知自己可以獲得多
少補償，「如果補償額不多，裝修完都
用完筆錢。」他希望市建局盡早與他接
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西九文
化區內各項建設工程正同時開展。西九文
化區管理局指出，戲曲中心的工程進度理
想，應可在預算的27億元造價內完成，
於明年第三季試驗營運。至於演藝綜合劇
場的最終設計已完成，管理局正進行審
核，期望立法會日後可盡快批出工程撥
款，令劇場可於2021年竣工。
立法會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
合小組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西九文化區
內戲曲中心及演藝綜合劇場的最新進展。
管理局行政總裁栢志高表示，戲曲中心的
大樓結構已於4月底大致完成，戲曲劇

場、中庭、茶館和演講廳的工程正按進度
推展，目標是於今年11月底前取得佔用
許可證，並於明年第三季試驗營運。
委員會主席、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

關注工程的財務安排，以及場地未來會否
被充分利用，栢志高回應表示，工程進度
理想，應可於27億元造價內完成，未有
超支。
場地利用方面，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

監茹國烈稱，戲曲中心最大目的是培育及支
持戲曲，因此戲曲項目有優先租用權，但若
未有戲曲項目，將靈活租出中心予其他藝術
項目用途，務求場地被充分利用。此外，中

心亦不會抗拒內地或海外團體租用，因香港
是包容社會，中心主要看重藝術內涵及成
就，不會排斥任何租用者。

栢志高促速批綜合劇場撥款
會議昨日亦討論設計圖於上周曝光的演

藝綜合劇場。管理局指出，劇場的設計顧
問已提交最終詳細設計，目前正由管理局
審核中。劇場位於區內的綜合地庫3B
區，包括一個設有1,450個座位的主劇
場、一個設有600個座位的中型劇場，以
及一個設有270個座位的小型劇場。
劇場亦會為訪客和觀眾提供零售、餐飲

及消閒設施。
栢志高指出，由於劇場的建築工程須待

3B區完成後方可展開，這亦取決於3B區
和相關公共基礎建設工程能否於本立法年
度內獲得政府撥款。他期望立法會未來可
盡快審議此項撥款，令項目能如期於2021
年完成，他對此表示樂觀。

市建局自2002年起未曾調整特惠金方案，
但應課差餉租值至今升幅達130%，有需

要重新調整津貼水平。
市建局昨日通過未來合資格住宅租客所獲
得的特惠金，將由現時應課差餉租值的3.5
倍，變為階梯式計算，首個1萬元可獲9倍計
算，第二個1萬元以8倍計算，如此類推。
除受重建項目影響的住宅租客受惠外，非住
宅租客也能受惠，其可獲得的特惠營商津貼，
由以往最低7萬元至最高50萬元，增加至最低
11萬元至最高70萬元，視乎商戶營業年期。
未來，特惠金及特惠營商津貼的最低金額，
將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每年公佈的租金指數作
出調整。

財政狀況能應付額外開支
黃偉權表示，在市建局重建項目中，很多
住宅租客居住在劏房及板間房，優化政策將提
高住宅租客的特惠金金額，改善他們的居住環
境。被問及會否使市建局財政負擔大增。
黃偉權表示，推出政策前有做過評估，相
應市建局的財政狀況，能應付額外的開支。
市建局非執董、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表示，新優化政策無可避
免增加市建局的財政負擔，然而市建局有其社
會責任，重建同時需幫助劏房及板間房租戶另

覓新居。她以月租5,000元的劏房為例，一年
便需付6萬元，以一人租戶獲津貼7萬元的舊
特惠金額，租戶難以租到合適單位。

麥美娟：顯局方承擔社會責任
她續指，有關方案在董事會轄下的工作小
組已討論逾年，並商討過不同計算金額的方
案，昨早董事會普遍支持新的特惠金方案。
她認為市建局過去經常被批評「只睇錢份

上」，今次新方案顯示了局方承擔社會責
任。
優化措施亦包括市建局收購物業前被業主

迫遷的住宅及非住宅租客，現時被迫遷的住宅
租客可獲差餉3倍的「住宅租客體恤援助」，
或符合入住公屋資格可獲公屋安置。
優化政策下，符合市建局資格者可獲安置
市建局安置大廈。被業主迫遷的非住宅物業租
戶，在優化措施下可獲特惠津貼發放，金額介
乎11萬港元至70萬港元。
黃偉權表示，目前市建局的安置單位足夠
應付申請入住的迫遷戶，並指相關住戶的數字
不多。他續說，安置單位租金由1,000元至千
餘元不等，家庭單位租金則以差餉總值一半計
算，相關租金已包括用戶的水電、管理費支
出，而且居港7年以下的租戶也可在未合資格
申請公屋的情況下申請。

啟明街商戶受惠 讚可吸引速遷

戲曲中心無超支 料明年秋試營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何寶儀）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昨日拍板通過公務員加薪
方案。公務員事務局昨日公佈，低層及中層薪
金級別公務員加薪幅度為2.94%；高層薪金級
別及首長級公務員，加薪幅度為1.88%，均較
有關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加0.5%，但高層
薪金級別內的任何一個薪點均不應低於67,270
元，生效日期追溯至本年4月1日。政府會盡
快將2017至18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建議提交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考慮。
公務員事務局表示，在作出加薪決定時，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充分考慮職方的回應及
既定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下的所有相關因
素，包括薪酬趨勢淨指標、香港經濟狀況、生
活費用的變動、政府的財政狀況、職方對薪酬
調整的要求及公務員士氣。
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黃孔樂表示，加薪幅度

與他們期望相差甚遠，感到失望及無奈，「加
薪幅度像成績表，影響高級公務員士氣。」
他指出，現時政府財政狀況良好，但公務員

的財政狀況卻連通脹也追不上，認為有需要檢
討加薪機制。受公務員退休潮影響，加薪幅度
需扣減遞增薪點被拉高，黃孔樂促請政府設立
最高的扣減數字，使加薪幅度不會受外在偶有
的因素影響。

行會通過公僕加薪
追溯至4月1日

■黃偉權（右）表示，推出政策前已完成評估，市建局有
能力應付額外的開支。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啟明街 資料圖片

■演藝綜合劇場從維港所見的夜景──南
面外觀。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昨日表示，建議立法規
定僱主為月入低於11,000元的僱員，訂立書面合
約，列明工時及補水，預料超過60萬人受惠，最
快2020年底實施。政府建議的合約工時立法中，
11,000元的薪酬劃線是否合理、有何根據，僱主會
否落實超時補水等疑問，政府應作更清晰解答，釋
除公眾疑慮。無論如何，標準工時立法勞資分歧頗
大，勞工界要求「一刀切」一步到位，立法難度更
大，較為務實的態度是對合約工時方案「袋住先」，
經過摸索、總結經驗，逐步向標準工時立法過渡。

政府採納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建議，以每月工資不
超過11,000元作為界定工資線，立法規定僱主需
為這些工資較低的僱員訂立僱傭合約，須列明工時
以及加班補水的安排。勞工界對此建議並不「收
貨」，認為難以保障基層僱員。他們的理據，一是
政府將合約工時的工資線訂在11,000元以下，水
平極低，只略高於最低工資，許多日做12小時的
保安員月薪都不止11,000元，難受保障；二是他
們認為，勞資關係中，僱主處於強勢，僱主即使與
僱員簽訂合約，亦可以要求超時無補水，僱員為保
住飯碗只能無奈忍受。因此，合約工時立法根本無
助解決基層員工長工時及無償超時工作的問題。

面對界定工資線是否劃得太低、合約工時立法對
僱主有否足夠約束力等等質疑，政府應給予進一步的
解釋。11,000元作為界定工資線有何根據，哪些行業
的基層僱員受惠；合約工時立法是否允許僱主不給予
僱員超時補水，若不允許，政府將如何制止？若能解
釋這些疑問，讓公眾看到合約工時立法具有保障相當
程度的公平合理性，並非搪塞公眾而敷衍了事，就能

為合約工時立法營造有利社會氣氛。
有關標準工時立法的討論延續多年，勞資雙方各

執己見、難達共識。政府在2013年4月成立由政
府、僱員、僱主三方組成的標準工時委員會，專門
研究如何推行標準工時立法。可惜，標準工時委員
會未能收窄勞資分歧。2016年4月，勞方代表退出
標準工時委員會，並公開表明抵制欠缺勞工界參與
的標準工時諮詢及其後的報告。此次政府拋出合約
工時立法的建議，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及勞顧會勞方
委員立即發表聲明，表示強烈不滿政府拒絕正面回
應勞工界訴求，認為合約工時立法偷換概念，與標
準工時立法的目標大相逕庭，欠缺標準的合約工時
立法等同將長工時合法化，對僱員不公平。

勞工界堅持各行各業劃一標準工時立法，一視同
仁保障全港300多萬僱員，出發點良好，只是勞資
雙方對標準工時立法的分歧甚大，硬要一步到位而
拒絕其它折衷方案，只會令討論陷入僵局，立法更
遙遙無期。政府建議合約工時立法，可以視為向標
準工時立法踏出第一步，勞方宜用積極態度看待，
求同存異先推動合約工時立法成事，日後再檢討完
善，並透過三方平台及輿論檢視合約工時立法的成
效，監察僱主是否依法保障僱員。目前成功推行的
最低工資就是經過這樣的步驟，令基層僱員受惠。
最低工資立法的經驗值得仿傚，標準工時立法相信
也可以循序漸進。

對於勞方擔心的合約工時立法沒有訂立工時標
準、沒有訂立超時工作補償標準、行業指引沒有約
束力等問題，政府應重點關注，在立法時作出必要
規定，回應勞工界訴求，減少立法的阻力。

合約工時「袋住先」 逐步過渡標準工時
中美洲國家巴拿馬昨日宣佈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建立外交關係，同時與台灣「斷交」，成為
民進黨當局上台後第二個與台灣「斷交」的國
家。中巴建交一方面固然因為中國大陸政治、
經濟影響力強大，「一個中國」原則已成國際
社會普遍共識；另一方面亦是蔡英文當局迴避
「九二共識」核心議題，破壞兩岸政治互信的
必然結果。事件再次警告蔡英文當局，其兩岸
政策立場不能再曖昧不明，如不改弦更張，回
到承認「九二共識」的正確道路上來，將難逃
內外交困局面。

早在2014年，巴拿馬就表達過與大陸建交及
與台灣「斷交」的意願。不過，由於在馬英九
執政的八年裡，兩岸在「一中」的大原則上建
立了政治互信，在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方面也
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但是，去年「5·20」
以來，蔡英文當局一直迴避承認「九二共
識」，造成兩岸通過協商溝通解決台灣涉外事
務的途徑被中止。在兩岸關係良好氣氛被民進
黨當局單方面破壞的前提下，大陸自然要去回
應那些希望和大陸交好的意願，與此同時也要
在國際社會繼續鞏固「一個中國」的框架。因
此，巴拿馬與台灣的「斷交」，是蔡英文當局
不認同「九二共識」的必然結果。

雖然蔡英文上台後，極力想擴展外交活動空
間，而她出訪的第一個國家就是巴拿馬。但隨
着中國大陸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一個中
國」原則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更多國家
和地區積極與大陸在政治、經貿和文化領域交

往，這是自然不過的事情。就巴拿馬本國而
言，無論是從國際政治、雙邊貿易還是產業合
作而言，中國大陸的重要性都遠遠超出台灣，
與大陸建交絕對符合巴國人民的最大利益。可
以說，此次「斷交」無疑是台灣近年來最嚴重
的「外交挫敗」，也意味着民進黨當局在對外
交往方面的徹底失敗，顯示蔡英文將不斷陷入
內外交困的境地。

環顧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國際社會已經普
遍達成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共識，這是
無法阻擋的大勢。不斷被「斷交」的現實、
凍結不前的兩岸關係，都證明如果不回到
「九二共識」的正確軌道上，民進黨當局的
所謂「維持現狀」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蔡
英文的問題，除了抱有「台獨」野心之外，
還在於她對兩岸關係發展大趨勢有嚴重誤
判，低估中國大陸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
的決心，沒有清醒認識到中國大陸在世界政
經格局中與日俱增的影響力。以為用幾句花
言巧語就能矇騙過去，這顯然是不切合實際
的癡人說夢而已。

展望未來，兩岸關係能否正常發展的關鍵，
在於台灣當局能否在涉及大是大非的「九二共
識」上作出正面、正確的回應。解鈴還須繫鈴
人，蔡英文只有明確回答兩岸關係何去何從的
問卷，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雙方才能
回復良性互動，兩岸關係才能重回和平發展的
軌道。否則，台灣只會越來越孤立。

拒不承認「九二共識」 蔡當局難逃內外交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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