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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三多」迎挑戰 盼與民再創高峰

梁振英：樂見撤對沖有新方案
困擾勞資逾廿載 冀老闆打工仔速達共識

新班子實幹型 熟政府運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日前行政會議通過取消強

積金對沖方案，以「劃線」形

式，由政府出資79億元，分

10年補貼僱主，並降低遣散

費及長期服務金與工資的比

例，但未獲勞資雙方支持。行

政長官梁振英昨日表示，取消

強積金對沖不容易，對沖亦困

擾僱主與僱員的關係逾 20

年，冀僱主與僱員盡快達成共

識。

梁振英競選時在政綱中提出：「逐步降低強積金戶口
內僱主累積供款權益用作抵消僱員長期服務金及遣

散費的比例。」當局於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建議方案，
並於日前在行會通過取消對沖。

指「劃線」經長時間討論
梁振英及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啟程前往北京，出

席香港回歸20周年成就展開幕禮。梁振英啟程前表示，
在任內會兌現承諾，「劃線」取消強積金對沖問題是經過
長時間與勞工界及工商界討論，希望獲得雙方支持。

影響全港300多萬打工仔
他又說，取消強積金對沖不單影響基層的僱員，更影響

全港300多萬名打工仔，又承認取消強積金對沖並不容
易。
他補充，現屆政府出資79億元，在未來10年取消對
沖，期望僱主與僱員盡快達成共識，亦考慮本港中小企的

承受能力，作為全面取消強積金對沖的過渡措施。換屆在
即，梁振英說，若下一屆政府能提出一個新方案，最後亦
能通過立法會，達到立法取消強積金對沖的目標，他本人
十分樂見其成。

張建宗：方案已平衡雙方利益
至於過渡至下屆政府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則表示，有關

方案能平衡勞資雙方利益，但明白「兩面不討好」，一開
始已預料不獲勞資雙方支持。他又說，政府提出的方案能
提供一個良好基礎，使下屆政府不必由頭做起，只需做適
度調校，便能再向前推展。
張建宗續指，政府有決心及願意在財政上全力配合，

以強積金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長遠一定要廢除。
若下屆政府盡快把方案提交至立法會，過程亦沒有受阻
滯，預料3年後便可實施，有信心勞資雙方最終可建立共
識。他又呼籲，若再蹉跎歲月，受損的是300多萬打工
仔。

留任至下屆政府的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
認同候任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在她的政綱中提出，政府應該擔任「促成者」
和「推廣者」的角色，在政府理財方面也應該把
資源用得其所和用得及時。他續稱，要找到「瓣
瓣皆能」的官員真的不易，未來會與轄下四局的
局長及整個政府團隊通力合作，齊心協助候任特
首施政，為社會謀福祉，不負市民大眾所望。

陳茂波：工作定三大目標
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表示，非常榮幸得到林

太的提名，並獲得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在新一屆
政府繼續在財政司司長的崗位服務香港社會和廣
大市民。他表示，要找到「瓣瓣皆能」的官員真
的不易，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個互相配搭、上下一
心、團結奮進、勇於承擔的團隊，一個願意廣納

意見、謀求創新和突破的團隊。而他未來5年的
工作有三大目標，包括「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投資未來令香港更加宜居宜業」及「建設公平
公義、關愛共享的社會」。
他又感謝許多的新知舊雨、以前參與不同

社會服務時所認識的朋友、落區探訪和在街
上遇到的市民，他們對他的支持及鞭策都銘
記於心，並會竭盡所能做好工作。他續稱，
第四屆政府的任期尚有不到一周就結束，衷
心感謝現任特首梁振英及他在擔任發展局局
長期間的上司曾俊華的信任及支持，也要感
謝3位將卸任的好隊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
長陳家強、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及
發展局局長馬紹祥。

讚陳家強蘇錦樑任內貢獻多
陳茂波稱，陳家強在任內成功維護香港金

融穩定和公共財政穩健，並且大力推動滬港
通、深港通和債券通等互聯互通措施的落
實，及離岸人民幣業務和資產管理業務的發
展，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也讓香港在國家推進金融市場改革方面，作
出重要貢獻。蘇錦樑則帶領商經局在便利商
貿、開拓市場和推動旅遊業轉型復甦等多方
面貢獻良多，其中有關香港與東盟的自由貿
易協定的談判工作尤其重要。
他續稱，他在未來會與政府團隊努力維護香
港的金融穩定、金融安全、優化營商環境、推動
支柱產業蓬勃進步，同時積極推動創新科技及優
勢產業的發展，令香港的經濟更多元化，讓各階
層市民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也讓青年人有更
多優質的就業選擇。未來也會致力維持穩健的公
共財政，同時靈活運用政府今天所擁有的龐大財
力，讓部門能夠不失時機地推行各項利港惠民的
政策，以人為本，積極地回應社會訴求，建設公
平公義、關愛共融的社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妮

官員未必「瓣瓣掂」團結互補助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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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 網誌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候任特首
林鄭月娥上周公佈新班子名單，有聲音
稱沒有太大驚喜。不過連任的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表示，與林鄭月娥是多年的同
事，一直合作無間，在人口政策、扶
貧、安老和助弱等重大民生議題上理念
一致，承諾會全力協助林鄭月娥施政，
並努力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積極改善
行政立法關係。他表示，未來五年將一
如以往，以多關心、多聆聽、多行動的

積極態度，全心全意與問責團隊、全體
公務員和市民，一同面對挑戰，一同再
創高峰。
張建宗昨日發表以「一同創新風」為

題的網誌，稱懷着感激、謙遜與盼望的
心情，接受出任特區下一屆政務司司長
的挑戰。他表示，能繼續為本港市民服
務是他近半個世紀公務生涯最大的榮
譽，而作為政務司司長，會全力協助林
鄭月娥推行政綱的四個施政重點：改善

民生、提升公務員士氣及效率、培育人
才、促進青年發展和向上流動，把香港
建構成和諧關愛、共融宜居的亞洲國際
大都會。

護港核心價值 改善行立關係
他續稱，明白社會對新政府寄予很大
期望，承諾會努力維護香港的核心價
值，積極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加強統籌
和協調跨政策局及跨部門的政策工作，
提升施政效率，帶領公務員團隊為市民
服務。他也會繼續為香港開拓更大的發
展空間，抓緊當前的新機遇，推進與內
地的交流和合作，與國際建立更緊密的
聯繫，提升香港的長遠競爭力。
他表示，投身公務是他唯一志願，也是
他最熱愛的工作，並稱在過去45年在政府
新聞、民政、工業、貿易談判、財政、司
法行政、政策研究和教育、勞工、福利等
不同崗位工作，當中最近十多年主力勞工
福利，心繫勞工，情牽基層。
他認為，每一個崗位都要面對不同的挑
戰，雖然過程艱辛，但是每時每刻都在享
受工作，珍惜每一個為社會服務的機會，
又相信只要抱着積極進取的心態，投入工

作，迎接挑戰，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張建宗表示，在這些年來，他深切體

會到香港實在是一個難得的好地方，從
一個寂寂無名的小漁村到世界知名的國
際金融中心，全靠香港人的拚搏精神和
辛勤努力，期望港人要好好珍惜這片福
地，珍惜現在擁有的一切。
他又感謝前任特首曾蔭權、現任特首

梁振英和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在過去多
年的支持及信任，在扶貧、安老、助弱
方面都給予他空間及資源，推行一系列
靈活創新的政策措施，如推行法定最低
工資以改善較低薪僱員的收入；補助本
港有經濟需要長者的生活開支的「長者
生活津貼」；鼓勵自力更生和紓緩跨代
貧窮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每日
惠及110多萬殘疾人士及長者人次的「2
元乘車優惠」；及培訓青年就業的「展
翅青見計劃」。這種創新精神，也將體
現在新一屆政府的施政當中。
他也感謝問責團隊及17萬名公務員一

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形容公務員同事
堪稱默默耕耘的無名英雄，他們盡忠職
守，專業高效，可說是特區施政和社會
安定繁榮的重要支柱。

■張建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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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修）候任民政事務
局局長劉江華昨日表示，日前與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王光亞會面，匯報了民政事務局的工作，包括
青年發展、文化體育、地區行政等，並談及未來
幾年的發展方向。他透露，王光亞非常關心香港
青年的發展，現時香港有很多內地實習和交流計
劃，並逐步推廣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希望
為香港青年提供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習的
機會，相信讓香港青年到內地和其他地方走一
走、看一看，對他們未來的發展必定有幫助。
劉江華續稱，今年安排了不少藝術團體到內地

和海外共92個城市參與演出和展覽，可見香港
青年在體育、文化等方面均表現積極，並認為香
港未來很多方面發展需要內地支持。
他又指，王光亞強調，若香港遇上任何問題或

困難，內地將盡量配合，確保香港青年得到發展
和見識的機會。

與港澳辦主任會面
劉江華：匯報工作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署理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示，日前與港澳辦主任王光
亞在深圳會面時曾談及依法施政、「一國兩制」
等議題，同時亦有向王光亞介紹自己未來的工
作，並重申該次會面為香港特區政府候任班子與
港澳辦官員的正常面談。
將出任新一屆政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的陳肇始

表示，她在會談時曾向王光亞述說未來計劃。她
表示將會延續現政府正推行的立法工作，一些法
例仍然需要法案委員會的審議才能正式通過，例
如醫生註冊條例、規管私營醫療機構法例以及禁
止向18歲以下人士在零售點賣酒的法例等。另
一方面，對於近日推出的醫療人手規劃及相關專
業發展及規管報告新措施都會作進一步跟進及檢
討。
被問及有關上任後會否推出新政策，陳肇始表

示，將會繼續推動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及立例
禁止向未成年人士賣酒等，但尚未有推出其他新
政策的打算，她續稱，若有任何新政策，會在適
當時間公佈。
她亦表示，對現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

長謝曼怡及現任食衛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加
入，成為新一屆政府的食物及衛生局一分子感到
高興。

陳肇始見王光亞
指屬正常面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候任特首
林鄭月娥的新班子及行政會議成員名單出
爐，問責官員團隊中多為公務員出身。候任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形容，
新一屆班子是實幹型，熟悉政府運作。團結
香港基金理事劉炳章也指，新一屆政府班子
能延續施政理念，因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留
任，延續性強，強調施政風格新舊不在乎
人，而是政策，其中林鄭月娥如何推動其新
政策最為重要。
《城市論壇》昨日討論下任政府班子，被

邀出席的有張國鈞、劉炳章、民主黨副主席
羅健熙及中央政策組前顧問劉細良。

張國鈞：可與各黨達共識
張國鈞表示，大家均希望看到下任特首可
展現施政新風格，認為新一屆政府班子是實
幹型，熟悉政府運作，上任後可與各政黨達
成共識，推行教育、房屋等政策。他又表

示，行政會議能作為好的平台，讓行政長官
及各局長在政策「醞釀出台」前，了解各政
黨的意見，可對將來施政帶來好處。

劉炳章：能延續施政理念
劉炳章也指，新一屆政府班子能延續施

政理念，因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留任，延續
性強，強調施政風格新舊不在乎人，而是
政策，林鄭月娥如何推動其新政策最重
要。他並引述指，林鄭月娥的政綱亦有引
進新思維，包括邀請年輕人加入中央政策
組。
不過，羅健熙則稱，擔心新加入的行會成

員仍與舊有成員「想法一致」，未能在政策
或管治上帶來新思維。劉細良亦稱，林鄭月
娥介紹新班子時，以「無驚嚇」作為賣點，
恍如茶餐廳以「唔難食」作為賣點，恐怕不
易打出施政新風格，但「同情」林鄭月娥難
覓人選。

對於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日前與3名候任司
長會面，逐一進行任職談話，劉細良認為，
從特首述職規範化、官員的坐位有「莊閒」
之分，已反映中央漸將「一國」的權力實體

化及細節化，惟事前未與港人討論，觀感上
令人不好受。
劉炳章反駁指，中央給予的高度自治權，

並非分權而是授權，因此接見主要官員很正

常，日後或會變得恒常化。 張國均亦表
示，在現時的憲制框架底下，不能否認中央
有任命權，因此入職前與官員見面溝通，亦
能有利「一國兩制」的落實。

■劉炳章相信新班子
能延續施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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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鈞認為，新屆
政府應可與各黨達共
識。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與香港特區第五屆政府主要官員於記者會上合照。 資料圖片

■梁振英希望，
勞資雙方盡快就
取消強積金對沖
方案達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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