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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因驅散違法「佔領」者、
被裁定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
名成立的退休警司朱經緯，早
前被判監3個月，不少人認為
事件打擊警員士氣。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表示，明白近年的政
治事件令前線警員承受很大壓
力，她以香港的執法部門為
傲，冀市民不要受抹黑言論所
影響。

葛珮帆冀保障警員合法權益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昨

在行政長官答問會上指，近年
違法暴力事件不斷發生，包括
非法「佔中」、旺角暴亂等，
令前線執法警員壓力大增，更
有警員因為執行職務而受傷入
院或被判入獄。
她續說，有組織性地針對警隊

進行惡意攻擊和抹黑的事件有增
加趨勢，對警隊在執法及士氣方
面帶來極大影響，關注特區政府
會如何提升警隊士氣，改善警隊
的福利和服務條件，保障警員合
法利益和尊嚴。
林鄭月娥坦言，深切感受到

近年一些政治事件，令前線警
員在維持公眾秩序時面對很多

壓力，故她過去出席警務處的
活動時，亦多次發言支持警務
人員緊守工作崗位。
「我非常重視香港警務人員

的士氣，所以在這方面作為行
政長官，我亦會親自關心。」

籲示威者勿辱執法人員
林太認同，近年社會出現一

些抹黑警隊的事件或言論，希
望社會大眾不要受抹黑言論影
響，令警務人員承受不必要的
壓力。
在警員執法時的指引方面，

她相信警務處處長會聽取前線
警務人員及警務協會的意見，
令他們可以更安心去維持治
安。她並呼籲，參與遊行及示
威者發表意見的同時亦需要守
法，不應該出言侮辱執法人
員。
林鄭月娥強調，自己一直以

香港的執法部門為傲，目前香
港犯罪率乃40多年以來的新
低，成績得來不易，全靠所有
執法部門，包括警隊，特別是
前線警務人員的努力不懈。特
區政府會認真考慮改善警員在
職安健方面的保障，而提升福
利待遇方面則持開放態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屯門近日
發生的懷疑虐兒案，年幼小兄妹一死一傷，
年僅5歲女童陳瑞臨（臨臨）不幸離世。特
首林鄭月娥昨日在答問會上主動表示，針對
幼兒被虐致死的慘劇，勞工及福利局和教育
局將會馬上研究完善機制，保護孩子免受傷
害。

「童事委會」盡快拍板
林鄭月娥在特首答問會上開場發言時談到

教育問題。她指出，繼早前推行36億元教育
新資源的各項措施後，需進一步研究的八大
範疇的有關工作已陸續展開，而成立「兒童

事務委員會」等需研究、籌備和進行廣泛公
眾參與的重點工作，亦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務求盡早向社會公佈具體方案。
她更主動提及近日引起社會譁然的幼兒被

虐致死慘劇，強調勞工及福利局和教育局將
會馬上研究完善機制，保護孩子免受傷害。

重視非華語生教育
在答問會上，經民聯議員石禮謙提到香港

部分少數族裔沒得到一個公平教育的機會，
並詢問林鄭月娥會否考慮撥款5億元去協助
非華語學生。林鄭月娥回應指，她對此問題
非常上心，「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說香港是

家，這個家是應該都屬於這些非華語人
士。」
她續說，她早年在扶貧委員會時，已優先

處理少數族裔或者非華語學生的學習問題，
在各學校實行一個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
框架，及後也為樂意接收少數族裔小朋友的
幼稚園增加額外資源，目前均已初見成效。
林鄭月娥強調，倘未來還有可以強化少數

族裔學生的工作，特區政府一定會做，也不
會只局限於50億元的教育新資源，「（50億
元額外教育撥款）用了36億，還有14億要
分……如果為了優質教育、為了學生福祉，要
花多過50億元，這個我們一定願意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去年7月1日重要講話中，要
求中央相關部委盡快出台便利港人在內
地學習、就業和生活的措施，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在昨日答問會上指出，中央過
去半年間已先後公佈兩批便利港人的政
策措施，特區政府還將繼續積極爭取，
並透露她本月底要上北京，其間會「學
其他省市領導『跑部委』」，向他們解
釋為何港人都希望得到具體措施，「我
相信這些一批一批便利港人的具體措施
將會陸續推出。」

劉國勳促爭取國民待遇
民建聯議員劉國勳在答問會上表示，

國家近年發展一日千里，在經濟、文
化、社會等方面都取得豐碩成果，未來
更有廣闊發展空間，如「一帶一路」和
大灣區建設等，不少調查均指香港學生
普遍看好內地經濟前景，亦願意回到內
地工作。
他直言，由於歷史和制度的原因，香

港市民目前仍然未能夠在內地享有完整的
國民待遇，以致在內地工作、學習和生活
等方面仍受到不少限制。為此，民建聯此
前與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會面，並向對方提
交了建議書，希望廣東省方面能夠先行先
試，在就業、創業、生活和教育等方面落
實對香港市民的國民待遇。
劉國勳要求特區政府跟進，「其中一

項重點就是回鄉卡未能夠發揮到作為一
個身份證明
文件進行各
類實名登記
的用途，好
像 微 信 支
付、手提電
話 服 務 等
等，使用都
有困難，更
加不要說各
類的戶籍登
記制度造成

的就業、置業、職業和子女就學等一系
列問題。」
林鄭月娥在回應時指出，2018年是國

家改革開放40周年，早期開放的時候港
人港企希望拿外國人待遇，要做外商，
到現在要用回國民待遇，「我自己的感
受就是這凸顯了國家富強起來了，以及
現在的發展速度令我們覺得用回本地的
企業、國民的待遇可能更加有利於我們
在內地的投資、工作和生活。」

短短半年 兩推利港人措施
她續說，自習近平主席要求中央相關部

委盡快出台一些便利港人在內地學習、就
業和生活的措施後，在短短半年間已先
後公佈了兩批便利港人的措施，包括在
今個學年開始為在內地讀大學畢業的香
港學生提供就業協議書及簽發就業報到
證；港人可用他們的回鄉卡從自動售票機
拿到或買到車票；在內地工作的香港人可
參加自願性的住房公積金等。
林鄭月娥強調，特區政府會積極爭取

便利港人在內地學習、就業和生活的措
施，「現在有很多香港人在內地工作和
讀書，我們常常去問他們還有什麼方便
措施想要，我們梳理這些要求後，然後
交給國務院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差不
多有一個專責小組專門處理我們這些訴
求，然後走去不同部委問問可否給我們
國民待遇，我相信這些一批一批便利港
人的具體措施將會陸續推出。」
被問及特區政府會否考慮成立一個較

高層次的跨部門委員會，專門研究及推
動有關落實國民待遇的問題時，林鄭月
娥指出，這些工作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負責，還有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特區與
內地合作事宜委員會，並由她親自去爭
取，「即是所有與內地有關的事都由高
層次統籌。」
她又透露，本月底又要上北京為香港人
爭取，「要學其他省市領導『跑部
委』」，去解釋為何港人都希望得到具體
措施。

月底上京「跑部委」
惠港措施陸續來

針對虐兒慘劇 速完善護童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府外

判工「被自願」簽署自願離職書，引發了

社會對無良僱主逃避支付遣散費的關注。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昨日立法會行政長官

答問大會上透露，她已要求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羅致光主持跨部門工作小組，研究如

何改善現時政府各部門外判服務的制度；

她又透露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2018/2019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會為各部門增加

3%資源，讓各個部門可改善外判工的工

資問題。

撐
警
撐
警
盡
責

以
執
法
部
門
為
傲

林鄭月娥今年首次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在開
場發言中，她表示作為一個秉持公義、關心

市民的政府，將會時刻肩負「為市民解困」的責
任，而針對近日政府外判服務員工的待遇問題，
她已要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持跨部門工作小
組，研究如何改善現時政府各部門外判服務的制
度。

工聯促檢視外判合約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在提問時指出，工聯會過去兩

年來處理因為外判而衍生的遣散費爭議，涉及974
名工友，涉及金額超過1,400萬元，故對現時才有
跨部門工作小組研究工潮事件感到失望，「在行政
長官未上任之前，我們去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已經
提過要改革外判制度，乃至我們本會很多次辯論，
大大小小很多委員會都說過外判制度是要改革。為
何要工潮發生，政府才如夢初醒？」
他強調，工聯會非常關注政府外判的問題，並要

求政府交代如何在在財政承擔、招標制度下作出改
善，而在政府在短期內逐一檢視有外判制度的部門
的合約轉制情況下，會否有出現類似早前工潮的一
些「蠱惑招數」，如「走」遣散費、「走」長服金
等情況。

各部門將增資源3%
林鄭月娥回應指，她的發言或會給予了事後孔

明、現在才做的印象，但事實上，她上任不久，便
已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說，應要加強監察及做好外
判制度下基層員工的福利和權益，故由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牽頭的跨部門工作小組，已開始工作了一段
時間，並會盡快完結這些工作。
她說：「工作有多方面，都包括剛才他所說的，

由訂定這些外判合約，你要求有什麼服務水平、配
對的人手是多少，甚至外判合約中員工的福利或遣
散安排，我們都會照顧得到。另外，因為要公開、
公平、公正，所以在公開招標下的評分制度亦是一
個要注意的地方。」
林鄭月娥指，政府現有四五個大部門聘請達3.8
萬名外判的基層員工，分別是清潔、保安和在公
廁管理的員工，其工資問題值得斟酌和檢視，但
歸根究柢是部門在過去一段時間，直至本屆政府
根本未獲足夠的資源，「不但不能每年有一個通
脹的調整，甚至要做『0-1-1』的削減。所以部門
在『無米』之下訂立這些合約，真的有點困
難。」
她強調，要正本清源，就需要從資源方面提供
一個足夠空間，讓各個部門可以處理這些問題，
又透露陳茂波將在 2018/2019 年度的財政預算
案，會為各部門增加 3%資源，以改善問題，
「我們讓他們的資源稍為充裕些，他們便可以按
着我們稍後提出的新招標安排、新的合約要求來
做這工作。如果需要注入額外資源，財政承擔方
面我們都願意做。」

理財新哲學：加薪可減社保
林鄭月娥並引用早前提出的理財新哲學解釋指，
從公共財政角度來看，有些錢花了其實是便省了其
他錢，期望這種思維能為本屆政府找出一些突破
點，解決社會民生議題，「香港人自力更生的精神
很強。只要有工做，他願意做工。所以如果在他的
工作中，我們能夠在合理權益中做得好點，防止他
掉進社會保障網，政府其實在這方面便可以節省很
多錢。」
陸頌雄追問指，除了改革制度外，政府長遠會
否減少削減外判的規模，甚至取消外判。林鄭月
娥坦言，此做法有難度，因為有些工作要有市場
靈活性，不能夠所有都放入公務員的編制，但怎
樣善待這些外判合約員工，一定是特區政府關心
的工作。

■■林鄭月娥昨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林鄭月娥昨出席立法會答問大
會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政府雙管齊下改善外判制度。 資料圖片

■劉國勳希望港人可在內
地享有完整的國民待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林鄭月娥讚揚警員努力不懈。 資料圖片

■石禮謙關心少族有否得到公
平教育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