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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一電總關情
社工部 王瑞光

不知不覺間，來港工作已 6 年多了。很多
時候談及我的工作，總會引起內地或香港
朋友們的好奇，有的歎「香港也有信
訪？！」有的問「信訪處？我在香港這麼久
都沒聽說過，你們都幹什麼呀？」……
香港有信訪、中聯辦有信訪處？答案是
當然有也必須有。信訪工作是我辦履行
「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和建議」職
責使命的重要方式，早在新華社香港分社
時代即有前後數十名前輩為此默默奉獻。
為把這項工作做得更好，2005 年我辦正式
設立信訪處，至此香港朋友有了更為便捷
的溝通窗口和平台，我們也有了更多傾聽
市民心聲、服務香港朋友的機會和空間。

雲中誰寄錦書來
信件自古就是陳情達意的載體，在當下
也是我們工作的主要客體。我們每年處理
來信 3,000 餘件，其中，有提出意見建議
的，有反映困難訴求的，每一件都飽含着
香港朋友對國家、對香港的深情和對我辦
的信任與期待。最令我難忘的是 2014 年非

法「佔中」期間的市民來信。當年 9 月 28
日到 12 月 16 日短短 80 天，我們即收到香港
朋友來信近 500 件，有專業人士，有退休教
師，還有宗教界人士和原居民，他們或呼
籲堅持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支持政府和
警方依法清場，或譴責非法「佔中」策劃
者和組織者、要求予以嚴懲，或抨擊個別
媒體蓄意誤導公眾，或提出各種應對事態
的意見建議，每封來信側重點雖不同，卻
共同表達出對國家強大的驕傲與自信，對
香港現狀、未來的關切和盡快扭轉亂象的
迫切願望。
其中，不少長者朋友的來信是手寫的，
從字跡的變化我們可以清晰感受到他們情
緒的起伏，那些力透紙背和筆畫曲折之處
的激情，那些「我們以香港為根，實應團
結一致，絕不上山姆大叔的戰車」的語
句，足見前輩們對香港的深情厚誼，至今
讀來仍令人感動、令人振奮。

一線相知無遠近
與處理信件同等重要的是接聽來電。實
踐中我們每年接聽電話 3,000 餘個，透過電
話對香港朋友提出的問題、意見或訴求作
出即時指引和回應往往事半功倍。這項工

作聽着簡單做起來可不容易，沒人知道下
一個來電是風和日麗還是電閃雷鳴、是宏
觀意見還是具體訴求，想處理得當，經驗
積累和時間打磨二者必不可少。當然，對
於來自北方的我，首先還是得過語言關。
剛來港時學粵語熱情很高，可白話的發音
和語調都難到聽不懂，更別說講了，學習
也變得有一搭沒一搭。
直到半年後，一個香港朋友電話裡「這
是香港，你不會廣東話來這裡做什麼！」
的批評，讓我慚愧也讓我警醒。再戰粵
語，從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日常用語到「食
得鹹魚抵得渴」的俗語，從慢慢聽得懂到
一句話斷斷續續往外蹦，我只用了半年時
間。這一過程中，我要感謝周圍同事們的
悉心指導，更要感謝所有來電的香港朋友
給予的包容和鼓勵。
後來很多時候，雖說廣東話仍說得不地
道，但我以「我的白話講得不太好」表達
歉意時，香港朋友總會以「我的普通話也
很普通」善意回應，於是電話兩端默契一
笑……這樣真好，您有信任，我有真誠，
何愁距離遠近。

縱使相逢不相識

協助反映香港朋友在內地遇到的各種困
難和訴求是我們的核心關切，每每看到香
港朋友在內地的合法權益得到維護或意見
建議得到積極回應，我們都由衷地感到高
興。2014 年2月，香港朋友曾女士向我辦反
映其內地房產糾紛執行款項遲遲無法執行
事宜，其後其女兒徐小姐再次致信我辦領
導，稱家裡籠罩着抑鬱、憂傷、令人窒息
的氣氛，發展商應返還的款項是姐弟三人
海外讀書的學費和生活費，如果拿不到，
他們只能輟學。
孩子們的未來和命運深深觸動了我們的
心，我們先後 5 次向內地有關部門反映，經
各方共同努力，曾女士於當年 10 月拿到執
行款人民幣 100 多萬元。12 月底徐小姐專門
從英國寄回信件，告知「家中烏雲散去，
姐弟三人在他鄉安心讀書，萬分感謝貴辦
救我全家人於水火之中……」
在我們信訪處裡，珍藏着數百封這樣的
感謝信和數十面錦旗、牌匾，而實際上，
我們與絕大多數故事裡的主人翁素未謀
面。
正如前輩張錦雄同志所說：「我們做信
訪工作的，別問值不值，要問我們做了多
少、還能再做多少；在這個崗位上，你我

■獲助市民自發贈送的部分致謝錦旗。
作者供圖
姓甚名誰並不重要，大家知道中聯辦就
好！」
縱使相逢不相識，又何妨？真誠服務，
初心如故！
Here, we are always on line!

工聯：撤對沖勿損現有勞工權益
讚政府
「落水」
深 盼僱主接受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工聯會昨日召開第三十七屆會員代表大會，逾千名出席的工會及屬會代表在大
會上討論及通過上屆理事會工作報告，並探討工聯會的未來工作方向。適逢今年為工聯會成立 70 周年，今屆大
會提出以「同心創新， 團結奮進 ，開啟愛國工運新里程」為主題。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發表工作報告時指出，
工聯會決心為愛國愛港工會運動開啟新里程，為壯大工會力量更好維護僱員權益，推動社會發展進步而不懈奮
鬥。

每三年一度的工聯會會員代表大會昨日
在旺角勞工子弟中學舉行，超過 700

名會員代表，加上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及列席
代表共逾千人出席。他們首先肅立並高唱國
歌，然後由第三十六屆理事長吳秋北匯報理
事會工作報告，各代表其後圍繞今屆大會主
題進行分組討論，探討工聯會未來工作方
向。
吳秋北在作工作報告時指出，2014 年香
港一小撮政客挑起違法「佔領」行動、踐踏
法治、撕裂社會，及後更引發旺角暴亂等大
小動亂，「港獨」思潮蔓延，入侵校園荼毒
年輕學生。同時，反對派亦在議會內肆意拉
布，令眾多涉及民生及基建等項目也被迫擱
置，社會經濟民生大受影響，修改議事規則
後情況才有好轉。

他續說，工聯會於過去 3 年大力發展鞏固
會員，屬會會員人數至去年已突破 42 萬，
屬會增至 192 間、贊助會 59 間，合共有 251
間工會。
同時，工聯會與各工會進行了大量維權工
作，處理近 1,000 宗勞資糾紛，涉及近萬人
次，追討金額逾4.3億港元。

「帶路」為港帶來重大機遇
展望未來 3 年，吳秋北指「一帶一路」與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在推進，為香港發展帶
來重大機遇，惟香港勞工政策及立法滯後，
打工仔議價能力不高，就業質量下降，工會
運動挑戰嚴峻。
他表示，工聯會一定要有高瞻遠矚的眼
光，勇於變革，加強團結，為進一步壯大工

會力量、開創工運新輝煌而努力。

林淑儀勉工會任打工仔「代言人」
工聯會會長林淑儀致閉幕辭時表示，愛國
是工聯會的核心精神，香港工人的命運從一
開始便與國家命運連成一體。她寄語工會要
隨時代發展而革新轉變，要以打工仔為中
心，擔當打工仔代言人，要牢牢把握工運的
主導權及話語權。她期望各工會代表抓緊貫
徹落實今屆代表大會的精神，帶領打工仔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共同創造更幸福、更美好
的明天，並為「一國兩制」、實現「中國
夢」作出新的貢獻！
林淑儀其後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今年適
逢工聯會成立 70 周年，故具有雙重意義，
工聯秉持「同心創新，團結奮進」的精神，

面對本港人口高
齡化及勞動人口預
期下降，特區政府
要「諗諗計」！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
示，會鼓勵健康及有意繼續工作的年長
人士（50 歲至 64 歲）及「少老」（65 歲
至 74 歲）重投就業市場，如勞工處將在
今年內優化「中年就業計劃」，向聘用
60 歲或以上已離開職場或失業的年長求
職者，並為他們提供在職培訓的僱主，
發放每月達 4,000 元在職培訓津貼，為期
6個月至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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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左
一）指，他將
親自領導新成
立的專責督導
委員會，檢視
及監察支援少
數族裔的工
作。
網誌圖片

張建宗：鼓勵「少老」重投就業市場
張建宗昨日發表名為「善用人力資源
推動經濟發展」的網誌，大談對政府的
人力資源規劃，以抓緊國家「一帶一
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
遇。
他表示，本港勞動市場長期偏緊，最
新失業率數字為 2.9%，是 20 年來首度低
於 3%的歷史地位，基本達致「全民就
業」，但預期勞動力人口下降，釋放本
地勞動潛力是人力資源規劃的重要策
略。
他表示，政府鼓勵健康及有意繼續工
作的年長人士及「少老」重投就業市
場，並指本港年長人士的勞動人口參與
率在過去 10 年顯著上升，65 歲或以上的
勞動人口，由 2007 年的 5.2%增至 2017 年
的 11%；「少老」相關增幅更加明顯，
由8.3%增至17.7%。
不過，張建宗指，本港長者勞動人口
參與率仍遠遠低於部分亞洲鄰近國家，

如 日 本 的 參 與 率 為 22.7% ， 新 加 坡 為
26.8%，韓國更有31.5%。
張建宗續指，婦女亦是不容忽視的人
力資源，最近僱員再培訓局開辦一系列
適合需要兼顧家庭的婦女的培訓課程，
如「零存整付證書計劃」，讓學員在成
功修讀指定的半日或晚間制課程後，可
換取等同於全日制課程的證書，方便未
能修讀全日制課程的女性，可彈性安排
時間進修及獲得認可資歷。計劃現涵蓋
陪月員、護理員及嬰幼兒照顧員，為希
望重投職場的婦女提供更多培訓選擇。
他表示，政府致力減輕雙職父母的壓
力，讓家長不用為照顧幼兒而大傷腦
筋，令婦女能投入勞動市場，如透過資
助非政府機構，為 6 歲以下幼兒提供多元
化的幼兒照顧服務，並為有需要的家庭
提供收費豁免或減免。政府亦已委託香
港大學展開幼兒照顧服務顧問研究，料
能在今年內完成。

檢視支援少族工作
另外，少數族裔亦是本港一股重要的
人力資源，張建宗指，他將親自領導新
成立的專責督導委員會，以高層次統
籌、檢視及監察支援少數族裔的工作，
就此財政預算案亦預留 5 億元支援相關工
作。
張建宗表示，培育人才、全方位釋放
本地勞動力，吸引外來人才填補勞動力
的缺口，是香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一
環。在推展人口政策時，要提升人力資
源的質與量，為香港未來的發展制定全
面而適切的人才規劃藍圖，維持本港的
軟實力及競爭力。
他期望與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攜手合
作，制定一套具針對性及切實可行的人
力資源策略，為這個亞洲大都會不斷注
入新動力，推動香港向前邁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妮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堅持愛國愛港，維護工人權益的初心。對於
政府提出的取消對沖方案，她指政府已顯示
出決心，「其實我認為商界不需擔心，因現
時政府『落水』多，希望僱主開明一點，接
受現實。」
吳秋北表示，政府對取消對沖立場清晰，
呼籲僱主面對現實，盡快商討方案。他重

羅致光：撤對沖不會出現「博炒」

「老友」何必言休 政府倡 74 歲繼續做

■工聯會昨日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吳秋北匯報理事會工作報告。
申，勞工界的立場是方案不能夠損害現有勞
工權益。
至於最低工資委員會正就最低工資水平進
行諮詢，他們二人均表示，最低工資水平滯
後，必須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及經濟情
況，工會會收集意見，再向最低工資委員會
反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取消強積
金對沖初步構思方案出爐後，有部分僱主
及僱員表示對方案不太理解。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羅致光表示，政府初步構思的方
案，會令更多微型企業有足夠的累積儲蓄
金額，以應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開
支。他說，現時對方案的不少反對聲音，
均源於對長服金及對沖的誤解，重申按現
時法例取消對沖後，亦不會出現僱員「博
炒」以取長服金的情況。
羅致光昨日發表網誌再談對沖誤解，
他表示，在考慮取消對沖方案時，大眾
要留意在過往數年，其實有三分之二的
僱主強積金累算權益是不足以支付遣散
費或長服金，而要動用現款支付。
他續說，政府初步構思的專項儲蓄戶
口，在 20 年後只有 21%僱主的專項儲蓄
不足，而要動用現款支付。微型企業只
有 46%的專項儲蓄不足，而要動用現款
支付，強調數目遠少於今天的三分之二
僱主。
他指出，如果今天有對沖的情況下，
微企也可以應付，如採用政府初步構
思，便會令更多微企能應付遣散費或長
服金的開支。
羅致光又回應僱主反對取消對沖的誤
解，他稱當職員自己辭職時，僱主是不

需要支付長服金的，而小部分僱主因為
有對沖，不論職員是否自己辭職，都同
樣給長服金，認為此舉可說是「濫用」
了對沖機制，「沖」淡了強積金的退休
保障功能
羅致光表示，根據《僱傭條例》第九
條列明，當僱員故意不服從僱主合法合
理的命令、行為不當、欺詐、不忠實或
慣常疏忽職責，僱主可即時解僱職員，
而《僱傭條例》第三十一 S 條亦清楚說
明，在上述情況下，僱主毋須支付長服
金。簡單來說，若僱員「博炒」，僱主
因而解僱職員是毋須支付長服金。
他補充，長期服務金在 1986 年加入
《僱傭條例》，是一個就業及失業的保
障。羅致光說，所謂就業保障，是僱主
在考慮解僱職員時，因要付出長服金而
有所三思。
另一方面，僱員在遭解僱時可獲得補
償，以應付失業期間的生活所需。不過
自 2000 年起，便有強積金及對沖的安
排，由於僱主的強積金是「已出之
物」，長服金的就業保障功能便大大減
低，而其失業保障亦只是以減少退休保
障換來的。取消對沖，就是回復相關的
就業及失業保障，而毋須大幅減弱退休
保障。

羅智光：公僕加薪會與工會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公務員
團體要求加薪 5%至 7%，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羅智光昨日出席活動後回應稱，公務員薪酬
調整有一個機制，當薪酬趨勢調查結果完
成，當局會就薪酬調整和公務員工會溝通。

他又說，所有結果都要提交行政會議考
慮，屆時將討論公務員薪酬趨勢淨指標、香
港的經濟情況、生活指數的變動、公務員職
方的要求和士氣，及特區政府的財政能力等
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