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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人員協會早前舉行慶祝香港回歸21周年暨第十四屆執行委員就職典禮聯歡晚會，賓主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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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人員協盼改善公僕權益
增公屋配額設退休醫保 減外判助合約同事「轉正」

商經局勞福局財庫局公務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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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怡翔訪啟田市場 了解「嘟」卡買餸

香港回歸21周年，政府人員協會早前筵開近50席，
並同時慶祝政府人員協會第十四屆執行委員就

職，羅智光，中聯辦社工部部長楊茂，工聯會理事長黃
國，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郭偉強、陸頌雄及勞聯
立法會議員潘兆平都有出席。

馬志成：為祖國貢獻應感自豪
馬志成致辭時指，香港在回歸後雖然經歷風雨，但在

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下，特區政府仍能團結香港各界度過
困境，「讓我們體會到國家富強的重要，地區繁榮穩定
的可貴，國家發展一日千里，我們身為中國人，能夠為
中國建設作出貢獻，應當感到自豪。」他指政府人員協
會一直高舉愛國愛港旗幟，積極團結政府部門及公營機
構員工，未來亦會繼續做好相關工作。
不過，馬志成亦要求特區政府改善公務員權益，包括增

加公務員公共房屋配額、把中醫診療服務納入公務員可享
之免費醫療福利、擴大推動五天工作周的進展、吸納非公
務員合約同事轉職為公務員和停止擴大服務外判。
政府人員協會的要求亦涉及公務員的退休問題，他們

希望特區政府為新制公務員增設退休後醫療保障，並要

優化公務員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和繼續受僱機制。
另外，人口逐漸老化亦定必令醫療服務需求日趨增加，

政府人員協會亦希望醫院管理局可以改善前線員工的福利
待遇，並完善員工評核及晉升機制，以減少人手流失。
他們並表示會繼續爭取增加資源及公平分配，要求檢討

前線職系架構，明確各職級的工作範圍和人手配置。

羅智光：短期可推延遲退休方案
對於政府人員協會的要求，羅智光指公務員編制在今

個財政年度會增加6,700個職位，當中近70%是前線人
員，並正就在2000年後入職人員選擇延遲退休的實施
細節進行諮詢，政策預計可於短期內推出。
他指特區政府與公務員團隊雖然未必可以在所有課題

上都立即達成共識，但強調自己願意聆聽不同職系同事
的心聲，期望能透過交流協商促進彼此了解。
羅智光並特別讚揚公務員團隊的貢獻，指特區政府能

夠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全賴有一支高效、專業、廉潔和
公正的公務員團隊，感謝公務員同事在市民對施政效率
要求不斷提高的情況下仍盡心盡力，在不同的工作崗位
上作出貢獻，專業有效地服務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聶曉輝）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羅智光日
前與參加政務職系暑
期實習計劃的大學生
見面，了解他們的工
作體驗，並鼓勵他們
畢業後投考政務主
任。
羅智光表示，政務

主任在政府擔當重要
角色，會定期調派到
各決策局和部門，負
責制訂與民生福祉息
息相關的公共政策，
及公共資源的分配和
監控等工作。他說：
「新一輪的政務主任

招聘將於9月展開，我鼓勵有志
服務社會的同學積極考慮投考，
成為政務職系的一分子。」
羅智光指出，每年投考政務主
任的競爭相當激烈，政府於上年
度收到逾1.7萬份申請，最後聘任
了33名政務主任，當中有6名曾
經參加政務職系實習計劃，「事
實上，在近年的招聘中，每年均
有不少實習生順利通過各輪考
核，最終獲聘為政務主任。」
公務員事務局推行政務職系實

習計劃多年，讓有志成為政務主

任的大學生提早汲取在政府工作
的實際經驗，更好地規劃他們的
未來。今年共有51名大學生獲
安排到18個決策局和部門，負
責與政務主任職務相類似的工
作。

實習生：工作多元具挑戰
在外地留學的羅芷瀅於暑假返

港參加實習計劃，在勞工處協助
政策研究及檢討的工作，亦參與
公眾諮詢活動的籌備工作。她感
謝上司的指導和分享，令她明白
政府在制定政策時需從不同角度
考量，平衡各方的利益。對公共
政策感興趣的她有意投考政務主
任，因認為政務職系工作多元化
和富挑戰性，又可接觸社會各階
層人士。
在大學修讀法律和政治學的袁

向凡在保安局禁毒處實習，參與
為「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
組織」對香港的相互評核而作出
的準備工作。他表示，透過實習
計劃能直接了解政府的架構和編
制，到不同的政府部門和公共機
構參觀更令他獲益良多。袁向凡
早有計劃畢業後投考政務主任，
他形容實習體驗具啟發性和滿足
感，加強了他加入政務職系的決
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
華日前到訪西貢區，參觀西貢市
中心海濱一帶的設施和滘西洲，
並與當區區議員會面，了解該區
的最新發展。
邱騰華首先到市中心視察海濱

長廊的公眾碼頭和公共運輸交匯
處，了解街渡接載遊人出海遊玩的
情況，及方便市民和旅客到訪西
貢這個「香港後花園」的交通配
套設施，他隨後到西貢第四區視
察。政府已通過興建體育館和市
鎮廣場的工程計劃，為西貢區的
居民提供更多元化的康體設施。
邱騰華隨後乘船前往滘西洲，

沿途遠眺橋咀洲。橋咀洲是香港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
的一部分，石貌別具特色，是西
貢區其中一個廣受歡迎的旅遊景
點。他欣悉重建橋咀碼頭工程預
計將於明年第一季完成，可供較
大型的船隻停泊，以應付更多市
民和旅客探索香港地質公園的獨
有地貌。

推綠色旅遊 鞏固首選地位
他表示，政府於去年10月公佈

《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其中
一大策略是培育及拓展具本港及
國際特色的旅遊產品及項目，當
中包括推廣綠色旅遊，完善本港
熱門及具旅遊潛力的行山徑的配
套。政府亦會繼續與香港旅遊發
展局和業界緊密合作，提升香港
旅遊業的設施和服務，以鞏固香
港作為亞洲首選旅遊目的地的地
位。
滘西洲位於香港地質公園的

「西貢火山岩」園區，邱騰華視
察了滘西村碼頭的設施及其改善
工程，並順道參觀村內其他配套
設施。他得悉滘西洲村公所將會
改建為「滘西洲故事館」，除了
介紹滘西村的歷史文化，亦會成
為宣傳香港地質公園的旅客中
心。結束行程前，邱騰華與西貢
區議會議員會面，就交通、旅
遊、寬頻網絡及地區經濟發展等
議題交流意見。

邱騰華視察「香港後花園」交通配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全民運動日2018」
將於下月5日（星期日）舉行，康文署當日免費開放轄
下多項收費康樂設施，並在十八區的指定體育館舉辦免
費康體活動，鼓勵市民踴躍參與，與親友度過一個有益
身心的周日。
市民如欲預訂當日的陸上康樂設施或水上活動中心艇

隻，現可於康文署各區場地的「康體通」櫃枱訂場處
（不包括自助服務站）辦理，先到先得。「全民運動日
2018」免費開放供市民使用的康樂設施，包括室內康樂
設施、戶外康樂設施（不包括營地設施、運動場、人造
草地球場和天然草地球場）、公眾游泳池（不包括灣仔
游泳池）及水上活動中心艇隻。

每人限訂一節 呼籲準時到場
不論設施類別，每人只限預訂一節免費康樂設施。公

眾游泳池則毋須預約，市民只需於活動當日，在泳池各
開放段節開始前，於入口處排隊進場，先到先得，額滿
即止。
租用人若未能於預訂康樂設施時段的首10分鐘內取
場，該設施會即場供其他人士以先到先得方式使用，但
只限用作與原租用人相同的用途。如原租用人其後到
場，使用者須即時交還設施。康文署呼籲租用人準時到
場，善用各項設施，「若租用人未能如期使用已預訂的
免費康樂設施，請盡早取消預訂。」
「全民運動日2018」當日，市民更可參加多元化的

免費康體活動。康文署當日下午在十八區指定體育館舉
辦健康講座及運動示範、健體閣活動、殘疾人士活動及
親子體育等各項康體活動。該些免費康體活動現正接受
報名，有興趣參加的市民請盡快前往康文署各分區康樂
事務辦事處或區內指定場地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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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日前到
訪觀塘區，副局長陳浩濂和兩名參
加「與司局長同行」計劃的中學生
亦有隨行。劉怡翔首先前往藍田參
觀啟田市場，該市場落成接近 30
年，剛於月初翻新後重新啟業，並
接受「八達通」與「支付寶」作流
動支付。
劉怡翔先聽取市場營辦商簡介街市
的運作，並與商戶交談，了解他們的
生意狀況及顧客使用流動支付服務的
情況。
劉怡翔表示，香港的電子支付生態

愈見成熟，政府會繼續研究和制定措
施，促進金融科技的發展，以推動零
售業更廣泛採用流動支付，為顧客和
商戶帶來方便。

接着，劉怡翔到訪香港專業教育學
院觀塘分校，聽取學院負責人簡介院
校的工商管理課程，並參觀學院的銀
行及金融專業發展中心、專業會計事
務所及人才評估中心。
他欣見學院着重實務培訓，為學生

提供模擬工作環境，讓他們從實踐中
學習，而學生亦會參與90小時的職場
實習，從而獲取真實的人生經驗。
他指出，現時金融服務業積極發展

金融科技，令行業的人才需求更加殷
切，同時勉勵同學好好掌握專業知識
及實務技巧，留心行業的最新發展，
為投身金融服務業作好準備。
劉怡翔隨後與觀塘區區議員會面，

就終身年金計劃、流動支付的發展及
中美貿易衝突對香港的影響等不同議
題交流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日前到訪北
區，參觀長者樂齡設施，並與區議員
會面。他在北區區議會主席蘇西智及
北區民政事務專員莊永桓陪同下，首
先前往位於粉嶺的香港基督教女青年
會秀群松柏社區服務中心，了解非政
府機構為長者提供的基層保健計劃。
該計劃名為「北X體統」，由該中
心與路德會青欣中心和蓬瀛仙館祥華
長者鄰舍中心合辦，安排義工為長者
免費檢測身體，從而及早識別疾病風
險，安排跟進診治。計劃由賽馬會齡
活城市計劃資助，其外展隊伍亦到鄉

郊探訪長者及為他們進行身體檢查。
羅致光表示，計劃配合政府加強社區

照顧和促進居家安老的政策目標，而女
青年會多年來一直為區內長者提供多元
化的照顧及支援服務，並建立鄰舍互助
網絡，是社區重要的社會資本。
其後，他參觀女青年會位於粉嶺的

「Y Farm健康長者農場」。該農場由
退休長者義工營運，除耕種農作物外，
亦不時舉辦各種田園活動，讓長者發揮
所長。羅致光得悉，農場的工作皆由長
者分擔，體現「老有所為」和健康活齡
的理念。參觀前，羅致光到北區區議會
與區議員會面，討論勞工及福利議題。

羅致光參觀粉嶺長者農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政府人員協會在7月20

日舉行慶祝香港回歸21周年

暨第十四屆執行委員就職典

禮聯歡晚會，協會主席馬志

成致辭時提出，希望特區政

府可以進一步改善公務員福

利和退休保障，出席活動的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重

申，十分重視與公務員團隊

的互動及協作，日後會繼續

與同事及相關工會溝通，盡

力提供適切的支援，期望能

提升政府的施政效能。

■羅致光參觀退休長者義工種植的農作物。

■劉怡翔（左二）到訪藍田啟田市場，並與商販交談，了解顧客使用流
動支付服務的情況。

■邱騰華（左一）到訪西貢區，並前往滘西洲與滘西村的居民傾談，
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

■羅智光（右）與參加政務職系暑期實習計劃的大學生見
面，了解他們的工作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