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帑300億誘商界接受撤對沖
消息指行會通過全面取消 補貼僱主年期倍增至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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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對沖討論多時，上屆政府任期完結
前先拋出政府提供79億元補貼僱主的

方案，並已獲行政會議通過，惟勞資雙方未
能達成共識，上屆政府最終未能推行。
現屆政府上任後，多次強調願意承擔
更多，並於今年初向勞資雙方公佈初步
構思的強積金對沖方案，建議沿用劃線
形式，在指定日期後，僱主不能再以供
款抵消僱員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計
算的工資比率維持月薪三分之二，上限
39萬元。
為紓緩商界的額外負擔，政府建議使用
172億元公帑，向僱主設12年補貼期，而

補貼分為兩層，首3年補貼比率為遣散費
及長服金款額50%；由第四年開始每年遞
減5個百分點，至第十二年的5%。
方案並立法規定，僱主每月需額外供款

1%工資至新設的專項儲蓄戶口，用作支
付日後的遣散費及長務金。不過，初步方
案曝光後，商界大表不滿，認為政府提出
的 12 年補貼期太短，未能減輕商界負
擔。
有傳媒引述可靠消息指出，政府為了讓

商界接受取消對沖方案，建議補貼期由12
年大幅延長一倍至25年，補貼款額亦由
172億元「加碼」至近300億元，其中第二
層補貼將增加，以協助中小微企。

下周三施政報告提新方案
林鄭月娥將於下周三公佈的最新一份施

政報告中，正式提出此新方案，勞工顧問
委員會於同日下午亦將開會討論。
按政府計算，在原有舊方案中，取消對

沖實施日期起計運作10年及20年，估計有
76%及79%僱主的專項戶口有足夠結餘全
數應付遣散費或長服金，但仍有56%的1
人至9人的中小微企於20年後未有足夠結
餘全數支付遣散費及長服金。

助中小企付長服金遣散費
消息指，在新方案下，未有足夠結餘支

付長服金和遣散費的中小微企百分比，將
大幅下降至少一半。
有報道指出，雖然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及特首辦均曾派員分別
與商界會晤，但未有透露新方案詳情。而
有關新的補貼金額及年期細節，事前並未
向商界諮詢。
不過，有商界人士指，明白政府不會長

期作出無限補貼，今次政府延長補貼至25
年已變相回應商界訴求。有接近政府的消
息人士透露，今次加碼充分顯示港府誠
意，撤銷對沖已是勢在必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強

積金對沖機制一直被詬病蠶食打工

仔的血汗錢，經勞資雙方多番討論

及特區政府不斷加大承擔下，終於

取消有期。消息透露，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昨日通過全面取消強積

金對沖，為了讓商界接受方案，政

府將「落水」更深，向僱主作出的

補貼期將由12年大幅延長一倍至

25年，涉及公帑亦會由172億元

「加碼」至近 300 億元，目標於

2022年開始實施。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將於下周三發表的最新一份施

政報告中提出新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問題，愈來愈
多市民需負上照顧年長及患有長
期病患家人的責任。有調查發
現，本港90%照顧者壓力評分瀕
抑鬱邊緣，但估計有23萬名需
要上班的「夾心照顧者」因未符
合政府對照顧者定義而未能享用
政府服務。負責調查的團體期望
檢討有關定義，日後制定支援照
顧者政策時要考慮「夾心照顧
者」的需要。

90%受訪者壓力爆煲易抑鬱
慈善機構大銀（Big Silver）

早前訪問449名市民，透過「沙
氏負擔訪問（ZBI）」評估他們
的壓力，發現90%受訪者的照顧
壓力評估達24分或以上，可能
有較大機會患上抑鬱症，其中最
高分者更達86分，差兩分便達
評估最高的88分。
大銀總監及總編輯陳曉蕾昨日

表示，政府與社福界對照顧者有
「與被照顧者同住」、「有親屬
關係」及「非受薪」3項要求，
約有23萬人符合有關定義，但
實際上有不少需要上班、並非與
長輩同住的市民同樣為照顧工作
付出極大心力，估計約有逾100

萬名被忽略的「夾心照顧者」。
本身是會計師的Maggie亦是「夾心照

顧者」，她的爸爸於2015年確診患上認
知障礙症，媽媽雖主力負責照顧工作，但
她在周日亦會協助照顧爸爸，讓媽媽可以
透透氣。
她為了照顧爸爸更報讀過社工課程，

「照顧不是有錢就可以。你有錢，但不懂
得去找服務，一樣沒用。」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總監樓瑋群

指出，國際間雖有共識「照顧者」是非受
薪，但要否同住及需否達到一定的照顧時
數則未有清晰定義。
她指個人護理、社區獨立生活、情緒支

援、管理外傭同屬不能忽略的照顧工作。
大銀建議政府檢討現時「照顧者」的定
義，未來制定支援照顧者的政策時要一併
考慮「夾心照顧者」的需要，樓瑋群亦期
望政府於2021年的人口統計可調查包括
「夾心照顧者」在內的照顧工作人數。

對於消息指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通過取消強

積金對沖方案，補貼僱主年期會由12
年延長至25年，補貼金額亦加碼，勞
資雙方均表示接受。勞工界指出，最
重要是打工仔現有權益不變，期望今
屆立法會會期內能完成立法，不要一
拖再拖。
商界認為承擔年期及金額均加

大，方向是好，惟由於兩層補貼的
計算方法複雜，希望政府能設代理
機構，為僱主計算補貼金額及開
支。不過，仍有商界代表認為300
億元並不足夠。

鄧家彪盼打工仔權益不變
勞顧會勞方代表鄧家彪對政府出手

慷慨資助商界，認為是可以接受，
「只要打工仔現有權益不變，而取消
對沖這件事可盡快推行，對於政府再
改善資助方案，我們是接受的。如果
這麼大的資源投放下去作支援都難以
令商界安心，我相信他們會讓人覺得
只會是貪得無厭。」
他要求今屆立法會會期內能完成立

法，不要一拖再拖。

施榮懷：是否照顧所有企業
勞顧會資方代表施榮懷說：「新方

案的年期增加了，金額加大了，我們
覺得這個方向是好的、是歡迎的，但
細節仍有待政府將方案拿上勞顧會

時，看看是否能照顧所有企業。」

郭振華：政府有誠意
另一名資方代表郭振華認為，政府

是次延長補貼期至25年，是有誠意，
可視作長期承擔，令商界的接受程度
提高，但具體的細節仍有待了解，包
括300億元補貼金額是如何得出，及
當企業一旦無法支付遣散費和長期服
務金時，政府如何動用第二層補貼提
供足夠援助。
他續說，現時不少中小企憂慮額

外供款部分會遭專項儲蓄戶口的基
金蠶食，故期望戶口具較高的固定
利息回報，如每年利息回報達百分
之四。
他指出，雙層補貼的計算方法複

雜，希望政府能設代理機構，為僱主
計算補貼金額及開支。

吳永嘉：補助年期太短
立法會工業界（二）議員吳永嘉認

為，政府補貼金額加碼絕對是好事，
但指25年補助年期太短，且隨着積金
局每4年一次檢討強積金供款入息上
下限，僱主供款承擔只會愈來愈大，
質疑300億元補貼金是否足夠。

邵家輝：商界埋單不合理
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亦

認為，300億元補貼金額不夠，剩餘
金額由商界「埋單」並不合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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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 政府統計
處昨日公佈8月份零售業銷貨額數字，當
中零售業總銷貨臨時估值為382億元，按
年上升9.5%；在扣除其間價格變動後的總
銷貨數量的臨時估計按年上升8.1%。若以
行業分類計算，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
物的銷貨價值按年上升21.6%；百貨公司

貨品按年上升11.7%；汽車及汽車零件亦
按年上升7.5%。
數據顯示，今年首8個月合計的零售業

總銷貨臨時估值按年上升12.2%。在扣除
其間價格變動後，今年首8個月合計的零
售業總銷貨數量，臨時估計亦按年上升
10.6%。

除了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及百貨
公司貨品等行業錄得雙位數字上升外，藥
物及化妝品的銷貨臨時值亦按年上升
16.3%；燃料按年上升10.2%；酒類飲品及
煙草按年上升6.3%等。

訪港客料續挺零售業
至於電器及其他未分類耐用消費品的銷

貨價值，則按年下跌3.5%；書報、文具及

禮品的銷貨價值亦按年下跌2.3%。
政府發言人表示，在本地消費需求穩健及

訪港旅客顯著增長的支持下，零售業銷售在
8月份錄得顯著的按年增長。
短期展望方面，發言人指隨着就業及收

入情況良好，加上訪港旅遊業持續增長，
應會為零售業帶來支持，特區政府會密切
留意外圍不利因素往後對消費意慾的影
響。

8月零售升9.5% 珠寶首飾暢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超強颱
風「天鴿」和「山竹」於去年及今年先後
襲港，位於港島東臨海的杏花邨均首當其
衝慘遭重創，風暴過後滿目瘡痍，居民苦
不堪言。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及當區
區議員何毅淦昨日聯同多名居民，於行政
會議舉行前向特首林鄭月娥請願，要求政
府盡快研究及落實杏花邨沿海的防護措
施，並徹底根治附近低窪地區的水浸問
題。

郭偉強何毅淦夥居民請願
郭偉強指出，杏花邨位處海口附近，海堤
地面為水平基準+4.8mpd，在「山竹」吹襲
期間，海面實際水位已到達+4.69mpd，加

上颱風造成的巨浪，令海水直接湧入區內，
破壞環境，對居民安全構成莫大威脅，沿岸
住宅樓宇結構承受前所未有壓力。
他續說，無論「天鴿」及「山竹」均對杏
花邨造成巨大破壞和影響，其間海水淹浸整
條盛泰道100號，當中的郵政局、巴士總
站、杏花新城商場等，全部均難逃水浸的厄
運。

倡加高防波堤 增設弱波石
何毅淦表示，今年2月東區區議會轄下

規劃、工程及房屋委員會文件的討論內
容，主要是要求跟進杏花邨的防風防浪
措施，但政府部門卻沒有作出切實回
應。

有見及此，他們要求林鄭月娥督促有關
部門，加高杏花邨對出海面柴灣貨物裝卸
灣的防波堤，並延伸覆蓋整個杏花邨的對
出海面；或在杏花邨對出海面增設如港珠
澳大橋也有設置的弱波石，以保護杏花邨
免受強風巨浪直接衝擊。
他提到在杏花邨50座對出的康文署公

園，其水平基準較杏花邨還要低，僅+
4.1mpd，每當有颱風吹襲，該處即成為全
區的首要缺口，大量海水由此處湧上岸，巨
浪亦直接拍打入48座至50座的單位，形成
水浸。
他指在全球暖化下，海面升高速度遠

超10年前估計，故位處低窪及沿海而建
的杏花邨，其整體排水系統必須重新着

力研究，以防止海水倒灌問題，並應在
附近一帶增設如地下的巨型蓄洪池等對
應措施。

工聯促速根治杏花邨風災水浸

■郭偉強 (左) 及何毅淦要求政府盡快研究
及落實杏花邨沿海的防護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民政
事務委員會昨日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數
碼敦煌──天上人間的故事」展覽，以了
解有關展品的特色，以及政府在公共博物
館節目編排和拓展觀眾群方面的工作進
展。
出席是次參觀活動議員包括立法會民政
事務委員會主席馬逢國、副主席容海恩，
以及委員姚思榮、劉國勳、劉業強和謝偉
銓等。
應康文署邀請，議員在特區政府民政事
務局局長劉江華及康文署署長李美嫦陪同
下，隨導賞團參觀展覽，以及聽取香港文
化博物館館長（歷史）林國輝簡介展覽的
籌備過程和展品特色。

多媒體互動裝置重現壁畫塑像
該展覽展出逾100件展品，並以多媒體
互動裝置重現敦煌石窟內的壁畫和塑
像。
議員又透過虛擬實境和影像融合技術漫
遊石窟。
在參觀期間，議員了解更多關於康文
署與敦煌研究院在展覽策劃、宣傳和文
物復修等方面的人才培訓合作計劃。

了解拓展觀眾群等成效
議員藉此機會，向政府官員進一步了解

其他公共博物館的擴建或翻新工程進展，

以及政府就拓展觀眾群推出不同措施之成
效。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曾於去年12月21

日的會議上，討論政府就加強康文署轄下
公共博物館在節目編排、拓展觀眾群和藏
品管理方面的未來計劃。

議員觀「數碼敦煌」了解博物館工作

■劉江華漫遊石窟。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劉國勳細觀展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議員了解政府在康文署轄下公共博物館議員了解政府在康文署轄下公共博物館
的節目編排和觀眾拓展方面的工作進展的節目編排和觀眾拓展方面的工作進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勞工界指出勞工界指出，，最重要是打工最重要是打工
仔現有權益不變仔現有權益不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0月2日(第18/112期)攪珠結果

頭獎：$8,000,000 （0.5注中）
二獎：$542,950 （2.5注中）
三獎：$19,200 （195.9注中）
多寶：$4,000,000

下次攪珠日期：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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