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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津擴至粵閩 料惠2.5萬
「老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隨着香港與內地
交通日益便利、交流更趨頻繁，愈來愈多香港長者
退休後選擇往內地頤養天年。在現行「廣東計劃」
及「福建計劃」下，約 19,000 名於廣東省及約
1,400名於福建省生活的香港長者正領取高齡津貼
（生果金）及綜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發表施
政報告宣佈，為進一步便利選擇於廣東及福建養老
的香港長者，政府會將長者生活津貼擴展至上述兩
省，向合資格人士每月發放該津貼，約2.5萬人受

惠，每年涉款約6.7億元，預計2020年初可推行。

年涉款6.7億 料2020年推行
綜援及生果金為香港社會保障制度下的重要元
素。隨着香港回歸祖國，特區政府於 1997 年推
出「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讓年滿
60歲、符合申請資格並選擇到廣東或福建省養老
的綜援受助長者，可繼續獲得現金援助。
及至 2013 年 10 月及今年 4 月，生果金亦先後

推出「廣東計劃」及「福建計劃」，居於該兩省
的長者也可領取生果金。
另一方面，特區政府於 2013 年 4 月推出長者生
活津貼，補助香港 65 歲或以上有經濟需要的長
者的生活開支，有需要的長者經簡單的入息及資
產申報後，便可獲發津貼。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於
2014年發表的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時已指出，會
在檢討「長者生活津貼」時研究將之擴展至廣東
省的可行性。

林鄭月娥昨日宣佈，會將長者生活津貼擴展至
廣東及福建兩省，向合資格人士每月發放該津
貼，料約 2.5 萬人受惠。長者生活津貼根據申領
人士的入息及資產分為兩層津貼，兩層的單身人
士及夫婦二人的每月入息上限均為 7,820 元及
12,770 元，普通額津貼的相應資產上限分別為
33.4 萬元及 50.6 萬元；高額津貼的資產上限則為
14.6 萬元及 22.1 萬元。津貼金額方面，現時普通
額每月為2,600元，高額則為3,485元。

293億補貼商界

加碼撤對沖

第二層資助加至25年 支援中小微企 盼 2022年前立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殷翔）

政府分擔撤對沖後的遣散費/長服金

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是政府堅定不移的
立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施政報

撤對沖後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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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進一步提高給予僱主的支援，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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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延長政府第二層資助的年期至 25 年，

註 1：第一層資助為佔應付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百分比 註 2：第二層資助為佔扣除第一層資助及專項儲蓄戶口結餘後的應付遣散費/長期服務金餘額的百分比

連同為期 12 年的第一層資助，政府總承

資料來源：行政長官2018施政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擔額大幅增至 293 億元，目標是於本屆

■政府落實取消強積金對
沖 ， 總承擔額大幅增至
293億元
293
億元。
。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攝

政府任期內（即 2022 年或以前）獲立法
會通過有關的賦權法例，並在通過法例
修訂後兩年實施取消「對沖」安排。

私營醫療服務，為有需要的工傷
僱員提供適時及高度協調的治療
及復康服務，令他們能盡快重投
工作
■加強僱員補償個案的處理，包括
加強「個案支援服務」，透過專
責跟進、及早介入、主動聯絡及
安排會面，協助解決工傷爭議個
案；優化工傷病假跟進程序等
■審視實際情況，以決定何時及如
何落實於安老服務業輸入外地照
顧員
■增加勞工處人手以處理「補充勞
工計劃」的申請，同時加強巡
查，確保僱主遵守僱傭合約的條

■工聯會昨到立法會外請願
工聯會昨到立法會外請願，
，要求特首回
應勞工訴求。
應勞工訴求
。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款及「補充勞工計劃」賦予輸入
勞工的保障
■由 2019-20 年度起分階段提升幼

需設專項戶口承擔遣散費等
政府消息指出，優化計劃與原計劃的具體細節
相近，僱主仍需按原計劃於強積金管理局成立專
項儲蓄戶口，每月為員工存入相當於月薪 1%的
金額，直至供款達至員工年度收入的15%。
取消對沖將不設追溯期，法例實施後，遣散費
及長服金將透過專項戶口支出，政府會提供第一
層資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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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亦與原方案相同，第一層的政府
總承擔額為147億元。
在補貼期內，若專項戶口仍不足以支付計及第
一層補貼金額後需付的遣散費或長服金，僱主可
為餘額申請第二層資助。新方案主要是將第二層
資助由原有 12 年延長至 25 年，首 3 年同為 50%
（即兩層資助合共為僱主支付75%遣散費或長服
金），由第四年開始降至45%，其後再每兩年或
三年減 5 個百分點（見表）至第二十五年的
10%。新方案下，第二層資助的承擔額將由 25
億元大幅增至 146 億元，令兩層資助總承擔額亦
由172億元大增至293億元。

獲益遜現制 政府承差額
對於有勞工團體擔憂取消對沖後，個別僱員獲得
的權益總和（遣散費╱長服金權益連同僱主向其
強積金戶口所作出強制性供款的累算權益）較其
在現行對沖制度下應獲得的為少的特殊情況，林
鄭月娥指政府亦會承擔支付有關差額。
政府消息指出，該種特殊情況主要發生於實施
取消對沖前年資長、之後薪金有較大加幅且取消
對沖後不久被遣散、強積金回報低的僱員，現時
難以評估數目，但相信隨着專項滾存金額愈來愈
大，類似個案只會愈來愈少，差額由僱員向勞工
處申請取回。
根據估算，優化方案受惠的 90%屬中小微企
（1 名至 9 名員工的企業），因為大型企業專項
戶口運作 12 年後，已足以支付遣散費和長期服
務金。而在取消對沖實施後 20 年，每名中小微
企僱主因遣散費及長服金而要額外補貼的平均開
支，亦由21.9萬元減至17.9萬元。

（部分）
■積極研究新措施，包括考慮透過

79 億元的方
上屆政府已提出向僱主合共資助
案，惟勞資雙方當時未能取得共識。

林鄭月娥昨日指，社會上就取消對沖已取得廣
泛共識，如今是時候作出決定，讓這個困擾打工
仔多年的問題得以解決，為僱員提供更好的退休
保障。
林鄭月娥重申，她上任以來已積極與商界及勞
工界探討可行方案，並於今年 3 月提出優化的初
步構思，為企業提供為期 12 年的兩層資助計
劃，政府的財政承擔總額增至 172 億元，亦建議
設立專項儲蓄戶口，協助僱主為其日後的潛在遣
散費或長服金早作儲蓄，以減低支付有關款項的
財政壓力。
為回應勞工界的關注，政府亦決定將計算遣散
費及長服金的比率由上屆政府提出僱員每月工資
的二分之一，回復至僱員每月工資的三分之二。
特區政府在慎重考慮各方意見後，決定延長政
府第二層資助的年期至 25 年，連同為期 12 年的
第一層資助，整個政府資助計劃的承擔額將大幅
增加至 293 億元。林鄭月娥相信，經大幅延長及
增加的資助安排，將有效協助中小微企為處理他
們可能須要支付的遣散費及長服金作準備。

其他勞福與支援政策

兒照顧服務以結合照顧與發展，
包括制訂幼兒中心服務名額的規
劃比率；優化目前幼兒中心內合
資格幼兒工作人員的人手比例；
及提高幼兒中心服務名額的資助
水平等
■探討在合適的福利設施內為 3
歲至 6 歲的幼兒提供課餘託管
服務
■增設 5 間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
及加強康復訓練及服務，以提升
支援中心的服務容量及質量
資料來源：行政長官 2018 施政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外判工獲約滿金 打風上班「工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政
府「價低者得」的外判制度屢被勞工
界批評是「帶頭剝削」，多次要求改
革以改善勞工待遇。施政報告提出一
系列政府服務合約的非技術員工的待
遇和勞工權益改善建議，包括將標書
的技術與價格比重由三比七改為至少
五比五，同時向僱員提供約滿酬金，
並向於八號或以上風球下仍需工作的
僱員支付至少「工半」薪金。上述措
施將適用於明年 4 月 1 日或以後招標的
相關政府服務合約。
林鄭月娥昨日發表施政報告指出，政
府服務承辦商的員工也是提供政府服務
的重要人力資源，她早前在禮賓府與逾

百名工人會面並聆聽他們和承辦商的意
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成立的跨部門工
作小組已完成檢討政府服務合約的非技
術員工的待遇和勞工權益。

招標技術比重須達半
現行政府外判合約評審標書的評分
制度下，技術與價格所佔比重為三比
七，隧道服務等技術要求較高的工種
則為四比六。政府消息指出，政府建
議將技術所佔比重至少增至五成，而
技術之下的工資水平所佔評分由現時
約 8 分至 10 分不等，劃一定為至少 25
分（連同其他項目，100分為滿分）。
施政報告同時建議改善非技術員工

的僱傭福利，包括規定承辦商必須向
服務滿一年的僱員，於約滿或合約終
止時向他們提供 6%工資的約滿酬金；
將以往服務滿 3 個月才可享有薪法定假
期的規定降為 1 個月；及向於八號或以
上風球下仍需工作的僱員支付至少相
當於 150%日薪的薪金；及鼓勵採購部
門在運作情況許可下採用為期至少 3 年
的服務合約，以減少出現外判員工服
務滿一兩年便可能遭遣散的情況。
根據政府最新資料，今年 1 月單是食
環署、康文署、房屋署及政府產業署
四大聘用最多外判員工的部門，已合
共聘用 37,299 名由承辦商僱用的非技
術工人。

■施政報告建
議 ， 為政府外判
工提供約滿酬
金。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