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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檢包放假 唔使醫生紙
額外4周產假補貼五分四糧 羅致光：覆蓋95%僱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建議延長法定

產假至14星期，額外4周產假的薪酬則

設36,822元上限。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

致光昨日出席講解施政報告措施的記者

會時表示，政府承擔月入5萬元或以下

僱員額外4星期的產假薪酬，相對外國

已是相當不錯的安排，如月入多於5萬

元者也由公帑支付，補貼金額相當高，

公眾也會有意見。他並指，特區政府會

就《僱傭條例》作出技術性修訂，所有

產前檢查不論是否有病假紙，均可申請

病假。

免費宮頸癌疫苗
明年為學童接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愈來愈多科學證據顯
示注射子宮頸癌疫苗能安全並有效地預防感染引致
子宮頸癌的人類乳頭瘤病毒基因型，衛生署衛生防
護中心昨日公佈，下學年起會免費為小學女學童接
種疫苗，並計劃採用九價子宮頸癌疫苗，該疫苗涵
蓋大部分在本地引致子宮頸癌的人類乳頭瘤病毒基
因型，預期可就香港約90%的子宮頸癌提供保護。

採九價疫苗 小六第二劑
衛生署轄下的學童免疫注射小組日後會到學校為就讀小

五的女童接種第一劑疫苗，第二劑疫苗則於翌學年女童升
讀小六時接種，但計劃的實施細節仍在籌備。衛生防護中
心發言人指，在到校接種疫苗的模式下，香港兒童免疫接
種計劃的疫苗覆蓋率一向維持在高水平。
政府早前委託香港大學就推行子宮頸癌疫苗接種以預防

子宮頸癌進行成本效益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有系統地為女
童推行子宮頸癌疫苗接種極有可能具備成本效益。衛生防
護中心轄下兩個科學委員會檢視最新科學實證、世界衛生
組織建議及海外實踐經驗後建議，將子宮頸癌疫苗納入香
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為適齡女童在未開始有性接觸前接
種，以預防子宮頸癌。
惟發言人提醒市民，子宮頸癌疫苗不能就子宮頸癌提供

百分百保護，亦不能取代子宮頸癌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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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電子煙 恐招大禍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施政報告提
出立法禁止電子煙及其他新型吸煙產品。食物
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市
民、家長和醫學界對電子煙「史無前例」有很
大反響，無禁止電子煙的國家及地區的情況亦
令人擔心，若繼續容許電子煙輸入香港，可能
帶來很大禍害，因此向特首提出禁止電子煙。

美意日未禁 情況令人憂
陳肇始指出，政府早前提出長遠立法建議時，
市民、家長和醫學界史無前例地有很大反響，政

府擔心青少年吸食電子煙數字大幅增加，而國際
上亦多了實證及數據，包括一些美國、意大利和
日本等沒有禁止電子煙的國家及地區，情況令人
擔心，認為對香港是一個教訓。
她指出，如果港府繼續容許這些產品輸入香

港，會對政策方向帶來極大挑戰，可能帶來很
大禍害，因此向特首提出禁止電子煙。
被問到禁止電子煙會否令吸食者轉食傳統香

煙，陳肇始指有關講法只是評估，沒有實證證
明，任何控煙措施一推出，很多人都會戒煙。
她又說傳統煙存在已久，但政府控煙工作只

會愈來愈嚴格，目標在2025年本港吸煙率要減
至7.8%。
陳肇始另指出，當局會以先導計劃形式，為

逾200間小學的學童開展免費到校外展流感疫苗
接種服務，並提高私家醫生參與「疫苗資助計
劃」的資助額和擴大合資格的群組，50歲至64
歲的中年人士均可免費接種。
政府亦會預留2,700億元讓醫管局進行19個
工程項目，可額外提供超過9,000張病床及醫療
設施；2019/20年度至2021/22年度每年亦會增
加超過150個政府資助的學士學位醫療學額。

中醫院營運權明年可競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

傑）中醫服務正式納入香港醫療
系統，特區政府會出資興建中醫
醫院，以期將該醫院打造成香港
的「中醫藥旗艦」。食物及衛生
局昨日公佈擬興建的中醫醫院計
劃細節，非政府組織明年下半年
可競投醫院營運權，初步計劃營
運合約為10年至15年。惟食物及
衛生局承認，中醫醫院發展計劃
面對人才隊伍建設的挑戰，期望
明年上半年開始運作的「中醫藥
發展基金」，可協助培訓更多人
才。

最快2024年投入服務
位於將軍澳百勝角的中醫醫院

可建樓面面積為2.2公頃，預計可

提供400張病床，最快可於2024
年起分階段投入服務。醫院雖然
是由政府出資興建，但政府不會
負責營運，食物及衛生局中醫醫
院發展計劃辦事處總監張偉麟昨
日於記者會上表示，醫院營運權
將於明年下半年正式公開招標，
初步計劃營運合約為10年至15
年。
醫院日後會按市民需要提供中

醫為主、中西醫協作的治療，但
提供的服務種類有待競投營運醫
院的非政府組織在標書中提出，
當中可能包括專科、專病服務。
張偉麟表示，醫院雖然並非由政
府營運，但同樣設有政府資助門
診及住院服務，收費水平由政府
決定，惟中醫「治未病」的工作

並非公營醫療
服務的目標，
相關服務需自
資營運。
除治療外，

醫院亦同時需
要負責教、研
工作。張偉麟
明確指出，設
中醫本科課程
的中文大學、
香港大學及浸
會大學均是中
醫醫院的合作
夥伴，醫院日

後會為本科生及研究生提供臨床
培訓，醫院的定位為香港中醫藥
旗艦，期望能推動中醫、中藥發
展。
不過，他承認人才是中醫醫院

發展的最大挑戰，因香港雖然有
足夠中醫師，但中醫師現時畢業
後的深造培訓並不足夠，香港在
未來6年有需要加強人才培訓工
作，以應付醫院啟用後的人手需
求。

斥5億設培訓基金
食物及衛生局中醫藥處處長郭頴

詩表示，5億元的「中醫藥發展基
金」會在明年上半年開始運作，
基金的受惠對象不單包括中醫
師，護士及其他專職醫療人員亦可
申請基金，接受中醫相關培訓。
她並指出，政府有計劃用基金

成立「中醫藥資源中心」，整合
中醫藥參考資料平台讓業界參
考，但強調基金的運用仍未有最
終定案，政府會繼續諮詢業界再
定出申請細節。
中醫院雖然要在6年後才能使

用，但政府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亦
決定資助特定的中醫藥服務。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
示，政府會增加資助18間中醫教
研中心的門診服務和繼續於特定
的公立醫院提供中西醫協作治療
住院服務。

■左起：張偉麟、郭頴詩及醫管局中醫部主管黃巧雲
介紹本港中醫藥及中醫院計劃最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施政報告指，為讓媽媽有更多時間陪伴和照
顧初生嬰兒，政府建議將法定產假由現時

10星期增至14星期，政府會代僱主支付額外增
加的4星期法定產假薪酬，薪酬比率維持在僱員
每日平均工資的五分之四，每名僱員上限為
36,822元，即月薪5萬元的僱員在4星期內可得
的五分之四薪酬。勞工處會於今年內向勞顧會匯
報檢討結果，及就有關建議諮詢勞顧會。
羅致光昨日於記者會上指出，政府承擔月入5
萬元或以下僱員額外4星期的產假薪酬，是社會
責任，不應由僱主承擔。
他指出，政府參考外國經驗，部分國家或地區

只給四分之三，甚至只有法定最低工資，因此香
港支付五分之四薪酬已是相當不錯的安排。

高薪族若有份恐惹爭議
他續說，以政府一般稅收作補貼的國家均設有

上限，若月入幾十萬元的女性僱員的產假薪酬也
由公帑支付，社會會有意見，「以月薪5萬元
計，已佔全港僱員人數約95%，覆蓋率已經足
夠，餘下5%人數雖少，但由於本港薪酬懸殊，
高薪族將不成比例佔用大筆公帑，補貼金額相當
高。」
他同時提到，現時孕婦進行產前檢查，醫生有
時不會發病假紙，令她們無法申請病假，因此政
府建議就《僱傭條例》作出技術性修訂，所有產
前檢查不論是否有病假紙，均可申請病假，以保
障女性員工。政府同時建議將流產定義由原本的
懷孕最少28星期，下降到最少24星期。

政府女性僱員即受惠
施政報告並指出，作為良好僱主的榜樣，政府
已決定由前日起，延長所有政府女性僱員的產假
至14星期，所有分娩日或預產日在當日或之後
的人員，均可即時受惠於該項措施。
醫管局發言人昨日表示，歡迎政府在施政報告
建議延長法定產假至14星期，醫管局非常重視
促進家庭友善措施，已着手積極跟進研究，並計
劃於本月25日舉行的大會內務會議討論有關建
議，如獲大會通過，最快可即時實施新政策及公
佈有關詳情。
根據醫管局的初步統計，過去每年大約有
1,000名員工獲批法定產假。如實施新政策而引
致人手緊張，或需額外聘用臨時員工，每年可能
涉及約6,000萬元額外開支。

■衛生署將於下學年起免費為小學女生接種疫苗。
網上圖片

續助商界理解撤對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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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和陳肇始介紹施政報告的勞工及醫療政
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政府會就《僱
傭條例》作出技
術性修訂，所有
產前檢查不論是
否有病假紙，均
可申請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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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期望「中
醫藥發展基金」
可協助培訓更多
人才。圖為博愛
醫院中醫臨床中
心。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施
政報告提出禁電子煙，引起坊間討
論。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出席電台的施
政報告答問節目，聽眾梁先生質疑，
為何政府不禁傳統香煙、不以稅務方
法規管電子煙，認為禁了電子煙只會
令有關使用者轉吸傳統香煙。林鄭月
娥回應時坦言「特區政府唔恨收煙草
稅」，至於會否在某個時限禁傳統香
煙，須平衡利弊，「都唔係唔可以
諗，而我都相對大膽。」
林鄭月娥指出，近年香港控煙有

成效，成年人吸煙比例只有約
10%，希望未來可去到個位數。

過千種口味誘惑大
她說，政府在控煙上以保障市民

健康為首位，尤其是青少年健康，
惟年輕人易受有過千種口味的電子
煙吸引，「對細路仔係好大吸引，
對戒煙人士亦無證明係有助戒煙，
但對小朋友習慣咗電子煙或者吸煙
嘅生活形態，再去吸食重尼古丁嘅
煙，反而係有唔少個案。」

「唔恨收煙稅」禁煙有得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落實強積金對沖終極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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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93億元，惟仍有商界
擔心對中小企造成極大影響。勞工及福利局長羅致光
昨日於記者會上強調，這是最終方案，會協助商界理
解方案內容。
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表示，期望於本屆政府任期內獲

得立法會通過法例修訂，之後兩年內實施取消對沖安排。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於記者會上被問到有商界表
明「不收貨」，如何說服他們接受方案時表示，難令所有
僱主感滿意，又指18年前未引入強積金，當時僱主仍要
支付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
他強調，政府有決心取消對沖，重申施政報告提出的是

最終方案，政府有責任向30萬僱主解釋內容，「兩層機
制對部分僱主是聽不明白，當大家接受對沖，會畀心機去
明白；當大家不接受，好多人都聽唔落。」他否認取消對
沖是與商界交換條件，因為每個問題都要獨立討論。
另外，政府將建議增加外判標書評審制度的技術比重，

不能低於50%，明年4月1日起實施。羅致光表示，有部
門已打算在生效期前避免簽合約，或延長外判工的合約，
以免於明年4月1日實施新制後，出現同工不同酬的情
況。

行業工時盼明年初有共識
對於工時立法問題，他指上屆政府進行為期18個月的

諮詢後，建議訂立合約工時而非標準工時，但今屆政府上
任後，勞工界認為訂立合約工時「不如唔好做」，政府認
為有關建議不可能獲立法會通過而暫時擱置，但政府仍就
行業工時指引進行研究，期望勞資雙方能於明年初達成共
識。
至於輸入外勞問題，他指現時失業率只有2.8%，勞工

情況繼續緊張，因此不排除就個別行業研究是否需要輸入
外勞，包括人手短缺的護理行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