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冀設「銀齡卡」多招挺再就業
60歲至64歲的「銀齡一族」在現行的退

休安排下，相對難以在市場上繼續工作，
但他們當中不少人仍身體健康，就職意願
強烈，而且有些人在經濟上有負擔，仍需
繼續工作賺取收入。針對上述情況，民建
聯昨日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會面，
討論「銀齡一族」的需要，建議政府在現
有「長者卡」之外設立「銀齡卡」，並推
行多元化措施支援銀齡人士再就業。
民建聯建議，只容許60歲至64歲香港居

民申請「銀齡卡」，該卡與「長者卡」享
有相同優惠，包括兩元或半價乘搭車船，
可申領長者醫療券，以及可申請成為衛生
署轄下長者健康中心會員，每年享有免費
身體檢查服務等。
在推動「銀齡」人士再就業方面，民建

聯提出將在職長者的薪俸稅減半，制訂長
者退休後重新受僱的相關法則，以及理順
強積金安排，免卻他們重投勞動市場而要
再開設強積金戶口的煩惱。
民建聯透露，羅致光局長對建議表示歡

迎，並說政府會積極考慮幫助60歲至64歲
長者再就業，可能會在施政報告公佈相關
措施。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日前特首林鄭
月娥提出建立溝通平台，修補社會撕裂，
其中應包括處理60歲至64歲這批市民被政
府忽略的矛盾。她希望政府能盡快開始建
設對話平台，特首或可落區聆聽社會不同
聲音，「對話始終比對抗好」。

促大企業積極聘請
立法會議員柯創盛指出，60歲至64歲長

者面臨就業資源嚴重不足。根據再培訓局
資料，每年僅有數十人成功獲聘，而現有
的在職津貼和就職支援補助金兩項措施對

於「銀齡」人士找工作幫助不大。他建議
政府促使如中電等大型企業承擔社會責
任，積極聘請該類長者。
柯創盛亦提及現時社區課餘託管的名額

緊張，其中0歲至兩歲幼兒名額尤其緊張，
民建聯期望政府在新建公共屋邨和新發展
區設立課餘託管中心，以解決年輕雙職父
母的困擾。
他引述羅致光的回應，表示希望立法會

復會後可盡快通過200億元撥款，用以購置
社福設施，包括設立28所課餘託管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會福利署
昨日宣佈，明日開始向領取綜援的學生發
放一次性2,500元津貼。
社署發言人昨日表示，有關安排是財政
司司長今年2月27日公佈的2019至20年度

《政府財政預算案》內一系列利民紓困措
施之一。在2019至20學年符合資格領取綜
援計劃下，與就學有關的選定項目定額津
貼的幼兒中心、幼稚園學童及中小學學
生，每人可一次過獲發2,500元津貼。

有關款項將以現行發放綜援的方式，即
一般以自動轉賬方式存入指定的銀行戶口
支付，領款人毋須另行提出申請。領款人
如有查詢，可致電社署熱線電話 2343
2255，或與所屬的社會保障辦事處聯絡。

綜援生2500元津貼明起發放

■民建聯促請政
府關注60歲至
64歲銀齡一族
需要。

香港文匯報
記者文森 攝

經民聯倡助減中小企負擔

民記九東座談 助港「繼續前行」
市民與局長直接對話 首場講豬論鼠說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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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讀書 讀好書 書讀好

人生，就是一本需要用一生書寫的書。培養好讀
書、讀好書、書讀好的興致，人生則得到滋養和引
領、秉持信仰和情懷，力臻達到學而思、思而踐、
踐而悟的境界，生命才因此自信和持久、充實而昇
華。讀書的人生，深學細悟、融會貫通，循環往
復、至真至善。

好讀書是傳承中華優秀文化好讀書是傳承中華優秀文化
「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好讀書，就是要博

覽群書，兼通古今。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讀書可
以獲得健康的心智、高尚的情操，理智的頭腦、豐
富的涵養；讀書可以「開茅塞、得新知，廣識見、
養性靈」。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
秀，數學使人周密，科學使人深刻，倫理學使人莊
重；凡有所學，皆成性格。少年周恩來耳聞目睹中
國人在外國租界受洋人欺凌卻無處說理，周邊人敢
怒不敢言，繼而立志「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周
恩來的好讀書，不僅是對以振興中華愛國主義為核
心的民族精神的傳承和昇華，更是激勵人們牢記初

心使命、永遠接續奮鬥的強大動力。
欲知大道，必先讀史。歷史是一個

民 族 生 生 不

息、頑強不屈的奮鬥歷程，書寫着一個國家開天闢
地、奮發有為的壯麗史詩。澳門特區第五任行政長
官候選人賀一誠表示，我們永遠不能忘記自己是中
國人，澳門必須加強歷史及國情教育，持續組織青
年人到內地參觀交流，提升對國家了解及現今成就
的光榮感。以鄰為伴，讀書前行。港澳青年要多讀
國史，涵養對國家、對中華民族、對中華優秀傳統
文化的有感、好感和認同，尤其是多讀近代史當代
史，凝聚做中國人的自信、榮譽和追求，做中國人
的骨氣、豪氣和底氣！

讀好書要品讀經典汲取精華讀好書要品讀經典汲取精華
讀好書，就要品讀經典。經典是書中之書，是經得

起歷史和實踐檢驗、值得反覆咀嚼的精神產品。常讀
經典，汲取精華，無疑身邊有良師，解疑釋惑。今天
我們重讀毛澤東主席《實踐論》《矛盾論》，從理論
與實踐、歷史與邏輯、世界觀和方法論等多個維度，
學習運用其方法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運用從
感性認識上升理性認識再指導實踐，勇於探索、敢於
擔當，求真務實、真抓實幹；堅持矛盾分析方法，提
高辯證思維水平和科學決策能力，堅持問題導向和目
標導向，堅持正確的價值取向，貢獻智慧和力量，促
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民衆福祉。

習近平主席強調，要給學生心靈埋下真善美的種
子，引導學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讀好書，就是
親近真善美；親其師，才能信其道。電影《五個小

孩的校長》原型，「神奇呂俠」元

朗錦田元岡幼稚園校長呂麗紅，用高尚的人格感染
學生、贏得學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學生、貼心學
生。10年來她嘔心瀝血、全情投入，將學校化腐朽
為神奇，更改寫莘莘學子的人生，坦言「我看見的
就只有需要」。面對當前香港連串激進示威，作為
教育工作者，呂校長坦言，「即使在學校對着年幼
的學童，都是要教他們什麼是公平和公義。」

書讀好意書讀好意反反芻回味學習運用芻回味學習運用
書讀好，意即學以致用、知行合一。「一語不能

踐，萬卷徒空虛。」要把學與做結合起來，知和行
統一起來，做到幹中學、學中幹，用以促學、學用
相長，力求在思想上有新境界、在理念上有新突
破、在素質上有新提高，真正使讀書成為自我完
善、自我發展、自我提高、自我創新的過程。

近期大家熱議《美國陷阱》，此書向世人昭示，
美國是如何通過非經濟手段瓦解他國商業巨頭。欲
師者，溫故而知新；欲達者，吐故而納新；欲強
者，明故而創新。華為創辦人任正非，一個血性擔
當、偉岸如山的男人，通觀全局、高瞻遠矚，見微
知著、深謀遠慮。試想，「一個中國的民營企業
家，有這樣的格局、這樣的胸懷、這樣的底氣，中
國何愁不能在這場事關國運的貿易戰科技戰乃至貨
幣戰金融戰中勝出。」

人們曾說，香港是本難讀懂的書。香江水「寒」
鴨先知。暴力是法治社會的毒藥，暴行是發展繁榮
的瘟神。香港法治核

心價值聲譽受到重創、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岌岌可
危，經濟發展遭遇寒潮、城市信心快速流失，內生
增長動力大幅放緩、民衆福祉根基削弱蠶食。如何
讀懂並寫好香港這本書？那就是香港好，國家好；
國家好，香港更好。唯有香港市民凝聚共識、同心
逐夢，回歸理性、守望相助，「一個都不能少」，
涓涓細流終能匯成大江大海大勢。共同維護好、建
設好、發展好美麗家園，讓東方明珠煥發光彩、永
不褪色，讓維多利亞港永續忙碌、繁榮穩定，讓香
港社會恢復法治秩序、和平安寧，讓「一國兩制」
航船劈波斬浪、行穩致遠。

行財部 陳志斌

■2019香港書展。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民建聯舉辦一系列主題為「繼續前行」地區及中央層面座談會。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及立法
會議員柯創盛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討論地區的醫療及公共衛生問題，會後民建聯設記者會交
代會面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昨日下午，民建聯在九龍東舉行首場
「繼續前行」地區系列座談。食衛局

局長陳肇始、民建聯主席李慧琼、立法會
議員柯創盛、民建聯觀塘支部主席陳國
華、民建聯黃大仙支部主席簡志豪、黃大
仙區議會主席李德康出席座談會。參與會
議的包括區議員、社區幹事及市民約有200
人。
座談會上，市民分別就全港議題及地區
議題踴躍發言，提出意見。全港議題方
面，市民要求擴大藥物名冊資助範圍，增
加內地活豬供應，改革滲水辦及提升其測
驗滲水技術，以及放寬醫療券的用途及年
限；地區議題方面，市民主要關注九龍東
的基層醫療服務迫爆，社區蟲鼠蚊患問題
嚴重，以及街市設施老化及不足等問題。

據了解，陳肇始在會上認真記錄了市民反
映的問題，承諾會帶回食衛局逐一研究，亦
希望在即將公佈的施政報告中有所體現。

官員多落區 施政更貼地
柯創盛在座談會後向媒體介紹，市民在座

談會上最緊張的就是醫療問題，他舉例聖母
醫院擴建後沒有急症室，令聯合醫院的擴建
引起了廣泛關注。而市民關注的滅鼠抗蚊問
題，民建聯亦一直有建議政府增撥資源。他
表示，只有官員多落區，聆聽民意，才能施
政貼地，有效解決深層次問題，以及取得市
民的支持及信任。
李慧琼亦期望政府能改變過去思維，在
完成各項研究工作後，盡快推出各項政策
措施，「成熟一項推一項，不要拖延，要

令市民感受到社區每日都有進步。」
她表示，民建聯「繼續前行」地區講座
接下來將在港島、新界東、新界西、九龍
西分別舉行，就如何解決各項經濟及民生
社區問題，邀請政府官員與街坊對話。
「我們相信，只有局長（政府官員）落
區、只有貼地，制定的政策才能幫市民解
決問題。」
據悉，民建聯還將邀請財政司司長、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等與商界以及關心本
港經濟的朋友對話。此外，民建聯還會就
其他全港性議題，包括房屋土地、教育與
青年，以及社會福利，舉行系列圓桌會
議，廣邀政府官員、各界翹楚、專家和普
通市民，集思廣益，為突破困局，重建香
港，探討各種可行的政策和做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修例風波持續數月，香港的法治和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經濟民生受到嚴重

衝擊。如何解決經濟民生等深層次問題，成為港人關注焦點。昨日，民建聯在九龍東舉行了首場「繼續前行」

地區系列座談，讓居民與特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直接對話。座談會主要聚焦醫療服務、活豬供應及

社區蟲鼠蚊患嚴重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經民聯
昨日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就特區政
府新一份施政報告提交逾400項建議，涵
蓋13個範疇，就減輕中小企負擔、支援
中小券商、促進再工業化、加快舊公屋重
建、推動「聯廈聯管」等提出切實可行的
措施。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表示，香港正面對

外憂內患的雙重壓力，聯盟特別向特區政
府提出專項建議，助港企把握「一帶一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機遇，爭取讓港企可
落戶國家在境外的經貿合作區，以在中美
貿易戰中提高競爭力，並達至產業轉型升
級。出席會面的包括經民聯監事會主席林
建岳，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副主席林健
鋒、張華峰、梁美芬及吳永嘉。

「兩園兩城」助融合
林建岳在會面中表示，香港目前正面

對回歸以來最嚴峻挑戰，聯盟非常認同中
央政府提出目前最重要是「止暴制亂」，
並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帶領香港走出困局，
讓社會回復平靜。
就香港如何抓住粵港澳大灣區機遇，

他建議在大灣區構建「兩園兩城」
（「香港青年創業城」、「香港創科
園」、「香港商業城」、「香港長者生
活城」），並要革新思維，放寬個人稅
務、通訊、住屋及醫療等限制，促進真
正灣區融合。
為紓緩市民居住壓力，盧偉國博士建

議政府盡快開展重建舊公共屋邨，同時向
市區重建局增撥資源，加快舊區重建力
度，放寬市區住宅及商業用地的地積比。

他又建議完善「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
降低計劃的資助門檻、調高資助比例、簡
化及加快相關程序。
盧偉國認為，香港應把握時機，全速

推動智慧城市建設，政府應盡快籌備《香
港智慧城市藍圖2.0》，便利市民。基建
工程方面，盧偉國提出加快推展香港大小
工程項目的進度，並做好長遠基建和人力
資源規劃，確保工程業界能有持續的就業
機會。

檢討通識科 資助幫上樓
在教育方面，梁美芬副主席促政府盡

快檢討中學通識教育科，把通識教育科改
為選修科，取消必考題，並加強教師培訓
及評核。
針對「上樓難」問題，她建議對輪候

公屋超過三年的合資格人士提供租金資
助，及為首次置業人士提供首期援助。她
又建議注資20億元成立基金推動「聯廈
聯管」先導計劃，管理「三無大廈」。
梁美芬續表示，在目前的經濟環境

下，特別應關注長者、學生和各階層人
士，因此建議將目前「長者醫療券」及
「2元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的受惠門
檻降低至60歲，並擴大「2元公共交通票
價優惠計劃」至全日制學生，以及落實
18區流動牙科醫療車。
另外，為助港企應對國際貿易摩擦的

衝擊，經民聯並額外向特首提交一份建
議，建議特區政府必須充分利用粵港澳
大灣區及「一帶一路」國策的發展潛
力，為本地企業，特別是中小企開拓更
多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