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殊童服務最快兩年「零輪候」
羅致光：施政報告將再加碼 近月事件無延誤社福政策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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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曾憲梓先生

聞悉曾憲梓先生駕鶴西去，香港中聯辦同事無不
透出難掩的驚愕和哀思，感慨最多的是，先生太不
容易了，他真不愧是愛國愛港的一面旗幟。王志民
主任在悼念唁電中，高度讚揚曾憲梓先生一生堅信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他的偉大品格和崇
高風範將永遠光耀後世。

有幸跟曾憲梓先生認識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
那時我剛入職國務院港澳辦，正趕上香港後過渡期
事務繁忙緊張，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區預委會、
籌委會工作如火如荼。在這些平台上，內地和香港
精英薈萃，各路英豪都在為迎接回歸搭橋鋪路。初
見曾憲梓先生時，記得各種社會活動常有他忙碌的
身影，佩戴的總是一條鮮紅的領帶，常別着一枚鮮
艷的國徽領帶卡。

後來，每年全國兩會是跟曾憲梓先生見面最多的
時候。有一年我陪他前往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直播
間，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電台要請他談對總
理政府工作報告的理解。那天他說了很多話，有對
國家美好前景的展望，有對香港未來的希冀。看得

出來，他的話匣子打開了，心情很不錯。
回代表駐地北京飯店的路

上，他主動跟我說起一段自己的「年輕事」。他一
個人講，我一個人聽，講者認真，聽者專注。

金利來的崛起，有着一段戲劇性的往事。曾憲梓
先生很愉快地回憶起年輕時代。上世紀60年代末，
曾憲梓先生一家人到香港之後，以家庭作坊生產領
帶，自產自銷，到通菜街一帶售賣。由於用料厚
道，款式緊跟法國、瑞士時尚，銷售不錯，家人溫
飽不愁。用他自己的話說，就這樣開始做起了小買
賣。溫飽生計解決後，年輕的曾憲梓有意識地結交
社會上流，學習做人做事，因為他知道需要經常佩
戴領帶的都是有身份的人。通過朋友引薦，他認識
了香港最大銀行的大班，當然這種認識並不是為了
做生意，而是想增長見識，學習人家的待人接物。
大班們工作繁忙，習慣利用周末時間到澳門吃飯喝
茶休閒放鬆，而他總是緊隨其後，端茶倒水，眼觀
六路，耳聽八方。此時的曾憲梓還是大班嘴裡的
「小曾」。

一來二去，「小曾」總是殷勤地忙碌在大班身
後。直到有一天，大班忍不住問他，你這麼個大小
夥子，經常陪着我們，對我們這麼熱情周到，認識
這麼久也沒見你求我們幫助做點什麼。你到底是做
什麼事的呢？「小曾」回答說，我家裡做點小買
賣，夠吃夠喝，能夠跟你們大班一起，見世面，學
為人，就是我的榮幸，沒有什麼需要麻煩您的。這
次之後又過了很久，這位大班忍不住再一次問「小

曾」到底家裡做的是什麼小買賣。「小曾」見再推
辭婉言，有失真誠，就如實相告。出乎意料的是，
大班說，我看你為人厚道，想像中你做事也會很踏
實，不妨你把你的領帶拿給我看看，我們銀行職員
上班需要佩戴統一的領帶，如果合適，我們會需要
很多訂單。這家香港最大銀行最終選用了金利來領
帶，這給曾憲梓帶來了一大單生意，更重要的是，
有大銀行的認可作背書，各大知名商場也向金利來
進貨，甚至設立專櫃。金利來一下子由醜小鴨變成
了白天鵝，曾憲梓「領帶大王」的美譽聲名鵲起。

當金利來名滿天下時，市場上出現了一個新的品
牌「銀利來」。有次我來香港出差，對於不太熟悉
的「銀利來」，擔心有人借金利來的聲譽揚己威
名，特意向曾憲梓先生當面討教。他微笑着說，
「銀利來」也是自己的公司，專門設在老家梅州，
掙了錢一分不取，全部留下來支持家鄉建設。

1934年，曾憲梓出生在廣東梅縣一個貧困的農民
家庭，全家人生活一直很艱苦。曾憲梓小的時候，
冬天連鞋都穿不上，新中國建立後，依靠國家每月
3元的助學金唸完了中學和大學。所以他畢生對故
鄉的養育懷有深深的感恩之情。1989年曾憲梓投入
100萬美元鉅資，在梅州成立了「中國銀利來有限
公司」，成為內地首家專營領帶生產的中外合資企
業，引進了4條國際先進水平的領帶生產流水線，
使「銀利來」領帶迅速成為中國的名牌領帶。如今

「銀利來」領帶的年生產量已達1,000萬條，營業
額超過人民幣1億元，公司迄今的全部收入都捐獻
給了家鄉。

兩年前，陳冬副主任專程前往梅州，探望在老家
休養的曾憲梓先生，促膝長談。曾憲梓先生去世
後，陳冬副主任特意把當天的日記拿出來公開發
表，以示深情紀念。日記記述到，曾憲梓先生在不
同場合說過，來到這個世界上，兩手空空，走時也
帶不走什麼，只有在有生之年多為祖國做好事，多
為家鄉人民留愛心。我想，曾憲梓先生這番話也為
他自己一生的崇高情懷做了最好的注
解。

宣傳文體部 張國義

■由曾憲梓先生捐資興建的梅州市曾憲梓中學。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年初查競爭力 港升至全球季軍

部分雜費較高幼稚園
幼稚園

激活幼稚園

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佛教金麗幼稚園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林黃明
慧幼稚園

卓基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樂善堂梁泳釗幼稚園

■資料來源：幼稚園概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高鈺

雜費

5,646元至5,711元

4,386元至5,605元

4,919元至5,225元

5,062元

4,762元

4,636元至4,72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政府昨日公
佈2020/21學年「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
計劃（SSSDP）」副學位課程最新資料，
下學年將有6所院校31個高級文憑課程獲
資助，涉及2,416個學額，較今學年增加
360多個，而學費資助額則增至21,400元及
37,300元（實驗室為本）。

SSSDP在2015/16學年起推出，針對多
對人才需求殷切範疇的自資學士課程提供
學費資助，並在今年擴至自資副學位課
程，以2019/20學年計，分別有38個課程
3,236個學士學額及28個課程2,050個高級
文憑學額獲資助。
根據最新資料，2020/21學年有3個課程

新納入SSSDP副學位部分，包括明愛白英
奇專業學校的健康護理高級文憑、港大保
良何鴻燊社區書院的營養及食品管理高級
文憑，及公大航空及停機坪管理高級文憑
課程。
有興趣報讀的學生可直接向相關院校申

請獲資助的課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於下
周三發表其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特區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今年施政報告的文本安排將與去年有別，會由3份減至兩
份，分別是特首宣讀的版本，以及一本施政報告Supple-
ment (增刊)；預計林鄭月娥宣讀施政報告所需的時間，會比
上年的37分鐘稍長。
林鄭月娥於前年就任行政長官時，就發表施政報告作出新

安排，除將上一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1月宣讀施政報告的安
排，推前至上一年10月，也沒有宣讀整份施政報告，而是講
述施政理念以及重點介紹一些具體措施。去年發表的施政報
告沿用了相同安排。
今年的施政報告則有新安排。特區政府消息人士指出，以

往兩年的施政報告，均分別有3份文本，包括特首所宣讀、
介紹重點措施的短版，寫有政策措施具體內容的長版，以及
內容包括以往措施進度及新措施的施政綱領。
至於今年即將發表的施政報告，文本則只有兩份，分別是

特首宣讀的版本，以及一本施政報告Supplement (增刊)，補
充宣讀版本的內容。
消息人士表示，由於今次林鄭月娥宣讀的施政報告文本，

並非只有重點具體措施，也有較為詳細的內容，故預計今次
她宣讀施政報告所需的時間，會比上年約37分鐘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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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政府於
2017年推出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部分學
費，但對家長來說，子女的幼稚園教育
開支負擔仍然不輕。教育局昨日發佈最
新網上版幼稚園概覽（www.chsc.hk/kin-
dergarten），除了學費外，不少幼稚園
亦要繳交書簿、校服、茶點、文具等費
用，個別學校的雜費逾5,000多元，對家
長構成沉重經濟壓力。
教育局早前公佈，今學年有逾430所幼

稚園要加學費，包括270多
所獲政府學費資助的學
校，及近160所私立幼稚
園，最高加幅達4倍。而香
港文匯報記者翻查昨日發
佈的2019/20學年幼稚園及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概覽資
料，發現部分幼稚園的雜
費亦處於較高水平，其中
位於天水圍的激活幼稚
園，上學年代辦的雜費為
5,646元至 5,711元；而在
美孚的地利亞英文小學暨
幼稚園，雜費亦要4,386元
至5,605元；另沙田的樂善
堂梁泳釗幼稚園，總雜費
雖然略低為 4,636 元 至
4,720元，不過當中茶點費
已佔去2,500元。
教育局表示，幼稚園概

覽載列了全港約1,050所幼
稚園的資料，提升學校透
明度並幫助家長為子女選
校。除了學費及雜費外，
概覽亦登載了各幼稚園的
報名費、註冊費與入學申
請資料，以及校長及教師

人數和學歷、學生人數、師生比例、課
程；而各所獲學費資助的幼稚園亦要公
開主要開支範圍的支出比例及質素評核
資料。此外，概覽亦設有「對非華語學
童的支援」及「對有特殊需要的學童的
支援」欄目，方便家長參考。
至於概覽的編印本，則會於10月31日

起放置在教育局區域教育服務處、民政
事務總署民政諮詢中心、各公共圖書館
等地點，供家長查閱。

幼園天價雜費「激活」最激5711元

SSSDP副學位課程 資助升學額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在最新
的全球競爭力排名升至第三位。世界經濟
論壇（WEF）昨日公佈最新全球競爭力報
告，當中香港綜合得分為83.1，排名較去
年的第七位連跳4級，至全球第三位，新加
坡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
濟體，美國跌至第二位。荷蘭及瑞士分列
第四位及第五位，中國內地跟去年一樣排
第二十八位。
香港特區政府對本港競爭力排名上升表
示歡迎，重申一直致力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及活力。

醫療得滿分 創新力最弱
世界經濟論壇在今年1月至4月對全球

141個經濟體，在環境便利性、人力資本、
市場及創新生態系統四大項目的表現進行
評估，每項之下再分12個細項。在最新發
表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香港的多項指標
得分普遍較去年上升，當中「宏觀經濟穩
定性」及「醫療衛生」得分為100分滿分，
連同「金融體系」及「產品市場」的表現
均是全球第一，以上4個項指標得分都是全

球最高。香港亦在
「基礎設施」及
「資訊及通訊科技
應用」的表現排名
全球第三位。
不過，報告指

出，香港最弱的是
「創新能力」，全
球排名第二十六
位，落後排第十三
位的新加坡12分；
在勞工權益保障方
面，香港亦落後於
新加坡。另外在司
法獨立、新聞自由
和廉潔的指標得分雖有下跌，但仍在較高
水平。至於警察服務可靠程度得分有所上
升。
香港特區政府對本港競爭力排名上升表

示歡迎，重申一直致力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及活力，指會努力維護香港傳統優勢，包
括優良法治傳統、司法獨立、自由開放的
市場、簡單低稅制、高效的公營部門，以

及公平及方便的營商環境。會繼續為香港
長遠經濟發展提供有利環境。
政府又說，政府會繼續擔當「促成者」

及「推廣者」角色，為香港發掘更多商
機。同時，政府亦會積極加強在基礎建
設、創新科技、培育人才及增加土地供應
等方面的投資，為香港經濟長遠發展提供
有利環境。

羅致光昨日與傳媒茶敘時表
示，多個社福範疇的措施，

都會在即將出爐的施政報告有所
着墨，包括已有不少例證顯示，
及早介入並為有特殊需要兒童提
供訓練，對這些兒童有很大裨
益，故政府將在此方面進一步提
供更多資源。
他表示，政府除一直為有特殊

需要兒童設立早期訓練及教育中
心，並於去年10月將「到校學前
康復服務」納入為恒常服務，令
服務名額由 3,000 個增至 5,000
個，至本月初服務名額更進一步
增加至7,000個，令有關服務在全
港幼稚園的覆蓋率逾80%，現時
已有個案是小至僅兩歲的兒童，
已可獲得服務。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增額
惟因家長和老師對服務的認知

不斷增加，羅致光指，經評估後

識別為有特殊需要的學前兒童人
數亦持續增加，故在即將發表的
施政報告中，政府將再增加「到
校學前康復服務」的名額，以期
最快在兩年之內，達至「零輪
候」的政策目標。惟他未有透露
擬增的名額數量。
他並表示，政府計劃於明年初

透過獎券基金，在一些參與「到
校學前康復服務」的幼稚園/幼稚
園暨幼兒中心，推行為期20個月
的試驗計劃，為有特殊需要跡象
的兒童，提供早期介入服務。另
外，施政報告在復康及安老方面
均會提供更多資源，協助長者、
殘障人士等的日常需要。

積金對沖草擬料年底開始
近月發生的社會事件，對市民

造成很大影響，但羅致光表示，
未有延誤社福政策的推行，如延
長產假至14周的法例，現時正在

草擬中，最遲於明年1月提交立法
會。
至於強積金對沖，目前仍需解

決一些政策及稅務等問題，完成
後會展開法例草擬工作，預計於
今年底開始，但需待下個立法年
度才能提交立法會審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

威 ) 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於下

周三出爐，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昨日透露，為加強對有

特殊需要兒童的支援，施政報

告將公佈，進一步增加剛於本

月初才增至7,000個的有特殊需

要兒童服務名額，期望最快在

兩年之內，可達至「零輪候」

的目標。他並指，近月發生的

社會事件，未有延誤社福政策

的推行，如延長產假的法例現

正草擬中，最遲於明年1月提交

立法會；至於強積金對沖的法

例草擬工作，預計於今年底開

始。

■香港全球競爭力升至第三位。 資料圖片
■今學年有
逾430所幼
稚園要加學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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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指，近月發生的社會事
件，未有延誤社福政策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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