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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倡組委會 振經濟再工業化

2020年9月12日（星期六）

施政報告建議（部分）
◆推出失業或停工現金津貼，上限
9,000元、為期半年
◆對受疫情影響嚴重行業員工，每
人派發一萬元

籲向市民派8000元消費券 疫情重災行業員工發萬元津貼

◆向市民派發不少於8,000元消費券
◆向沒有強積金戶口的自僱人士，
發放一筆過7,500元
◆為求職者提供為期三個月，每月
3,000元的免資產審查津貼

工聯會昨日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

◆降低申領失業綜援門檻

面，就下月將發表的施政報告提交 200
「新起動委員會」，為重振經濟、推動

◆設立「新起動委員會」，重振經
濟、改革產業結構、推動再工業
化

再工業化提出方向和政策倡議，同時因

◆推出
「健康碼」

多項建議。工聯會建議特區政府設立

應打工仔受黑暴和疫情所影響而面臨困

◆立法打擊虛假信息傳播

境，推出上限 9,000 元、為期半年的失

◆研發開立個人「Kong Pass」，
用於登陸所有政府網站處理個人
事務

業或停工現金津貼，及向市民派發不少
於 8,000 元的消費券，並向旅遊、飲
食、零售及民航等行業員工派發一萬元
津貼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示，香港經
濟陷入寒冬，不少市民面對失

業、停工等問題故認為今年施政報
告重點應放在重啟經濟。他建議設
立「新起動委員會」，為重振經
濟、推動再工業化提出方向和政策
倡議，並配合中央提出的新發展格
局，促進社會公平和公義。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表示，政府應
參考保就業計劃，向失業和停工工
友每月派發上限 9,000 元，為期半
年，向沒有強積金戶口的自僱人士
發放一次性 7,500 元津貼，同時向疫
情重災行業，如旅遊、酒店、飲
食、零售及民航等員工，每人派發
一萬元津貼，及向市民派發 8,000 元
消費券，令各行各業得到重視和關
顧。

資料來源：工聯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工聯會昨日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就下月將發表的施政報告提交200多項建議。
政府為低薪僱員代供強積金。

麥美娟：鼓勵市民消費
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指，派發消費
券而非派錢，是因為當前最重要的
是重振經濟，假如派發現金，市民
若將金錢儲放銀行，便不能發揮重
振經濟作用，才建議用消費券方
式，鼓勵市民消費。
在土地房屋方面，她希望政府落
實過去提出的政策，包括引用《土
地收回條例》收回土地發展、發展
棕地、填海造地等，政府並應適時
向公眾交「成績表」。
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建議政府設立求
職津貼，為求職者提供為期三個月、
每月 3,000 元的免資產審查津貼。他
並促請政府在本立法年度，盡快將取
消強積金對沖草案提交上立法會，由

郭偉强促推租津減負擔
在改善居住問題方面，立法會議
員郭偉强指出，現有不少市民收入
減少，敦促當局盡快推出租金津
貼，避免市民因負擔不起租金，被
迫流離失所。同時，他建議政府立
法打擊虛假信息傳播，以免造成社
會分化，加深仇恨和敵視。
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則表示，現
時失業人士申請失業綜援面對申領
時間長、限制多等困難，建議降低
申領失業綜援門檻，並打通政府電
子 化 服 務 ， 研 發 開 立 個 人 「Kong
Pass」，用於登陸所有政府網站，處
理一切個人的事務，如申請公屋、
居屋，繳稅，申請租金援助等。

籲減負擔勿靠派錢 葉劉：金山銀山都不夠派
她並建議，政府延長減免20%港鐵車費計劃半年，
另調整港鐵票價機制，長遠改善「可加可減機制」，
確保車費調整機制貼近現況；政府參考外國做法，修
例暫停業主因租客拖欠租金等原因強行收回商舖等。
至於有不少政黨提出盡快推展「明日大嶼」計
劃，葉劉淑儀對此建議有保留，認為計劃涉及龐大
公帑開支，並需花長時間進
行。
新民黨甘文鋒則建議開拓政府
收入來源，包括上調向賽馬會徵
收的博彩稅，同時容許賽馬會開
放其他運動的博彩活動，例如
NBA籃球及MMA綜合格鬥。他
■葉劉淑儀認為，政府不能依賴派 並引述賽馬會回應說，有信心開
拓新項目。
錢復甦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民黨昨日傍晚
與特首林鄭月娥會面，並就 10 月發表新一份的施政
報告提交多項意見。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政
府不能依賴派錢復甦經濟，「金山銀山都不夠
派。」她認為，應減輕市民日常經濟負擔，例如延
長減免港鐵車費計劃、調整港鐵票價機制等。

倡延長減免港鐵車費
對於不同政黨均建議派錢或消
費券，葉劉淑儀就認為，派錢不
是持續方法，「派得幾多呢？」
她稱政府現正商討第三輪防疫抗
疫基金，同時有機會出現第四波
疫情，「8,000 億元盈餘好快派
晒。」

「再出發」凝聚共識 牽頭助畢業生搵工
「截至目前，
『香港再出發大聯
盟』已實施多項旨
在保障市民福祉的
行動。今後，大聯
盟將在抗擊新冠肺
炎疫情、推動經濟發展、宣介香港
國安法等方面繼續努力，以動員社
會各界一同推動香港盡快恢復繁榮
穩定。」「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秘
書長譚耀宗近日接受新華社記者訪
問時表示。

$

■王于漸建議，讓公屋居民可半價購入正在居住的公屋單位。
主辦方供圖

民粹因社會經濟深層次矛盾

王于漸在論壇中表示，受科技發展和全球化影
響，按照統計和推算，同一教育水平下，上世紀八
九十年代出生的人不僅收入少於上一代，更因房屋
因素，形成貧富懸殊，甚至跨代貧富懸殊問題，導
致市民不滿和不安。
他續說，當市民高度不安時，很多事情可成為
「社會運動」的催化劑，例如去年修例風波以來，
香港本土主義、激進政治、分離主義迅速崛起。因
此，他認為，香港社會尤其年輕人呈現相關傾向，
歸根究底就是社會經濟層面的深層次矛盾所致。
王于漸認為，解決房屋問題，修補房屋階梯斷
裂，不應降低私人房屋的價格，因為這種做法會導
致經濟衰退，而是應把公屋和居屋的價值提高，為
港人創造財富。

倡逐年推行 冀置業率升至七成

他建議香港推行「租置計劃 2.0」，讓公屋居民
可半價購入正居住的公屋單位，再減免包括現有
「居者有其屋計劃」、「租置計劃」單位等資助出
售房屋的補價，使業主擁有單位的全部業權，但不
可一次過出售80萬公屋，計劃要逐年推行。
他估計，計劃可望讓近 330 萬的公屋及資助出售
房屋的居民受惠，將香港的整體置業率由現時的不
足五成提升至七成或更高。
王于漸指，根據以往數據統計，從租戶變業主，
可讓同一單位有較多人居住，資源運用率更高，有
助解決房屋短缺問題。而在目前疫情下，外來經濟
可能受影響，香港經濟要依靠本地消費和投資，在
活化公屋，居民擁有財富下，可為市民提供更多生
活選擇，創造新的經濟活動，對復興經濟有正面幫
助，同時可令民粹得到紓緩。

派千萬罩 動員市民普檢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一直將協
助市民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作為一項
重要工作。在 5 月 5 日剛剛成立後，
大聯盟就開始舉行「千萬口罩獻愛
心」活動。通過上街派發、社區和
團體分發等方式，大聯盟共派發了
約 1,000 萬個口罩。隨着香港新冠病
毒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開始實施，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積極動員市
民參與檢測。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香港的
就業狀況不容樂觀。當前，「香
港再出發大聯盟」正積極採取措

■大聯盟
共派發了
約 1,000 萬
個口罩。
圖為譚耀
宗 （ 左
一）早前
向市民派
發口罩。
資料圖片

已掌握逾2000工作崗位
據大聯盟副秘書長黃英豪介紹，
在共同發起人的幫助下，大聯盟掌
握了超過 2,000 個崗位的工作信息，
其中大部分是在香港工作，還有一
部分是在內地一些城市工作。「我
們正在將這些崗位的要求與學生的
能力、意願進行配對，推薦學生參
加企業面試，為這些學生的就業提
供更多幫助。」
據悉，大聯盟還與香港本地的應
用程序（App）製作公司合作，計劃
建 設 載 有 商 戶 優 惠 信 息 的 App 平
台。「我們希望通過 App 的形式，
進一步刺激本地消費市場。等到該
平台建設完成後，我們會及時向市
民推出。」黃英豪說。

譚耀宗：宣傳國安法護國安

議員延任與否 皆獲約滿酬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昨
日召開特別會議，商討議員約
滿酬金安排。立法會主席梁君
彥會後表示，行管會參考政府
意見後，決定不論議員們在本
月30日後是否延任，都可獲發4
年約滿酬金。選擇延任一年的
議員，在完成餘下整個任期後
可獲發另一筆約滿酬金，若議
員決定不延任，須在 9 月 30 日
前書面通知立法會秘書處。
就立法會議員有關約滿酬金的
事宜，行政管理委員會早前去信
特區政府。梁君彥引述政府回
覆指，第六屆立法會的延任安
排並無先例，議員因履行職務
按現行的安排獲發還開支並非
不合情理，並認為在符合相關
指引及原則的情況下，不反對
行管會以靈活的方式處理第六屆

立法會議員的酬津安排。

延任獲發另一筆約滿酬金
立法會行管會參考政府意見
後，決定不論議員是否在9月30
日後繼續擔任立法會議員，都
可獲發2016年10月1日至2020
年9月30日的4年約滿酬金，若
議員完成之後整個餘下任期，
則可獲發另一筆約滿酬金。
他指出，身為立法會主席，
自己希望每位議員都選擇留
任，因為議會內有不同聲音可
以發揮其作用，但每名議員都
有自己的選擇權利。
目前，秘書處暫未接獲任何
議員通知不延任，而秘書處不
能單以報章的報道，判斷某名
議員是否延任。梁君彥表示，
若議員不延任，就應正式向市
民交代，並書面通知秘書處，

在修例風波期間，一些心智尚未
成熟的學生被反中亂港分子誘騙利
用。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香港涉修
例 風 波 被 拘 捕 的 逾 9,000 人 中 有
40.4%為學生。
「為了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大
聯盟未來將一面聯絡法律界人士，
希望他們提供專業的材料；另一面
聯絡辦學團體、校長、老師等，先
對這部分人進行培訓，然後再通過
他們向學生介紹香港國安法，幫助
學生提升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
識。」譚耀宗說。

香港國安法已經生效。根據香港
國安法第十條指明，香港特別行政
區應當通過學校、社會團體、媒
體、網絡等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提
高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國家安全
意識和守法意識。
「由於香港反對派及境外反中亂
港勢力的抹黑，部分市民對於香港
國安法的認識仍有偏差。因此，大
聯盟會繼續加強對香港國安法的宣
傳，讓更多市民明白只有維護國家
安全，大家才能安居樂業。」譚耀
宗說。

教徒聯署反對「黃」傳道人播仇

王于漸倡公屋戶半價購居住單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在團結香港基
金昨日「團結卓爾論壇」系列網上論壇中，主講
嘉賓、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經濟學講座教授王
于漸認為，香港出現民粹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經濟
層面深層次矛盾，建議香港逐年推行「租置計劃
2.0」，讓公屋居民可半價購入正在居住的公屋單
位，以增加市民財富，並相信此舉能有助解決財
富分配不均，復興經濟，亦可緩解本港面臨的民
粹問題。

施，幫助更多應屆畢業生找到工
作。
過去兩個星期，通過多所香港高
校介紹，大聯盟已找到數百位暫未
找到工作的應屆畢業生。大聯盟正
邀請他們分批來辦公室，為他們提
供輔導。

■市民抗議「香港教牧網絡」散播反政
府的仇恨言論。

■梁君彥盼每位議員都留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撇撇脫脫唔好拖泥帶水。」
他續說，若議員決定不延
任，需在 9 月 30 日前書面通知
立法會秘書處，並按現行指引
申領結束辦事處的開支，否則
若議員中途辭職，不會獲得有
關開支。
根據立法會議員酬津安排，
完成任期的議員，可獲相等於
任內所得薪酬 15%的約滿酬
金，初步估計約70萬元左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多名
「黃絲」傳道人與教牧組成的「香港教牧
網絡」，被多次揭露在社交平台上發布反
國家反政府訊息。團體「愛國護港101」
聯同一眾香港基督徒近日發起聯署，反
對該團體以宗教名義散播仇恨，並於短
時間內收集到逾5,000個簽名。聯署發起
人昨日將簽名及請願信交至香港基督教
協進會，並批評「香港教牧網絡」的兩
名發起人包括基督教協進會前主席袁天
佑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邢福增政教不分，有違宗教信條。他們希
望教會能聆聽信徒的聲音，撥亂反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