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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金研強制轉年金 市民憂難養老
鄧家彪：違積金政策原意 料會引起很大爭議

隨着人口老年化，老有所依、老有所養成為社會

重大議題。香港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日

前接受報章專訪時指出，下屆政府在取消強積金對沖

後，需要研究強積金配合公共年金，包括研究是否把

強積金自動、甚至強制轉為公共年金。消息一出引起

市民熱論，不少基層市民收入有限，每月強積金供款

也不多，退休時或考慮領取強積金回鄉買屋養老，但

若強制買年金，或令他們原來的退休計劃夢碎。也有

勞方代表認為，政府的建議是好事，但對強制轉為年

金有保留，相信社會將會引起很大爭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強積金制度數據

登記人數

賬戶數目

可扣稅自願性
供款賬戶

計劃成員總數

年率化淨內部回報率
(自2001年12月1日)

註：截至2021年6月30日

僱主

有關僱員

自僱人士

供款賬戶

個人賬戶

55,000

4,543,000

5.1%

311,000

2,671,000

230,000

4,325,000

5,971,000

強積金計劃數據
核准受託人數目

註冊計劃數目

核准成分基金數目

核准匯集投資基金數目

核准追蹤指數集體
投資計劃數目

2021年第二季已收供款

所有計劃的總淨資產值

註：截至2021年6月30日

14

27

407

320

141

203.11億元

12,214.54億元

資料來源：強積金季度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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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供款種類劃分的已收強積金供款及已支付強積金權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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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於專訪中指，隨着退
休人數增加，若然他們不

將退休金轉化成穩定的退休收
入，而只有數百萬元的一筆過
退休金，便可能造成很多人
「不敢使錢」、不願消費現
象，長遠而言經濟就會收縮，
形容人人都不願花錢就會有問
題。

羅致光：恐貧窮長者增
他又認為，如果政府的退休

保障工作做得不足，最終壓力
會落在福利制度之上，長遠亦
會令長者貧窮人口不斷上升。
他昨日出席活動時補充，相
信將強積金轉為公共年金的研
究會是下屆政府的工作，強調
這建議並非新事物，公眾可檢
視2015年的諮詢文件，當時已
討論年金計劃開展3年後，應
考慮進一步的安排。
公共年金是一種專為60歲以
上人士而設的另類退休保障，
已推出3年。整個計劃最低保
費金額5萬元，供款人在存入
一筆過保費後，可獲取年金收
入直至終老，舉例一名60歲供
款人將 100 萬元存入年金戶
口，保證期17年兩個月，每月
可獲得5,100元、回報率大約
5%。若把400萬元強積金自動
轉為年金，每月便有約2萬元
作為退休生活費。

市民：削退休計劃靈活性
市民認為，該建議雖然保障

退休者的養老生活，但反對強

制將強積金轉為年金，「應該
讓市民自己做選擇，好多人有
自己的計劃，強制轉為年金，
削弱退休計劃的靈活性。」
亦有市民認為，年金可「自

製長糧」，回報亦有一定吸引
力，但政府不應強制要市民改
用年金，「唔應該夾硬要我哋
咁做。」
勞顧會勞方代表兼扶貧委員

會委員、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
鄧家彪認為，研究的方向可令
退休人士更有生活開支的預
算，有助降低長者貧窮率，但
低收入人士的強積金款項較
少，強積金往往是他們「人生
最大嚿錢」，未必捨得全部轉
為年金；如果政府強制轉為年
金，將與強積金的政策原意違
背，相信會引起社會很大爭
議，「如果強制去做，社會的
異議會很大，甚至有反對聲音
存在。基層的工友本身沒什麼
積蓄，可能期望有些壓倉錢、
像壓倉石。」

倡提供誘因讓工友選擇
鄧家彪舉例，「目前基層工
友年滿65歲時，可能只能領取
二三十萬元強積金傍身，可能
隨時有急用，所以基層工友不
會捨得將這筆錢全部變成年
金。」他建議政府讓僱員及早
選擇是否參與，並提供誘因，
例如有保證回報率等。
同時，他建議政府參考新加

坡等地，以確實的回報率吸引
市民參與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強積金制度在
香港已實施超過20年，但至今仍不時面對收費
高、回報低、強積金對沖蠶食回報等批評，有學
者、工會成員及立法會議員均認為，強積金制度
仍有改善空間，建議政府向部分人的強積金戶口
注資，繼續設法減低收費，盡快處理取消強積金
對沖方案，及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等，以增加市民
的退休保障。
香港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麥萃才認

為，若政府結合制度，鼓勵不擅理財的退休人士
選擇年金，可望改善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
惟針對強積金款額較少的低收入人士，他建議

政府考慮向這些人士的強積金戶口注資，政府將
來支援他們的開支就可減少，但此做法要視乎社

會取態。

撤對沖增對市民保障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

永新表示，參考新加坡做法，如將強積金轉為年
金，強積金結餘必須積累至相當數額，但現時約
70%強積金戶口的結餘不足50萬元，按公共年金
計算，市民退休後每月只能提取約3,000元，不夠
基本生活，將打工仔花了多年儲蓄得來的強積金
強制轉為年金，估計會有很大反對聲音。
他認為，政府現階段應集中精力處理取消強積

金對沖方案，增加對市民的保障。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副主席譚金蓮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強積金已運作多年，相信收費仍

有進一步下調的空間，而預計於明年建成並分階
段啟用的積金易 ( eMPF ) 平台亦需一定費用，應
盡量減少，以免加重供款人負擔。
她又指出，取消強積金對沖應盡快落實，以免
打工仔的退休保障繼續被蠶食。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投資有賺有蝕，退休者難以在退休後單
靠強積金生活，故必須有更多配套措施。
葛珮帆指出，其實政府近年已推出年金、樓

宇逆按揭等計劃，為退休者提供穩定的月入保
證，認為是正確方向，最重要是讓市民自行選
擇。
她並建議下調申請年金的年齡，讓相對年輕的

人可及早為退休作準備，未雨綢繆。

學者倡政府向低收入者積金戶口注資

註：由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註：截至2021年6月30日

各類核准成分基金
所佔總淨資產值比率

水警高級督察林婉儀日前在進行海
上緝私工作時，遭遇走私快艇撞擊翻
艇墮海，不幸英勇殉職，社會各界深
切哀悼之餘，更強烈譴責冷血走私罪
犯。近期海上走私活動猖獗，罪犯明
目張膽挑戰法治，威脅執法人員的生
命安全。本港應從海上執法人員人
手、培訓及裝備等方面，切實提升執
法人員的執法能力和安全保障，並進
一步加強與廣東省警方的執法合作，
包括打擊兩地在幕後操控的走私集
團，對犯案者處以重罰，多管齊下壓
制囂張的海上走私活動。

有分析指，受疫情影響，本港與內地
的陸路往來受限，水上走私活動明顯上
升。資料顯示，水警總區針對海上走私
執法的拘捕人數，由 2017 年至 2019 年
疫情前平均每年拘捕26人，至2020年
急增至拘捕66人，上升逾1倍。但在暴
利驅使下，走私分子利用改裝的「超級
大飛」鋌而走險，日以繼夜在海上穿梭
往返走貨，由於走私的「超級大飛」速
度快，機動性高，走私地點靠近內地水
域，本港水警及海關執法船隻難以追
截，令走私分子更有恃無恐，甚至不惜
以撞擊執法船隻逃避追截，造成本港執
法人員不幸傷亡。

據知情人士透露，目前香港水警僅有
十數艘快艇能追上走私「大飛」，但警
方每日卻要應付數以百計的「大飛」活

動，只能疲於奔命，若有亡命之徒以
「大飛」衝撞拒查，警方人員易陷險
境。執法人員盡忠職守、捨身維護法
治，令人肅然起敬，但執法人員殉職的
事件不能一再重演，當局有必要全面檢
視、採取即時措施，提高執法人員海上
執勤的安全保障。

隨「愛國者治港」原則持續落實，
行政立法關係積極好轉，行政、立法機
關責無旁貸共同合作，盡快增撥資源，
通過改善方案，為執法部門反走私的裝
備、人手、培訓提供必要支援，加強保
障執法人員的人身安全，更有力打擊走
私活動。

走私活動涉及粵港兩地，背後少不了
犯罪集團操控，要徹底杜絕海上走私，
除了靠粵港兩地執法部門加強前線堵
截、緝捕行動外，兩地更要攜手合作，
鏟除在幕後操控的走私集團，將走私團
夥頭目繩之以法，粉碎橫跨兩地的走私
網；另外，應進一步優化粵港合作打擊
走私的恒常機制，保持情報暢順交流，
共同制定、及時調整反走私策略，標本
兼治制止走私活動。

本港作為法治之區，對挑戰法治的走
私犯必須嚴懲不貸，執法部門應迅速緝
拿導致執法人員殉職的肇事元兇，掃蕩
涉案犯罪團夥，從速從嚴提出檢控，而
司法機構要作出具阻嚇力的判刑，以有
效震懾走私活動。

加強裝備跨境合作 有效打擊海上走私
第十三屆中國航展昨在珠海開幕。此屆航展

最大亮點，是以換裝國產發動機的殲-20為代
表的大批自主創新「大國重器」首次亮相，展
現中國無懼技術封鎖、成功掌握戰略科技發展
主動權的雄厚實力，亦向世界宣示，「中國力
量」不為尋求霸權，而為捍衛世界和平、建設
人類命運共同體。國家戰略科技發展的巨大成
就，相信會讓港人尤其是青少年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的動力更強、信心更
足。

創辦25年的珠海中國航展，已成為航空航天
及國防領域的高水平國際盛會，躋身世界五大
航展之列。本次航展迎來線上線下近40個國家
和地區的700家企業參展，飛機超百架，實現
「陸、海、空、天、電」全領域覆蓋，一大批
代表世界先進水平的成果「全球首發、中國首
展」。昨日開幕式，當中國「八一」飛行表演
隊駕駛中國自主研發的殲-20戰機出現在航展
上空，展示其低空高速、小半徑轉彎及大迎角
飛行能力時，令國人情不自禁為國家航空科技
的飛躍式進步而鼓掌歡呼。

此屆航展帶給世界的最大震撼，是一大批
中國自主研發的戰略科技產品驚艷登場。飛
行表演中，殲-20戰鬥機換裝國產發動機後首
次公開亮相，中國自主研發的翼龍2無人機、
AG600 大型水陸兩棲飛機首次進行飛行展
示；長五和長七運載火箭、嫦娥五號月球探
測器、天問火星探測器、中國北斗等，展示
了中國自主發展戰略科技的強大實力，太陽
探測科學技術試驗衛星、重型運載火箭等更

顯示了中國開啟「探日時代」、深空探測的
雄心；中國商飛首次在國際航展上展示的CBJ
公務機和大型客機 C919的移動數字飛機展示
平台，則讓世界看到中國民用飛機產業化的
巨大進步。

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強調：「關鍵核心技術是
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習主席昨日在
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大力培養使用戰
略科學家，要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
新團隊，圍繞國家重點領域、重點產業，組織
產學研協同攻關。此屆航展展示的中國自主創
新纍纍碩果，顯示國家的高度重視、大力支
持，為中國戰略科技自主創新發展注入源源動
力。

此屆航展展示了國家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
的重大成就，也極大地激發出國人的自豪感，
增強對維護國家安全、保障人民權益的信心。
中國一向奉行和平友好外交政策，始終不渝奉
行防禦性國防政策，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
路，致力打破「國強必霸」的邏輯。中國戰略
科技發展進步，「中國力量」與日俱增，意味
着捍衛世界和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力量
更大。

國家強大，港人與有榮焉。孟晚舟平安回國
證明，只有國家繁榮昌盛，國民權益才能更有
保障。強國必須強軍，軍強才能國安，中國戰
略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國家實力不斷充實，香
港才能抵禦一切外力、防範一切風險，才能增
強港人對國家的向心力、歸屬感，傾力與國家
一起邁向輝煌未來。

國家戰略科技自主創新 港人融入大局信心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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