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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 MPF 對沖草案料明年初交立會
2021年10月15日（星期五）

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條例草案
料明年初提交立法會，最快可於
2025 年實施。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羅致光早前表示，研究取消對
沖後如何配合公共年金，包括討
論強制或自動把強積金轉為年
金。他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

最快 2025 年實施 羅致光：研如何鼓勵市民轉年金

出，強制把強積金轉做年金是
「天方夜譚」，不過，他認為在
政策探討層面上亦要考慮。特區
政府已開始研究如何鼓勵巿民把
強積金轉為年金，目標是在今屆
政府任期完結前，向新一屆政府
提供方向性文件跟進。「年金回
報率高達 5%，在私人市場都絕
無僅有，若再加上普通金額長者
生活津貼，生活水平便得以提
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致光表示，年金計劃於 2018 年推
羅出，如今是時候重新探討其長遠發

展，包括鼓勵市民把強積金轉做年金，但
承認強制推行是「天方夜譚」，「的確是
不能沒有選擇，但政策上都要探討；就算
是我今天覺得不可能發生，都要透過研究

告訴別人為何不能。」

強制 MPF 轉年金
「天方夜譚」
他透露，其中一個可行的設計是參考公
務員的退休金制度，容許市民在退休時，
一筆過取走一定比例的強積金，餘款再轉
為年金，「例如目前公務員最多可取走
25%（舊制）或 50%（新制）退休金，不
會把整筆錢轉過去，細節可再探討研究，
目標是在今屆政府任期完結前，向新一屆
政府提供方向性文件跟進。」
羅致光強調，公共年金計劃確保每年
5%回報率，市場上絕無僅有，對退休者
而言是不錯的投資選擇。他認為，主要有
兩類人會被年金計劃吸引，其一是會買股
票投資者，「我幾肯定他們一定會買公共
年金作為其中一種投資組合，確保每月有
收入，直到百年歸老。」
另一種潛在用家是強積金收入不多的長
者。他指出，目前約有 3,000 名長者同時
買年金及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現時單身
人士要申領普通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限額
為 36.5 萬元，若長者有 50 萬元資產，最

簡單是把當中 15 萬元放入公共年金（以
符合資格領取長者生津），可能每月收取
800 元，再加上長者生活津貼，生活水平
便提升不少。」

調整撤對沖不會成僱主裁員誘因
至於取消強積金對沖，羅致光指出，勞
工界歡迎政府的優化資助方案，資方支持
度視乎對方案的了解程度，又指只有誤解
政府方案的人，才會認為方案提供炒人誘
因，「例如法例生效前，某僱員的遣散費
或長服金已達 20 萬元，你炒唔炒佢都可
以對沖；但法例生效後，僱主需支付的遣
散費或長期服務金上限只剩下 19 萬元
（39 萬元上限減去 20 萬元），若你解僱
他另聘他人，或用其他方法令他在勞工法
例下變成新的合約，需支付的遣散費上限
便會變回39萬元，裁員成本將更高。」
他重申，若按照原有的資助方案，若中
小微企裁員，對企業的財政影響大，優化
後的資助方案是希望較為向中小微企傾
斜，協助他們過渡取消對沖的安排，能夠
儲足夠資金應對，不用因而結業。

唔少黃絲移民仲以為
去到天堂，但點知連搵
份工都難過登天。由英
國駐港總領事館前情報
人員、被揭喺深圳嫖娼
被拘後赴英嘅鄭文傑創
辦嘅「英國港僑協會」，日前發表所謂
「新來英港人工作和就業」網上調研報告
話，差唔多一半人仲失業或搵緊工，而搵
到工嘅人中都包括飲食業、運輸、自僱同
埋兼職，情況相當唔樂觀。
「英國港僑協會」喺早前以過去兩年赴
英港人為對象進行所謂網上問卷調查，收
到 609 份回應。結果顯示，只有約三成半
人有全職、兼職或自僱工作，而當中都計
埋兼職、自僱；逾四成半人失業或搵緊
工；去英國前，呢班受訪者最多人從事財
務或保險業、資訊與通訊業同埋教育行
業，但移咗民之後佢哋最多人從事頭三位
嘅行業分別就變成運輸及倉儲業，專業、
科學和技術業，同埋住宿及飲食業。
受訪者中逾三成人並無大學學歷，有研
究生以上學歷嘅人亦都唔夠兩成半。




黃媒
「美化」
報道圖淡化
雖然調查結果慘不忍睹，但黃媒《立場
新聞》《眾新聞》等都想將佢包得靚啲，
於是以《移英港人調查：逾半受訪者移英
前年薪 36 萬港元 八成英國已就職者 3
個月覓得工作》為題報道。所謂「逾半受
訪者移英前年薪 36 萬港元」，但即使唔
講到𠵱家仲失業嗰啲 ，咁喺英國搵到工嘅
𠵱家人工幾多 ，點解唔提呢？「八成英國
已就職者 3 個月覓得工作」 ，首先搵到
工者只係得三成半人，𠵱家用個咁嘅標
題，明顯係企圖淡化呢樣啦！

唔少網民其實都
好心水清嘅。
「Perry Sih」話：
「三分之一嘅人搵
到工。當中八成於
三個月內搵到。即
係只有 24%人三個
月內搵到，而唔係
好似標題咁誤導，
聽起上黎（嚟）大
部分人都好快搵到
工。」
見到咁嘅調查結
果，好多人就覺得
佢哋係攞嚟衰。
「Chris Chung」
就問：「讀完大
學，咁讀黎（嚟）
做乜？做倉（倉務
員）、交通（運
輸）！」
「Su Ho」 就
話：「依（𠵱 ）家
過英國，唔使諗，
有拖頭（車）牌就
OK， 其 他 D
●
「英國港僑協會」
日前發表所謂
「新來英港人工作和就業」
網上調研
（啲）專業人仕
報告話，超過45%移英港人仲失業或搵緊工。
fb截圖
（士）衹（只）好
港之輩，百般滋味在心頭。」
搓（揸）鍋鏟。」
「Chi Ho Yuen」則問：「佢哋有冇話
「Sam Chow」都話：「過到去英國做
你知每年要交幾多薪俸稅？物價有幾高？
運輸及貨艙（倉），係因為唔夠人競爭所
未搵到工嗰啲以後日子點樣過？治安有幾
以去做勞工。」
好？一家大細出街食餐飯要幾錢呀？子女
有網民都覺得人離鄉賤，赴英就要面對
讀書係唔係十二年免費教育呀？呢啲都係
大把難題。「Blues Chung」就話：「返
部份（分）問題……」
工果（嗰）陣就知味道了，種族歧視喺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國辦公室最是經典！我作為從英國回流香

潛逃政棍炒股
「隊酒」網民批
「呃呃騙騙」
●潛逃到英
國嘅羅冠
聰，就喺當
地同多名潛
逃「 犯 友 」
「 把 酒 言
歡」
。
網上截圖

●梁頌恆竟
然喺網上出
post 教 人
炒股搵錢，
仲借機叫人
「課金」。
網上截圖
自從香港國安法於去
年 6 月底起實施後，好
多反中亂港分子明明畏
罪潛逃，仲講到自己好
似為咗香港「忍辱負
重」，出去為香港爭取權益云云。其中
「最短命議員」梁頌恆搞搞所謂「國際
線」，突然噚日喺 Patreon 出 post 教人炒
股搵錢，同為「短命議員」嘅羅冠聰早前
亦美其名話展開所謂「國際游說」，但實
際就開開心心同其他潛逃罪犯「把酒言
歡」。有網民就喺「連登」討論佢哋𠵱 家
嘅處境點解咁唔同，但唔少人都覺得佢哋
本質都差唔多，不嬲都唔識政治，淨係識
呃呃騙騙，𠵱 家都係做返老本行啫。
梁頌恆噚日喺 Patreon 出 post，大談港




股美股。香港文匯報記者睇返佢個 Patreon頁面，原來都係要「課金」先會有更多
內容，收費由 4.99 美元（約 38 港元）到
49.99美元（約388港元）不等，仲話會睇
到「描寫牢獄中生活的作品」以及「不定
時的波馬股票金融政治分析」云云，可謂
為咗吸金無所不用其極。
網民「真天真」就道破天機：「識炒股
仲洗（使）乜開網絡乞衣（兒）兜？」有
連登仔更揶揄：「大家記得多多捐錢。」
敖卓軒、羅冠聰呢班潛逃咗嘅反中亂港
分子，相比之下就似乎唔使太憂慮「生活
費」喇。佢哋喺外國散播反中亂港言論期
間，都不時同其他潛逃「犯友」「把酒言
歡」，放埋聚會圖上網，個個笑容滿面。
「阿中小哥哥嚒嚒噠」就寸道：「仲國際

遊（游）說？人唔笑狗都吠啦！」
針對佢哋咁精彩嘅「國際遊（ 游）說生
活」
，唔少
「連登仔」
好似早就預測到咁。
「飛鴿全輸」就話：「梁頌恆讀嘅係 e
commerce
（工商管理）
，同政治學根本沾不
上邊。佢連最基本嘅社會學都唔了解，點學
人從政？」

譏羅冠聰
「做返老本行啫」
「賈雨村」就話「羅冠聰出身都 lu 咋」，
「羅冠聰唔係讀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
咩？」
暗指佢都根本唔識政治。
「絲家重地」就道破天機：「佢地
（哋）不
嬲都係呃呃騙騙架
（㗎）
啦，做返老本行之
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全球 癌症患者因疫情延遲手術

近半移英港人無工開 網民：專業人士揸鍋鏟

●羅致光表示，特區政府已開始研究如何鼓勵巿民把強積金轉為年金，目標於今屆政府任期
完結前，向新一屆政府提供方向性文件跟進。圖為市民在深水埗一帶逛街。
資料圖片

1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中文大學醫學院聯同全球專家整合
兩萬名患常見癌症的病人數據發
現，15%癌症病人因新冠疫情引起
的各種情況，而未能如期接受手
術，即平均每 7 名癌症患者中有一
人因疫情而耽誤手術治療。這些病
人平均已被確診 5.4 個月，其中以全
面「封城」的國家地區最受災，當
地近四分之一的癌症病人由確診至
接受手術需等超過 12 周。相比之
下，香港較幸運，疫下的癌症患者仍
是優先處理組別，惟部分患者及家屬
因擔心染疫而避免進出醫院延誤診
斷，專家指出，香港醫院有完善的防
疫措施，呼籲病人切勿延醫。
該研究於《刺針腫瘤學》期刊發
表，兩萬多名接受研究的癌症病人
來自全球 61 個國家及地區 466 間醫
院，他們分別患有 15 種最常見實體
腫瘤的癌症。
該研究分析不同程度的防疫社交
限制，對癌症病人接受外科手術的
影響，結果發現「封城」的影響重
大。整體而言，全球有 15%癌症病
人因疫情引起的各種原因，無法如
期接受手術。
全面「封城」的國家地區，有約
23.8%病人由確診至接受手術需等
候超過 12 周，若與其他採取一般

「封城」或較寬鬆防疫限制的國家
或地區相比，全面「封城」病人的
耽誤時間增加超過一倍。
專家組織表示，面對疫情或其他
流行病等的公共衞生危機時，各地
醫療組織及機構必須建立一個穩健
的醫療系統及設備，確保非緊急手
術可以不受干擾，持續、如期進
行。

疫下港患者仍屬最優先級別
參與研究的中大醫學院團隊指
出，香港在疫情高峰期間，癌症患
者仍屬優先處理級別，但部分患者
因害怕於疫情期間進出醫院而延遲
診斷。
中大醫學院外科學系教授吳兆文
指，外科手術是大部分癌症治療的
第一步，可防止腫瘤繼續生長或出
現轉移，例如大腸癌早期可單用手
術將癌細胞切除，愈早進行愈理
想，延誤可能會對患者造成長遠負
面影響。
中大醫學院外科學系助理教授二
葉香織指出，為了減低播疫風險，
現時進行手術需要遵從更嚴格的防
疫規則及手術室配置，每天進行的
手術數目有限制，平衡緊急手術及
非緊急手術的容量，是疫情以來最
大的醫療挑戰之一。

Disney+影音平台下月港推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俊威）透過影音串流平
台欣賞電影或劇集在全球
愈來愈普及，香港也不例
外，迪士尼影音串流平台
「Disney+」將於下月 16
日登陸香港，每月繳費73
元即可欣賞超過 1,200 齣
電影及 1.6 萬集劇集。華
特迪士尼公司昨日表示，
將於 2023 年前啟動至少 ●迪士尼影音串流平台「Disney+」將於下月 16 日登陸香
50部亞太區原創作品。
港。
華特迪士尼公司昨日舉
行線上發布會，向逾千名
亞太區傳媒及商業夥伴公
布超過 20 部全新亞太區
本地電影或劇集的內容，
其中 18 部為原創作品，
敬啟者，茲訂於二零二一年十月
用戶明年起可陸續於平台
收看。
三十日（星期六）下午四時正在本會
該公司亞太區總裁姜熡
會所（香港北角英皇道 395 號僑冠大
可承諾，會將公司的全球
廈 A 座 6 字樓 A4-7），召開香港福建
資源與亞太區最優秀的內
容創作者結合，共同開發
同鄉會會員大會。為此，特函奉達，
和製作原創作品。而隨着
敬請各位準時出席。
影音串流成為主流，相信
大會內容：
現在是深化與亞太區一流
1. 會務工作報告；
內容創作者合作的最佳時
機。
2. 財務報告；
同時，他宣布將啟動亞
3. 聘請下年度核數師；
太區「迪士尼創意體驗之
4. 通過第二十六屆架構名單。
旅」企劃，讓亞太區頂尖
此致
創作者，可透過大師班、
座談會及到迪士尼旗下各
全體會員
品牌及電影工作室的片
香港福建同鄉會
廠，與世界級的電影製片
謹 啟
人和創作者交流，從而激
發創意，製作更出色的作
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品。

關於召開會員大會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