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取
消
強
積
金
對
沖

消
除
對
僱
員
不
公

立法會昨天二讀通過取消強積金對
沖修例草案，今天會繼續進行三讀。
長期以來，本港勞資雙方就強積金對
沖問題爭論不休，草案若能三讀通
過，爭議將可落幕。僱員為僱主工作
多年，付出時間和青春，退休後獲得
長期服務金很合理，僱主解僱員工時
給予遣散費也是應該的。但是，強積
金對沖使僱員所得大幅減少，僱主利
用對沖機制，可無須為僱員的長期服
務金和遣散費付上一分一毫，所以措
施被勞工界批評為剝削勞工。

強積金和長期服務金都是退休保障的
措施，但強積金對沖機制，令僱員的退
休保障被嚴重削弱。無可否認，當初政
府設立對沖機制而不設日落條款，是棋
差一着。當年設強積金時，商界反對的
聲音大，因為他們要為僱員多付5%強制
性供款，不少企業認為帶來不小經營負
擔。但20多年過去，很多僱員早已退休，
或者已經轉職，新聘請的僱員不會給僱
主帶來額外負擔。假如當年政府有為強
積金對沖設日落條款，對沖問題就不會
纏擾香港多年。

取消強積金對沖，能夠令社會更公
義、更和諧，勞資之間減少矛盾，對
社會和經濟發展肯定有益。然而，今
次取消強積金對沖，並非即時生效，
而要待至2025年。換言之，強積金對
沖這個被視為不合理的做法，仍要維
持多3年。如果有僱員於這3年期間退
休，他們的退休金還是要與強積金對
沖，對他們很不公平。眾所周知，3年

過渡期給僱主過渡，但
對僱員來說一天都嫌
長。因此，在這3年期
間，政府應多想辦法幫
助那些因強積金對沖而利益受損的僱
員，讓不公平的情況提早結束。

另一個問題，就是有部分僱主可能為
逃避多給僱員長期服務金，而在這3年內
解僱一些年資深的僱員。政府應該為中
年人士失業數字上升做好準備，密切留
意就業趨勢，適時向失業人士提供支援。

強積金對沖的安排，為政府、僱主
和僱員都帶來不良的影響，當中有幾
點經驗值得政府總結，避免重犯：第
一，制訂政策的時候，一定要認清政
策目標，既然強積金的目標是為僱員
提供退休保障，就要把政策目標貫徹
到底，否則若政策偏離原定目標，日
後要糾正，成本更加高昂；第二，凡
是權宜措施，例如強積金對沖安排，
應該設立日落條款，不應該無了期延
續，現在條例草案中的「三年過渡
期」就等於設了日落期，如果當年推
出強積金制度設有日落條款，商界可
以及早準備，順利過渡，免卻如今要
在立法會進行修例，還要再等三年才
實施，導致費時失事；第三，政府出
台的政策，難免有個別環節存在漏
洞，但最重要的是排除萬難，勇於糾
正，今天政府能夠為強積金對沖作出
修正，有擔責有勇氣值得支持，希望
當局繼續秉持此精神，繼續改善施
政，良政善治指日可待。

香港回歸祖國25年，中央全面準確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從沒有
動搖。「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權
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障，香港經濟社
會發展獲得空前進步，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穩固，市民的權利和利益得到保
障、堅決擁護「一國」的事實，相信
亦會為兩岸和平統一作出了良好示
範。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5月23日答記
者問時稱，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採取任
何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
聯合公報規定的言行，不要在錯誤道
路上越走越遠。當年的「上海公報」
明確表示，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
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
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
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在1978年發
表的「中美建交公報」中，美國承認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
的唯一合法政府。外國承認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

政府，這是國際社會共
識，任何勢力企圖打
「台灣牌」、「以台制
華」，是在玩火，玩火
者必自焚。

民族團結是國運昌隆、民族振興的
保證，也是全球華人的共同心願。香
港回歸以來，一直保持開放包容的環
境，從經濟、貿易、文化等各層面，
保持與來自世界不同國家及地區的良
好互動往來，保證了香港的持續繁榮
穩定。作為中國對世界開放的窗口，
香港也向世界展示了背靠祖國的強大
發展動能。和平是發展的前提和基
礎，只有在和平的環境中，各地才能
保持正常經濟交往，順利實現發展規
劃。

衷心希望「一國兩制」偉大構想能
夠繼續行穩致遠，邁向更廣闊的前
景，以和平發展為主旋律及兩岸四地
共識，畫出最大同心圓，讓中華民族
同心同行，早日實現兩岸的和平統
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做好教師引導 人心回歸開新篇
香港迎來回歸25周年。回歸以來，「一國兩

制」實踐的歷程並不平坦，我們走過一些「冤枉

路」、「死胡同」，仍有部分香港市民、包括愛國

愛港陣營內人士，對「一國兩制」認識不深。一直

以來，香港社會各界雖然很希望香港人心回歸，但

時常以為，推動人心回歸的方式，主要靠向中央爭

取惠港措施，而中央每逢香港出現困難時，也必然

鼎力相助。但這些做法，卻未能有效讓下一代明

白，一個中國人應盡的責任，更難以建立發自內心

的愛國價值觀，促進人心回歸的工作也就事倍功

半。為了改變這情況，我們應從教育入手，先引導

老師透過考察活動認識國家發展，再由老師把感受

和想法與學生分享，幫助他們建立民族自豪感，相

信這能讓人心回歸工作做得更好。

范徐麗泰 勵進教育中心理事會主席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前立法會主席

香港回歸之後，雖然首兩屆政府非常注重教
育，為此投入不少資源，但香港的教育制度缺
乏有效的措施，讓青少年在學習中了解到作為
中國人應盡的責任，以及認識我們國家在歷史
上的榮耀及屈辱，從而培養民族認同及自豪
感，為國家、為自己而自強不息。

通識教育曾走彎路
由於教育存在巨大缺口，使香港部分受外部

勢力及「台獨」勢力支配的人，趁機在學校對
年輕人「洗腦」，他們所用的其中一個渠道，
就是透過通識科，再加上早年特區政府沒有處
理國家安全事務的機構，造成反中亂港勢力在
香港教育界橫行無忌，不少青年被荼毒，淪為
攬炒派利用的「棋子」，對國家安全、香港社
會安寧造成嚴重後果。

我在2016年已經發覺到這個情況不能再惡化
下去，於是聯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推
動教師增強認識國家、回內地參觀的工作。雖
然香港有不少機構搞了很多青少年回內地交流
的活動，但是一來每團人數太多，有的看不清
楚、聽不明白；二來活動通常走馬看花，印象
往往都是過眼雲煙，回到香港資訊極多，很快

就忘了交流所得。因此我想，與其做學生的工
作，不如先做好老師的工作，由老師把他們回
內地的感受和想法傳輸給學生，效果會更好。

教師內地交流驚嘆國家成就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組織到內蒙古的煤

礦參觀。在香港人心目中，煤礦是非常骯髒
的，礦工們人人灰頭土臉，而且煤礦經常發生
爆炸，礦工隨時遭遇不測。但是，我們參觀的
煤礦是現代化管理，操作全部自動化，挖煤、
運煤都是機械化，每一班的工作人員只有4到5
人，每個工作人員都具有碩士以上的學歷，因
為在機器出現故障時，要立即動手維修，沒有
相應學歷和專業資格，不能勝任工作。所有參
觀煤礦的香港老師都深入礦井，他們穿上整套
保護衣服和裝備，在礦裏拍照。經過實地參
觀，香港的老師了解到，原來現代化的煤礦不
僅不骯髒，而且非常安全。更讓他們意想不到
的是，他們以為，在地下挖煤，煤挖完之後，
地面的道路就會塌。事實並非如此。如今煤礦
企業挖完了煤之後，會分層分階段把泥土分
批、有層次地填回去，最後在上面種草，重建
草原。這就是現代中國煤礦運作的真實情況，

這些在香港的傳媒報道是看不到的，因為沒有
新聞價值。經過參觀，老師們了解到，內地煤
礦工人不再是灰頭土臉的刻板形象，他們更對
國家的發展進步感到意外興奮，甚至嘆為觀
止。

經過這幾年組織教師到內地參觀的工作，我
對推動人心回歸，特別是讓青少年了解我們國
家的制度和「一國兩制」的工作深有體會。

我們必須讓香港青少年、香港市民對國家有
全面正確真實的了解。就像我們組織香港老師
回內地參觀，我們不會事先特別向他們強調內
地有什麼好、有什麼不好，而是陪伴他們一起
參觀，參觀之後，老師們自己有結論，覺得好
還是不好，有什麼地方可以改善，有什麼地方
值得香港學習；另外，我們還會幫助老師們了
解國家憲法，解釋憲法的重要性，讓老師認識
到沒有憲法就沒有基本法，沒有基本法，就難
以落實「一國兩制」、體現「一國兩制」的制
度優勢；在此基礎上，再向老師們講清楚什麼
是「高度自治」，講清楚「高度自治」並非完
全自治，而是基本法賦予香港廣泛的權利；最
後，就可水到渠成講清楚「愛國者治港」。愛
國是全世界各國的慣例和標準，不愛國，不能

當美國國會議員；不宣誓效忠英女王，也進不
了英國議會。

老師充分認識這些道理，由他們傳授給學
生，把他們參觀內地的相片、短片和學生分
享，讓學生了解真實的國家，認識到作為中國
公民維護國家安全、國土統一、推動國家發展
的責任，才能明白「愛國者治港」的重要性，
才能更積極地擁抱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創業的機
遇，不再受網上一些片面失實的資訊影響。

教育重回正軌開新篇
促進人心回歸工作任重道遠、挑戰巨大。曾

幾何時，香港有校園、課堂被少數「黃絲」教
師佔據，天天向學生洗腦，把學生教到像狂熱
分子一樣，讓人非常擔憂痛心。

值得欣慰的是，中央果斷出手，香港迎來由
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重大轉變，教育亦重回正
軌。如今通識科亦改革為公民科，我希望持續
鞏固、增強老師對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
法、完善選舉制度，以及「一國兩制」的觀念
和認識，由老師在學校進一步普及相關知識，
相信香港的人心回歸工作定能成功，翻開香港
發展的新篇章。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系列活動正在香港和內地
多個城市陸續展開。香港既受益於內地的快速發展，也
為國家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建立和鞏固了香港國際金
融、商貿、物流、航運等中心地位，轉型和融入內地發
展特別是積極融入大灣區發展，在國家國內國際雙循環
戰略中發揮了特有的作用。回首過去的25年，「一國
兩制」在香港取得了長足發展，確保了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展望未來，香港應與國家攜手向前、前程錦繡。

祖國永遠是香港堅實的靠山
香港1997年回歸祖國不久，就遭遇了亞洲金融危

機，香港在中央政府的強大支持下安然度過。2004年1
月1日，《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CEPA）開始實施。中央惠港政策，恰到好處地出
現在香港經濟陷入低谷的時刻，涵蓋了貨物貿易、服務
貿易和貿易便利化，加速了兩地間資本、貨物、人員等
要素的便利化流動。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家進
一步鼓勵內地企業來港上市，把香港打造成全球離岸人
民幣業務樞紐，2014和2016年滬港通、深港通相繼開
通運行，香港金融業發展突飛猛進，進一步鞏固了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央
政府迅速成立了內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專班，緊急調撥
抗疫物資和派遣援港抗疫醫療隊，與香港人民一道同心
抗疫。

香港為國家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香港在國家發展的不同階段發揮着不同的作用，扮演

着不同的角色。正如習近平主席2018年
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
周年訪問團時所講，「40年改革開放，港
澳同胞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是受益者也
是貢獻者。」我們相信在未來，香港仍將
發揮自身優勢，為國家發展作出新貢獻。

一直以來，香港都是發揮自身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從沒有缺位於國家發展的全過程，是國家發展各個階段
的參與者和貢獻者。新時代新形勢，國家又賦予了香港
新使命新任務。「十四五」規劃明確要求加強內地與香
港各個領域的交流合作，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新形勢下，香港更應當配合國家
發展策略，維護國家經濟和金融安全，深化粵港澳合
作，發揮互補優勢，進一步提升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
中的支撐引領作用，讓香港與國家同發展、共繁榮。

面對波譎雲詭的國際形勢，世界兩大經濟體競爭進一
步加劇，中美關係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香港與內地
更需攜手攻堅克難，再創輝煌。正如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主題曲《前》中所唱的那樣，「在這機遇面前，
希望面前，好好的鍛煉，歲月留身邊，開展不忘信念，
建立每一天，尋夢者的長路盡全力領先……」有國家為
堅強的後盾，有「一帶一路」倡議以及「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為指引，香港必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5年了，我們站到了新起點，發
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與祖國一起踏上新征程，
香港未來必然更美好。

背靠祖國是香港穩定繁榮的基石
高敬德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2019年，修例風波瞬間演變成社會
動亂，反中亂港分子和立場偏頗的教
師，在校園煽動鼓吹「違法達義」、
「港獨」、暴力等不恰當極端思想，荼
毒莘莘學子，利用年輕人的熱血，把學

生推上黑暴的前線，破壞香港的公共安全。有些學生更
被警方拘捕檢控，身陷囹圄，亦因此斷送了美好前途，
情況不禁令人唏噓！

政治歪風入侵校園，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主
要原因，就是本地教育系統過去不重視憲法及基本法教
育，不少老師及學生對憲法及基本法所知不多，不知道
憲法適用於香港，也不知道基本法屬全國性法律。

事實上，根據國家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家在必
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
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基本法
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國家憲法制定，即屬於國家
的基本法律，說明了基本法的法律依據。

基本法第一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所以提倡「港獨」就是違反基
本法。基本法第二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
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
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正好說明
「兩制」源於「一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權力來

源於中央授權，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十
分明確。

要達至香港實現長治久安，必須從小
學開始，加強憲法及基本法的相關教
育。學校可透過課堂或課外活動，以深
入淺出及生活化的方式，讓同學認識憲
法及基本法的意義和重要性，藉此增強學生的國家意
識，建立國民身份認同，貢獻社會和國家，不會容易受
極端思想所煽惑及荼毒。

筆者在香港城市大學修讀法律博士的時候，雖然是以
普通法為主體，但是香港獨特的法制，包括憲法和基本
法也是必須涉獵的內容，其中更有由梁美芬教授授課的
相關課程，可說獲益不淺。

教師是學生的楷模，必須對於國家憲法、基本法、
「一國兩制」、國家安全等概念有正確的理解，認識國
家最新發展，才能啟迪學生，幫助學生們正確認識香港
的憲制地位，培養他們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正面
態度。

公營學校由下學年開始，常額老師申請人必須通過基
本法測試，才可獲聘任機會，這可說是亡羊補牢的方
案。不過，有關測試參考題目被指內容着重背誦，完全
無觸及對「一國兩制」的理解，當局應優化相關試題，
並將考試逐步延伸至各類教師。

學校憲法基本法教育必須強化
李梓敬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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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文頴怡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執行會長 選舉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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