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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內容：重要新聞 中國新聞 香港新聞

延後登記多200元 18歲資格放寬至明年首季

兩種登記辦法
申領資格：在2012年3月31日或之

前年滿18歲，並持有有效香港永久

性居民身份證者。

方法一：經銀行登記及於帳戶收款

1.在銀行分行、民政事務處、社署索取

表格，或從網上下載表格；

2.填妥表格資料，包括姓名、身份證號

碼、聯絡電話、收款銀行名稱及帳戶

號碼，並簽署表格；

3.毋須親身前往銀行櫃 辦手續，可把

表格投進銀行任何分行的表格收集

箱；或郵寄郵政信箱186000號；或通

過網上理財服務遞交表格；

4.登記人經確認符合資格後，直接在指

定帳戶接收款項；未能成功登記者會

收到通知，並會有最少7天提出反對

理由。

方法二：經郵政局登記及領取支票

1.填妥表格資料（如上）並簽署表格；

2.毋須親身前往郵局櫃 辦手續，可把

表格投進任何郵局內的表格收集箱

（只限分段登記期內），或郵寄郵政信

箱186000號；

3.登記人經確認符合資格後，會獲郵寄

通知前往選定的郵局領取支票，支票

可於一年內在本港渣打銀行兌現；登

記人必須親身兌現、領取款項，並出

示身份證確認身份。

資料來源：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有社
福機構擔心，過往曾有院舍扣起長者的綜援雙
糧，當局派發的6,000元或會被「私吞」。有在
內地養老的長者則擔心申請手續麻煩，希望港
府可以讓他們委託當地機構協助申領。
香港長者有不少住在安老院舍。84歲的蕭伯

在知道自己可首先登記領取6,000元後感到十分
開心，「（有6,000元）可以慢慢用，我鍾意食
這樣或那樣都可以」。蕭伯所住的老人院總

幹事李基石表示，由於院內大部分長者都透過

銀行戶口領取綜援，故院方要協助他們登記沒
有太大困難，「可以去銀行取申請表，幫老人
家填表，然後交回給他們（的銀行）」。

港人居穗 憂花費大
安老服務協會主席李輝呼籲，院舍要自律，

「沒有親人的（長者），可以交低了銀行簿和圖
章（給安老院），由於這是他（院友）的個人
財物，若非法侵吞，是一項刑事（罪行）」。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強調，院舍不可以

私自將該6,000元變成院費，社署會就此加強巡
查，確保長者的權益不受損。
退休後一直在廣州生活的黎婆婆和中風行動

不便的丈夫，在香港已無住所，亦無銀行戶
口，希望可由在內地設有港人服務中心的團體
代辦手續：「到時我只能夠坐輪椅去搭直通
車，花2,000元去領6,000元。」
工聯會深圳諮詢中心助理主任潘志輝表示，

廣東省約有15萬至20萬退休港人，且大部分符
合申領資格，而該會並承諾會盡力協助行動不
便的長者辦手續，「我們願意協助他們遞交這
個表格，希望（港府）盡量安排不用他們走到
香港做登記」。

長者收錢恐遭院舍扣起

經 3個月研究後，特區政府昨日向立
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

交代派錢方案細節。

最快明年5月發獎賞
當局建議，合資格人士可於8月28日

開始，按出生年份分5階段到銀行或郵
局登記（見表），65歲或以上長者會獲
優先登記，款項約於啟動登記後10個星
期，即最快11月初陸續發放，而分批登
記於11月5日結束；在該段期間尚未登
記的合資格人士，仍可於2012年12月31
日或之前登記。
文件續稱，倘合資格人士選擇於明年

4月1日至12月31日登記，將可獲發額外
200元獎賞，相信有一定分流作用，而
延後登記者的款項將於明年5月初開始
陸續發放。

明年成永久居民亦受惠
當局並建議，身在內地或海外的永久

居民的登記方法跟本地居民一樣；至於
新來港人士，只要於在明年12月31日完
結前申請並取得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一
樣會受惠。而持有舊式身份證人士，則
需要在合資格日期或以前，向人事登記
處補辦換證手續，並獲發香港永久性居
民智能身份證，才符合資格。

特區政府發言人解釋，社會大多數意
見均認為，政府應設定一個較後的合資
格日期，故當局較寬鬆地以明年3月31
日作為界線，讓更多人受惠；至於以
200元作為獎賞額，是考慮到相關開支
屬於公帑，金額不宜太多，但太少則分
流作用不大。

銀行獲手續費8100萬
當局將於下月8日向立法會財委會申

請約379.8億元撥款，其中8,100萬元是
支付銀行手續費。香港浸會大學財務及
決策學系副教授麥萃才認為，以銀行戶
口轉帳可以減少郵遞誤差，比郵寄支票
效率更高。他又估計，政府於11月才開
始分階段落實派錢計劃，一方面是設計
周詳計劃需時，另方面是考慮到一下子
有大量資金投入市場，會進一步推高通
脹，反而令市民受苦。
特區政府稱，有關建議仍有待財委會

批准，在取得撥款後會展開大型宣傳工
作，告知公眾登記程序及其他計劃的相
關細節，並會為計劃設立網站，就建議
方案擬定常見問題及答案，並提供專責
熱線回答公眾查詢。同時，為確保謹慎
處理市民資料，當局會聘請獨立顧問就
計劃整個流程進行私隱影響評估及保安
風險評估。

長者先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向香港18歲或以上的

永久居民派錢6,000元的措施終於落實有期。港府公布建議，凡於明年3月

31日或以前年滿18歲，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者，即符合申請領

取6,000元的資格，估計受惠人數約610萬。由8月28日開始，當局會採取

分批登記的原則，先長後幼，讓市民透過銀行或郵局分流辦理申領手

續，相信首批申領人最快在今年11月初就可將6,000元「袋袋平安」，而

合資格者於明年4月1日至12月31日才登記，更可獲發額外200元獎賞。

派錢實施時間表
1.選擇收取6,000元的登記期（各組別為期兩星期）

1946或以前出生（65歲或以上） 今年8月28日至9月10日

1947至1956年出生（55至64歲） 今年9月11日至9月24日

1957至1966年出生（45至54歲） 今年9月25日至10月8日

1967至1981年出生（30至44歲） 今年10月9日至10月22日

1982至1993年出生（18至29歲） 今年10月23日至11月5日

未在分段登記期登記的人士 今年11月6日至明年3月31日

開始發放款項 今年11月初

2.選擇收取6,000元連200元獎賞者

登記期 明年4月1日至12月31日

開始發放款項 明年5月初

資料來源：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偉龍）「派錢」
安排終於落實，不少市民已籌劃花錢大
計。有市民決定儲起6,000元，以換取200
元的額外獎賞；有市民決定捐出部分予慈
善機構；亦有受惠放寬資格的新居民決定
買電腦給女兒。
任職秘書的葉小姐表示，一家6口都符合

「派錢」資格，所以打算用這筆錢與家人
到東南亞旅行。

大學生願捐出10%
就讀藥劑學系一年級的陳同學則表示，

目前沒有緊急需要用錢，不介意等到明年
4月1日之後才動用，以換取200元的「獎
金」，並表示會考慮與朋友一起捐出10%予
愛護動物組織。不過，有巿民表示，遲申
請可獲額外200元「獎金」的建議並不吸
引，「200元對於物價騰貴的時候，不知有
甚麼大作用，寧願早一點領取」。
居住深水 、新來港的梁女士於明年1月

已居港滿7年，符合獲派6,000元資格，她
表示：「今晚睡覺都可以很安樂。之前說

注資強積金；後來又沒有（資格），所以不開心；現時
打算用來買電腦給女兒，若有錢剩就去食大餐。」

中五生體諒始終要分界
明年4月12日才滿18歲的中五生余同學，對未符「派

錢」資格感到可惜，「不過，原本也沒有期望會有錢
收，即使（當局）推遲合資格歲數的期限，也始終要
有分界線」。他的同窗鍾同學明年1月年滿18歲，剛好
符合「派錢」要求，但她沒有感到特別興奮，「又不
等應急錢用，會儲起這筆錢」。
已移居加拿大20年的港人岑先生，就打算返港重開

銀行戶口，以便領取6,000元，「我們本來計劃今年暑
假會返港走一走，若有機會就會開戶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各主要
黨派均歡迎當局以較寬鬆的定義，界定合資格
獲發6,000元的人士。不過，他們擔心是次派錢
的具體安排過於複雜，期望港府加強宣傳，又
希望是次經驗，可以成為日後推出同類的利民
紓困措施的參考，加快落實具體安排。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認為，特區政府要待11月
才開始派發6,000元，較預期為遲，安排亦較複
雜，但他明白有關安排需要考慮並解決市民私
隱等技術問題。他並希望當局在計劃推出後應
重宣傳工作，向市民、尤其是長者講解清楚

有關領取安排的方式，以免讓壞人有機可乘。

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亦認為，由於派錢問題
非常複雜，政府需要時間去處理大量的前期工
作，故不認為安排「太遲」，並指目前最關鍵
的是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審議，並希望財委會
可於7月休會前通過撥款。

王國興冀日後利民更順暢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歡迎當局對合資格人士的

界定，較工聯會提出的建議更寬鬆。工聯會議

員王國興建議，特區政府未來再有大量盈餘
時，應繼續與市民分甘同味，並希望經過是次
「派錢」的經驗後，當局日後再推出同類措施

時，可以更快更順暢。
「經濟動力」議員林健鋒滿意是次的安排，

指市民可以有充裕資金過年，並建議當局應考
慮讓市民在周日進行登記，有助防止混亂。

民主黨議員李永達則聲稱，擔心將長者集中
在同一段時間登記，或會引發混亂場面，故建
議政府進一步分流，定下每日登記的人數。公

民黨議員陳淑莊則稱，當局用於支付銀行及香
港郵政的手續費用高達9,000萬元是「過高」，
「不知道政府宣布派錢時，是否計算在內，這
筆錢又是從哪裡來呢？而到最後又是納稅人的
錢，其實將我們的6,000元打了個折扣。」

派錢計劃財政預算
項目 開支

向合資格人士發放6,000元 292.80億元

向合資格人士發放6,200元 75.64億元

支付銀行手續費 8,140萬元

支付郵政手續費 940萬元

電腦系統添置費 1,480萬元

宣傳及運作支出 2,570萬元

應急費用 10億元

總計 379.75億元

資料來源：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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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晚12天出生未能受
惠派錢的余同學稱，雖
略感可惜，但原本也沒
有期望可獲派錢。

■明年1月滿18歲的鍾
同學可獲派錢，但她沒
有感到特別興奮，稱會
把錢儲起。

■陳同學會捐出部分款
項予慈善團體，並會在
明年4月1日後登記，以
獲得額外的200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

港府11月派錢

2011年6月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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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2391  今日出紙8 19張半 售6元

氣溫：26-30℃　濕度：75-95%
多雲有雨 幾陣雷暴

星
期
五

辛卯年五月十六 廿一夏至

昨晨淒雨中，殉職警署警長劉志

堅的親屬及逾百同袍返回干諾道

中事發現場行人天橋路祭招魂，

希望他得以安息。

詳刊A2

要
聞
家屬及逾百同袍
含悲祭殉職警長

希臘債務危機因國內政治僵局而

持續惡化，市場越來越擔心希臘

最終會失控，陷入債務違約，違

約機會增至75%。

詳刊A6

要
聞
希臘違約機會
增至75% 

近幾個月來，美國不少沽空投資

者一方面指控在美上市中國企業

造假，一方面持淡倉大賺一筆，

引起關注。

詳刊A8

要
聞

美大戶借造假消息
沽空華民企牟利

立法會昨辯論「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課程，由於議案及修正案有

既定立場及前設，最終全被議員

否決。

詳刊A12

港
聞

刁難國民教育議案
被立會否決

法改會建議成立慈善事務委員會

規管慈善組織，賦予委員會審批

籌款活動申請及監察款項運用的

權力。

詳刊A21

港
聞
法改會建議
規管慈善組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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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第11/071期) 攪珠結果

4 12 26 44 47 48 2

下次攪珠日期：6月18日

頭獎：無人中

二獎：無人中

三獎：$109,730 (52注中)

多寶：$22,660,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