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居民11月獲派錢 入息上限放寬
透過關愛基金發放 料逾23萬人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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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曾蔭權昨日強調，政府提出遞補機

制法案，原意是堵截部分議員濫用機制進行所

謂的「變相公投」，盡快回應市民強烈反應。律

政司司長黃仁龍也釐清遞補機制的法理基礎及

必要性，有助釋除社會各界的疑慮。事實上，

當局並非憑空提出遞補機制，而是去年五名議

員濫用補選機制引起民意反彈，政府有責任尊

重民意堵塞漏洞。當局提出建議後，又再次吸

納民意優化方案，令新方案更加合理，法理基

礎更加穩固。由於遞補機制早已在社會及議會

上討論多時，民意要求杜絕濫用補選的呼聲強

烈，實不必再重複諮詢，以免延誤法案推行。

當局提出遞補機制並非無的放矢，而是針對

去年五名議員濫用補選機制而發動的「五區公

投」而來。去年儘管主流民意強烈反對，但五

名議員仍「霸王硬上弓」，浪費1.2億元公帑，暴

露補選機制存在被濫用的漏洞。從極低的投票

率以及多個民調均顯示，民意對於議員濫用補

選極為不滿，並要求堵塞漏洞。當局提出的建

議回應了市民的訴求，通過遞補機制杜絕濫用

補選行為，大原則完全正確。

就遞補制的法理依據，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昨

日作出了全面的釐清。當局因應實際情況改為遞

補制在法理上沒有可議之處，也符合《基本法》

的要求，法理基礎穩固。而且，不論是同名單遞

補或是最大餘額替補，所根據的都是立法會選舉

的結果，能夠充分反映選民意願之餘，也令比例

代表制的精神得到更好貫徹。正如黃仁龍指出，

議員在中途離職某程度也是剝奪了選民的選舉

權。遞補機制可杜絕所謂「變相公投」再出現，

避免浪費大量公帑，也避免了立法會在補選期間

缺少議員議政的情況，是合法合理的安排。

有意見認為當局應先撤回方案，經過諮詢後

再交到立法會審議。然而，遞補制建議在去年

「五區公投」時已經有人提出，當時由於主流民

意對議員濫用補選機制極為反感，希望當局能

夠及早堵塞漏洞，立法會議員在議會上也曾提

出過類似的修訂建議，顯示各界已經有充分的

時間就方案進行討論。而當局在提出修訂草案

後，廣泛聽取了社會各界及不同團體的意見，

並在吸取外界意見後提出現時的「優化」方

案，回應了社會的不同聲音，實在沒有必要花

時間精力再進行一次諮詢。同時，當局有必要

在區議會選舉提名期前公布新的出缺替補規

則，以便參選人有所適從，所以草案應如期提

交立法會表決。 (相關新聞刊A2版)

2011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今日放榜。今年考

獲入讀大學資格的考生增至近1.9萬人，為歷來

最多，但大學資助學位仍維持在14000個，意

味 約有5000名考生達到升學要求卻無法實現

入讀大學的夢想。本港大學學位不足，嚴重阻

礙人才培養，不利提升本港競爭力。明年開始

實施三三四學制，應考的中學生將增加一倍

多，學生入讀大學需求的矛盾更趨突出。當局

須加快大學普及化，尤其要降低辦學門檻，為

興辦更多的私立大學創造條件，給本港學生提

供更多升學渠道，真正將教育產業打造成為本

港的優勢產業。

教育產業是本港近年提出未來將重點發展的

六大優勢產業之一，政府更雄心勃勃要把香港

發展成為區域的教育樞紐，但本港連本地學生

升讀大學的問題都遠未解決，教育優勢產業和

區域教育樞紐從何談起？本港大學學位不足的

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升學率遠遠落後於台

灣、新加坡、日本等鄰近國家和地區，也比不

上內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香港高等教育仍

停留在精英教育思維，未能培養大量高級人才

以適應知識型經濟社會的需要，競爭力不斷削

弱在所難免。

明年起本港推行全新的三三四學制，新學制

也將帶動考試制度的改革，現時的中學會考及

高考制度合二為一，學生讀完高中後便要考一

個「一次定生死」的大學入學考試。由於沒有

了預科階段對高中生的淘汰，預計屆時每年將

有近8萬名高中生參加大學試，比目前參加考

試的人數增加一倍多。但是，至今似乎仍未看

到本港各大專院校的學位等配套有相應調整，

到時被淘汰的學生人數更加巨大，有能力負擔

子女出國留學的家庭只是少數，每年新增大量

中學畢業生，升學、就業前路徬徨，如何妥善

安排這些學生的出路將是對政府的一大考驗。

特首曾蔭權去年公佈的《施政報告》，提出

將每年公帑資助的大學學額，由現時的14620

個，於2012年度增至15000個。但單靠現有大

學增加學額是杯水車薪，根本不足以應付社會

對大學學位的需求。因此，本港應順應當今世

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潮流，加快私立大學發展

的步伐，可適當降低私立大學的辦學門檻，並

給予土地、稅務等政策的優惠，吸引各界人士

參與投資辦學，為本港迅速提供更多的大學學

位，增加學生升讀大學的機會。

(相關新聞刊A16版)

遞補機制法理民意基礎穩固 港生升讀大學難值得重視

民建聯促助長者鑲假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關愛基金決定
向合資格新來港人士派發6,000元，並按申請人今
年首季的月入，設定入息上限。但由於香港5月
實施最低工資，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羅致光
承認，申請人首季的月入或未能反映目前的經濟
狀況，基金在設定入息條件時已考慮有關因素，
但委員不希望拖延計劃，故接納以首季入息為基
準的建議。

受惠者等得好心急
羅致光指出，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時須提交數

據，但8月底當局才會公布第2季入息中位數資
料，如採用第2季數據，會令整個「派錢」計劃
拖延2個月，相信並非受惠人士所願：「有些人
等得好心急。」

他又指出，基金已將入息上限由最初的中位數
75%上調至與中位數看齊，正是考慮到未能採用
最新數據的問題。「我們不是要去估最低工資
(對家庭入息中位數)帶來的影響，亦不知影響有
多大，只是不想將計劃拖延。」羅致光又相信，
最低工資的實施，只會對1人家庭的入息中位數
有明顯影響，2人或以上家庭的影響輕微，且絕
大部分新來港人士均以家庭團聚作為居港目標，
只有少數人屬於1人家庭。

首季月入作派錢基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紓解市民的通
脹壓力，社會福利署根據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的
紓困措施，將於下月5日向綜援受助人及公共福
利金計劃下的傷殘津貼和高齡津貼受惠人，發放
一筆過的額外1個月援助金或津貼，涉及總金額
19.41億元。

發言人表示，有關款項將以現行發放綜援或公
共福利金的方式（即一般以自動轉帳方式存入指
定的銀行戶口）支付予受助人，領款人毋須另行
申請該筆額外援助金或津貼。領款人如有查詢，
可致電社署熱線電話2343 2255，或與其所屬社會
保障辦事處聯絡。

綜援受助人下月有「雙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
勤聯同多位區議員到政府總
部請願，並向政務司司長唐
英年遞交請願信，促請「關
愛基金」針對長者的牙齒問
題，設立鑲假牙補助津貼，
以減輕弱勢長者的經濟負
擔。

全額資助上限7000元
民建聯在呈唐英年的請願

信中指出，目前不少長者都
缺乏牙齒保健，以致經常出
現牙齒脫落問題，而裝假牙
所費不菲，如安裝一副普通
假牙最便宜也要7,000、8,000
元，對貧困長者來說是一大負擔。他們認
為，特區政府成立的「關愛基金」應致力為
基層市民提供綜援計劃不能提供的多方面支
援，因此該基金應針對長者的牙齒問題設立
假牙補助津貼，以減輕弱勢長者的經濟負
擔。

民建聯建議，「關愛基金」應為55歲或以

上市民提供牙科保健計劃，及早防治口腔問
題；半額資助65歲至70歲長者鑲牙，及全額資
助70歲或以上長者鑲牙，上限為7,000元。

另外，他們要求當局加強市民，尤其是長
者的牙科護理服務，故建議政府在全港18區
設立牙科診所，及設立長者牙科保健計劃
等，改善現時長者經常出現的口腔問題。

逾2萬「漏網之民」
盼政策助人自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佩琪）在今次的「派錢」安排下，據估
計，仍有逾2萬新來港成年人不符申請資格。從事文職的宋小姐，
明年5月才在港居住滿7年，加上今年首季月薪7,500元，剛超出1
人家庭的「派錢」入息上限。對於未能受惠於計劃，她坦言感到
失望，並認為「派錢」只屬一次性，港府應制定長遠解決貧窮的
措施。

來自內地的宋小姐，6年前隨港人丈夫來港生活，但其後離婚，
現時是單身，與朋友合資租住私樓單位，每人每月支付3,000元。
宋小姐現時在葵涌一家公司任職會計文員，月薪7,500元，僅僅較
申請入息上限高200元。明年5月，宋小姐才在港住滿7年，正式
成為永久居民。

入息略超上限感失望
因薪金超出入息上限，加上來港未滿7年，宋小姐始終未符合港

府「派錢」安排的申請資格，與6,000元「擦身而過」。宋小姐坦
言感到失望，她指現時通脹高企，日常生活開支大增，「租金、
膳食開支很大」，如獲得6,000元，可略為減輕生活的重擔。

宋小姐認為，是次「派錢」措施可能「養懶」部分新來港人
士，「有些人一來港就有錢收。」她又認為，「派錢」只屬一次
性措施，長貧難顧，助人自助才是上策，港府不應單靠「派錢」，
應該制定解決貧窮問題的長遠政策，例如增加興建公屋，紓緩基
層人士的住屋需求。

■陳克勤等請願，要求「關愛基金」為弱勢長者設立鑲假牙
補助津貼等。譚耀宗亦到場支持。

■部分新來港人士每月入息偏低，因租金昂貴要住板間房，希望獲派錢應急。
資料圖片

■唐英年(左)指出，向低收入新來
港人士發放6,000元津貼，符合基金
協助有需要人士的宗旨。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羅致光(右)指出，基金決定將1人家庭
的入息上限調高至7,300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新來港人士
獲「派錢」月入上限

家庭成員數目 家庭入息上限

1人 7,300元*

2人 14,600元

3人 20,000元

4人 24,500元

5人 33,600元

6人或以上 37,300元

* 註：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原本建議1人家庭的入
息上限為6,500元，基金督導委員會經修訂後建
議為7,300元。

資料來源：關愛基金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關愛基金派錢程序
1. 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將「派錢」建議提交立

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討論。

2. 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

3. 撥款申請獲批後，基金將於9月開始宣傳，
10月3日正式接受申請。

4. 經審批後，合資格新來港人士最快可於11月
透過銀行帳戶或支票收到6,000元。

資料來源：關愛基金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關愛基金建議，任何在明年3月底前年
滿18歲且來港不足7年的人士，倘家庭月
入未超過入息上限，均符合申請資格，
每人獲發6,000元；現有綜援、學生資助
辦事處轄下學生資助計劃、公立醫院及
診所費用減免機制(非一次性)受助人士自
動符合申請資格。

屬一次過性質條件較鬆
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主席唐英年指

出，向低收入新來港人士發放6,000元津
貼，符合基金協助有需要人士的宗旨：

「在構思計劃細節時，我們已充分顧及立
法會議員及社會各界的意見，並考慮到
其『一次過』性質，採用較寬鬆的批核
條件，簡化批核程序，減少行政費用。」

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羅致光指
出，基金決定將1人家庭的入息上限調
高，是基於1人家庭原建議6,500元的門檻
過高，他說：「1人家庭的數據比較特
別，因為多達40%單人家庭並無收入，
以致拉低統計處統計的入息中位數，2人
家庭入息上限(14,600元)除以2，已經是
7,300元，故決定將1人家庭的入息上限調
高至這水平。」

優才入境者不符合資格
羅致光強調，關愛基金成立的目標是

協助經濟上有需要的新來港人士加快融
入社會，故有必要設入息條件，相信只

有約10%新來港人士未能受惠，包括透
過「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來港人士：

「相信他們的經濟條件比較優厚，較易融
入社會，就算他們甫來港未有工作，亦
不符合申請資格。」

羅致光指出，今次「派錢」屬一次性
資助計劃，相信將1人家庭入息上限放寬
至高於中位數，不會作為交通津貼等港
府其他常設資助政策的「先例」，亦不擔
心因而引起司法覆核。他希望，本屆立
法會休會前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
預計9月開始宣傳，10月正式接受申請，
最快可望11月完成首輪審批並向合資格
人士發放6,000元。

採取「先申請 先處理」
合資格人士可於10月3日至明年6月30

日期間，向關愛基金秘書處提交申請
表，如申請人所屬的家庭現時並未受惠
於指定的資助計劃，需就其家庭符合相
關入息限額作出書面聲明，詳情將於9月
公布。羅致光表示，秘書處會增聘人手
抽查申請個案，估計行政費用不多於派
發金額的2%，但較永久居民的「派錢」
方案為高。

秘書處會以自動轉帳方式透過銀行帳
戶把津貼發放予合資格的申請人，申請
人也可選擇親自領取抬頭支票。關愛基
金會採取「先申請、先處理」作為「派
錢」的先後次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昨日正式通過

向合資格新來港人士派發6,000元的建議，並決定放寬1人家庭入息上

限的申請資格，由原建議的月入6,500元上調至7,300元，其餘家庭的

入息上限則維持原有建議(見表)，料90%於明年3月底年滿18歲的新來

港人士，即逾23萬人受惠，涉款近15億元。有關建議稍後提交立法會

審議後，再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預計10月3日開始

接受申請，最快今年11月開始「派錢」，先申請先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