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昨日年廿
八，家家戶戶忙於「洗邋遢」迎新歲，但蝸
居於大角咀工廈「 房」的63名住戶，卻面
臨無家可歸的窘境。屋宇署發出的封閉令將
於3月初生效，「 房」居民憂慮私樓租金
高企，難覓能負擔的新居。他們批評當局急
於整治「 房」問題，卻沒有提供安置配
套，促請當局押後執法，讓居民有足夠時間
另覓居所。

無力付貴租 盼延緩半年
大角咀一幢工廈5樓至7樓，早前被屋宇署

發出封閉令，63戶住戶需於3月7日前遷離。
年屆60歲的吳偉森，目前以每月1,250元租住
5樓一個約60呎的單位。他曾任職清潔工人

逾10年，因患上肺炎，體力不勝負荷而失去
工作能力，目前依靠不足4,000元綜援金過
活。
他表示，綜援金根本不足以應付昂貴租

金，「我只想有瓦遮頭，社工已幫我申請公
屋」，促請當局延遲半年執法封閉令，讓他
安樂過新年，毋須擔心「 街」。

屋署：會跨部門供協助
57歲的居民李姑娘表示，封閉令發出後，

已四處覓新居，「市面最平也叫價2,500元，
兩個月上期、一個月按金，根本沒有這麼多
錢。即使關愛基金資助2,100元搬遷費，也抵
銷不了。」她希望獲安置中轉屋，等待「上
樓」。

屋宇署昨日回應查詢時表示，為保障公眾
安全，有需要對工廈「 房」違規情況嚴厲
執法，但不會令市民因執法而無家可歸，會
聯同相關部門提供協助。發言人強調，居民
不會因而獲得提早編配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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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學友社早前舉辦
數學科及通識科中學文憑模擬考試，約4,000個考生參
與，大會昨日公布考試結果。參照以往公開考試水
平，數學科合格率高達8成半，一半學生考得高分。通
識科若以總分50%為合格標準，則模擬試合格率約5
成。學友社指，數字反映考生基本掌握應試技巧。不
過，通識科考生普遍出現5大弱點，包括答題時欠缺論
證、說明等，考生宜多加注意。

數學文字題 表現較遜色
數學科成績統計顯示，8成半考生合格，更有5成人

考獲優異成績。學友社支援中學文憑試籌委會召集人
鄧 堯指，考生整體表現不錯，但在文字理解題目上

表現較弱，其中一題與統計相關的文字題，只有8%考
生答對，跌破以往會考最少9%人答對的紀錄。
通識科方面，考生合格率約5成。學友社輔導中心總

幹事列豪章補充指，同樣成績換在公開考試中，合格
率估計達7成。列豪章指，考生分析圖表為主的「考核
資料題」（即卷一）表現較佳，反映考生運用資料答題
能力不俗。

答題欠論證 審題不小心
不過，他指出考生5大弱點：一、答題時欠缺論證及

說明，不少考生引用資料後，直接跳到結論；二、未
能準確審題及扣題，例如在「代入特首角色回應80後
訴求」一題，很多學生只回答「搞諮詢、聽意見」等

陳腔濫調，不懂得展示特首權力；三、欠缺多角度思
考，未能正反兼論。很多考生看到「影響」一詞，
就只答負面論點，而沒有寫正面影響；四、概念運
用不足，未能運用專用名詞表達意見；五、對「現
代中國」單元認識不深，論述流於表面，甚至不切實
際。
列豪章建議考生多留意中國國情、小心審題及多加

論證，並透過操練高考通識卷加深對試題用語熟悉程
度。此外，是次模擬試反映考生應試經驗不足。除了
有學生遲到、漏帶或遺下身份證明文件、額外答題
外，也有考生漏貼考生標籤、漏寫題號等。鄧 堯提
醒考生，要提早到試場，並了解應試程序，避免不必
要的錯漏。

■學友社昨日公布數學科及通識科中學文憑模擬考試

結果，反映考生已逐漸掌握應試技巧，表現不俗。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學友社模擬文憑試 揭通識科考生5弱點

4成人年貨預算減
逾半盼財案紓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通脹高企、百物騰貴，

加上香港經濟未明朗，進一步打擊港人消費信心。民建

聯調查發現，近40%受訪者購買過年用品預算，包括添置

新衣服及禮品等方面的消費，較去年減少。近40%受訪者

預期，今年香港整體經濟狀況變差。逾半受訪者希望財

政預算案繼續推出惠民紓困措施。民建聯認為，政府應

善用財政盈餘推出措施，減輕市民生活負擔，以及促進

經濟穩健發展，加強市民對香港未來的信心。

新 春在即，加上財政預算案即將公布，民建聯
本月9日至15日期間，以電話訪問723名市

民，以了解市民新春消費意慾及對財政預算案的期
望。調查顯示，38%受訪者花在購買過年用品預算
較去年減少；只有9.3%受訪者表示，該等開支較去
年增加。對於今年香港整體經濟狀況方面，認為會
變差的受訪者，佔38.7%；僅8%受訪者認為經濟會
好轉。財政預算案即將「出爐」，52.6%受訪者認
為，如果庫房收入較預期理想，政府應該推出惠民
措施。在各項惠民措施中，受訪者最支持電費補

貼、寬免差餉及提高薪俸稅免稅額。

對「派錢」採開放態度
民建聯分析，調查結果反映公眾消費信心有待增

強，市民對香港經濟前景傾向悲觀，建議財政預算
案向每住宅用戶戶口提供3,600元電費補貼、設立每
戶8,000元住宅差餉寬免額，以及增加薪俸稅個人基
本免稅額等紓減民困措施；並考慮退稅、增設「居
所租金扣稅額」、退還地租等措施扶助中產。民建
聯不會主動建議當局「派錢」，但若政府認為財政

條件合適，而「派錢」又符合社會利益，民建聯也
不會反對。

倡設政府投資公司
長遠經濟發展方面，民建聯建議政府考慮設立

「香港特區政府投資公司」，合理運用財政儲備進行
投資，參與或投資有利經濟民生、符合本港長遠發
展的項目。另外，政府亦可以尋找與內地在基礎設
施、戰略產業及社會事業等方面的合作投資機會，
進一步推動香港經濟發展。

民建聯調查：憂經濟轉差 齊撐補貼電費免差餉減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

政府決定更新沿用25年的空氣質素
指標，並致力推行22項減排措施，
但卻引起各界關注，擔心日後要負
擔高昂電費和車費。環境局局長邱

騰華表示，公共事業日後加價幅度可能
較預期低，亦不會一次過加價。當局曾
評估減排或令電費加價20%，但電力公
司安裝脫硫裝置後，截至去年，成本並
不如想像中高。他強調，政府會做好把
關工作，減排開支會逐年分攤，不會容

許公共事業胡亂加費，但公眾亦要明
白，改善空氣質素需要共同承擔。
邱騰華相信未來電費加幅未必達

20%。至於原先估計可能要加價15%的
公共巴士，政府去年已提供資助安裝排
減裝置，協助舊式巴士達致空氣排放標
準，有助降低巴士公司營運成本，「暫
時減排由政府協助，未見票價有調
整」。他認為，空氣質素標準收緊後，
會否令公共事業加價至原先評估水平，
難以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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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排加電費車費 邱騰華料遜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香港城市大學2010/11年度年報近
日出爐。過去兩年經濟向好，該校
去年轉虧為盈，營運盈餘高達3.95
億元。今年該校乘勢而上，錄得

5.87億元盈餘，較去年大幅上升近5成。
校方表示，營運盈餘上升，主要因為全
球投資市場2010年穩步復甦，令投資收
入大增。

盈餘5.87億 投資增1.75億
城大財務報告表示，校方採取審慎理

財、員工合理化增長、進一步改善營運
效率等措施，2010/11年度財務收支令
人滿意。過去一年，城大錄得5.87億元
盈餘，較去年大幅上升近5成。有關增
加主要因為投資收入增加1.75億元，以

及捐款等大幅增長145%至9,100萬元。
城大司庫周永成指，來年將繼續檢討投
資策略，並分散投資，盡量爭取更高投
資回報。另一方面，該校淨資產由
2009/10年度42億元增加至近48億元，
增幅達14%；收入亦由37.93億元增至
41.25億元，增幅約近1成。城大解釋
指，這主要因為政府撥款增加7,800萬元
至16.7億元所致。

擴建需24億 多去年2倍
雖然盈餘大增，但為了迎接334課程

及解決校內空間不足問題，城大現正興
建學術樓（三）及學生宿舍第四期，預
計來年工程項目總資本支出高達24.83億
元，較上年度7.55億元工程項目開支高
逾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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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市場復甦 城大盈餘增5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

去年有23人在建造業工業意外中死
亡，較前年9人急升1.5倍。工業傷
亡權益會批評，香港未有一套教育
工人安全意識的政策，建議當局檢

討職安法例及加強教育，改善工業傷亡
意外。勞工處回應指，已加強巡查地
盤。處方3月將會與業界舉行集思會，

加強業內安全意識。
勞工處副處長梁振榮認為，承建商、僱

主及僱員均有責任加強職業安全。處方去
年初開始，已特別加強巡查力度，對違規
工程發出的法定停工令及改善令，數量較
2010年倍增。但梁振榮認為，不能以過去
一年工程動工量增加及失業率下降，作
為工業傷亡人數增加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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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意外死亡增 勞處3月集思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因
應深圳早前確診一宗人類感染禽流感
致死病例，香港一度禁止死者住所附
近13公里家禽產品供港。因此，一家
冰鮮家禽加工廠即時受影響。限期今

日屆滿，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宣布，今日起

恢復進口該區的家禽產品。
中心發言人表示，今日起恢復從深圳

寶安沙井進口家禽產品。該宗死亡個案
發生後，當局至今未再收到家禽或人類
感染禽流感通報。中心會繼續留意有關
地區情況，保障公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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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今復准沙井家禽產品入口

工廈 房63戶盼封閉令押後

警設網絡安全中心防「黑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資訊

科技日新月異，科技罪案隨之激增。警
務處處長曾偉雄表示，科技罪案過去10
年間，由以往每年200多宗增至2,000多
宗，升幅高達9倍，導致去年經濟損失
高達1.4億元。為了維持網絡秩序，避免
重演港交所遭「黑客」入侵事件，警務
處計劃今年內成立跨部門網絡安全中
心，一旦金融及交通機構網絡系統被攻
擊，中心將於系統癱瘓前介入，及早追
截源頭。曾偉雄強調，該中心不會截取
市民通訊記錄或內容，以保障網民私
隱。

科技案增9倍 損失1.4億
曾偉雄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科

技罪案升幅高達9倍，去年造成涉及1.4
億元經濟損失。科技罪案性質，由以往
青少年網絡遊戲積分被盜，轉為網上商
業詐騙和「黑客」入侵令電腦系統癱
瘓，更有國際化趨勢，涉及不同地區的
罪犯。另外，警方過往調查科技罪案
時，往往只需對手提電腦、個人或公司
電腦取證，但隨 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
逐漸普及，有關電子產品已成為新犯案
工具，故警方將與有關生產商合作，防
止罪案發生。

曾偉雄：首務遏科技案
曾偉雄承認，面對時代變遷，打擊科

技罪案，正面臨跨地域和網絡快速發展
的挑戰。警務處把打擊科技罪案列為今
年首要行動項目。當局牽頭與政府電腦
資訊部門、生產力促進局、電腦系統供

應商等其他機構合作，今年內成立跨部
門網絡安全中心，維持網絡秩序。同
時，當局會加強與周邊地區執法部門的
溝通，收集情報以便偵查，以及提升周
邊地區執法隊伍的技術能力，及早預防
香港網絡系統遭入侵。

不截取通訊 保市民私隱
曾偉雄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必須加強網絡安全。而網絡安全中
心會監察重要網絡系統，包括金融、航
運和集體運輸系統的流動數據量。若經
中心偵查，有關系統流動數據出現異常
情況，例如「黑客」大肆攻擊，令流量
突然激增，中心會在系統癱瘓前，把攻
擊分流和進行調查，及早追截源頭。對
於社會有聲音指，監察網絡系統，或會
對網民私隱構成威脅，他強調，中心只
監察流量，並不會截取通訊內容，保障
市民私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警方大
型活動人潮管制及保安工作，特別引起
各界關注。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承認，前
線警員執行保安職務經驗不多，措施或
未符市民所望，處方將強加相關培訓。
不過，他強調，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
港期間，保安和採訪安排是依照既定風
險評估作出的相應部署，並無「反應過
度」。今年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將會舉
行多項慶祝和公眾活動，處方今年初已
委派1名警司和1名總督察，開展前期籌備
工作。
曾偉雄昨日在電台節目中表示，政要

訪港時，警方會視乎有關政要背景，就
恐怖襲擊風險進行獨立評估，以便作出
相應防衛和部署，「雖然香港受恐怖襲
擊威脅水平維持中度，但政要訪港時，
不排除把級別升至高度警戒」。

前線經驗淺 盼互諒互讓
不過，曾偉雄承認，部分前線警員在

政要訪港時，執行保安職務經驗尚淺，
措施或未符市民所望。但他指，警方會

積極培訓前線警員，加強與市民和新聞界溝通，
期望與新聞界互諒互讓，增進雙方認知。
曾偉雄表示，去年在「反預算案遊行」、「七

一遊行」等活動中，警方共拘捕397人。他解釋，
部分示威者堵塞主要交通通道，經警方多次勸喻
無效。為維持公眾秩序和安全，警方才採取拘捕
行動。他認為，示威者不應把怨氣發洩於前線警
員身上，強調警員只是執法者，並無任何立場，
必須依法辦事，呼籲示威和遊行活動參加者和籌
辦單位，平心靜氣與警方合作，把對社會造成的
影響減至最低，才能有效表達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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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調查顯示，近40%受訪者表示，購買過年用品預算較去年

減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曾偉雄表示，科技罪案升幅高達9

倍，去年損失金額達1.4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謝雅寶 攝

■吳偉森期望政府把封閉令延緩半年，讓他

毋須擔心要「 街」。

香港文匯報記者廖穎琪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