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下周四是「三
八婦女節」，工聯會調查顯示，近90%受訪婦女
指，通脹增加家庭經濟壓力，當中近半要減少
個人娛樂和消費應付通脹。但為了餬口，逾30%
受訪婦女每日與家人相處不足2小時。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葉偉明表示，政府應盡快推行標準工
時，讓基層家庭不必為餬口犧牲天倫之樂。

工聯會新界東民生脈搏今年2月中，以問卷訪
問421名已婚婦女，當中63%是全職家庭主婦；
30.9%是在職婦女；其餘為單親母親。本港去年
通脹持續高企，衣食住行樣樣加價。調查顯
示，86.2%受訪婦女表示，通脹增加家庭經濟壓
力；當中45.3%人指，會減少「個人娛樂和消費
金額」；只有8.7%人減少子女參與課外活動。

簡兆祺：重子女輕自己
工聯會西貢區議員簡兆祺表示，在高通脹環

境下，不少婦女日常家庭基本支出大幅增加，
寧願犧牲個人享受，也不願犧牲子女生活質
素。他說：「她們不少認同購買衣服和娛樂消
費都可以減省，但子女食物和教育開支一定不
可以減省，反映婦女多以子女為重。」

31.9%婦女無暇與家人相處
儘管如此，調查顯示，31.9%婦女每日與家人

相處少於2小時，當中約10%更少於1小時。葉偉
明表示，有家庭因父母皆需輪班工作，「連同
桌共用晚餐機會也沒有，更遑論好好聊天」。他
促請政府盡快落實推行標準工時，以及提倡家
庭友善政策，令基層家庭不必為餬口犧牲天倫
之樂。

葉偉明：欠了解易磨擦
葉偉明表示，過去接觸的婦女為幫補家計，早

上料理家務後，晚上到食肆當清潔工。他說：
「有婦女每日起床料理家務後，晚上便外出上
班。丈夫下班和子女放學回家，只見飯菜不見
人。」他稱家庭相處時間不足夠，令家庭成員了
解不足，容易造成誤解，導致家庭糾紛。

酒店入住率 港遠高內地
去年訪港旅客創新高，接近4,200萬人

次，總消費額2,500億元，酒店房價和入住
率直接受惠。根據酒店評級及研究公司
STR Global報告，去年香港酒店平均房
價，在亞太區中居首；其次為雅加達、巴
厘島、新加坡及首爾。平均房價同比增長

率方面，香
港、武漢、
廈門、瀋陽

和深圳，平均房價增長在17個城市中排名
前5；香港酒店去年入住率表現，更遠高於
內地其他城市。

搶5星酒店 內地客抬價
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指，3大因素

導致本港酒店平均房價成為亞太之冠。
「過往亞太區酒店房價一定是東京居首，但
去年『311大地震』加上核事故令旅客卻
步，房價應聲下跌，香港才有機會迎頭趕
上。」其次是近年不少內地旅客由3星級酒

店「升格」至5星，高檔房間價格被搶高，
導致平均房價被拉高。

訪港客增5.5％ 旺季房難求
不過最重要原因是─求過於供，特別在

旅 遊 旺 季 ， 個 別 酒 店 房 價 可 以 飆 高
20%，「去年訪港旅客4,200萬人次，今
年估計有5.5%增長，但短期內沒有新酒
店落成，旺季一房難求。」胡兆英稱，去
年本港酒店平均房價上調12%至15%，視乎
季節及酒店級數，估計今年房價仍有15%

上調壓力。

平均房租1343  較1996年升10%
本港去年酒店房間62,655萬間，有牌賓館

6,106間，預計今年酒店房間將增加5,000多
間至近6.8萬間。香港酒店業主聯會早前表
示，去年酒店平均入住率約88%，與過去
20年間最好表現的1996年相若；平均房價
約1,343港元，較1996年增加約10%，可見
去年酒店表現歷來最佳，估計今年入住率
可保持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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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重創旅業 東京失龍頭地位
港酒店房租冠亞太 或再升15％

港生赴歐求學增一成

照顧子女難搵工 未成年母須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寶瑤、顧一

丹 香港廣州連線）亞洲酒店論壇前日

在廣州開幕。根據美國酒店評級及研究

公司STR Global所作的亞太區及中國酒

店經營業績報告，香港酒店平均房價

2011年屬區內之冠。香港旅遊業議會

指，東京過往一直居於亞太區酒店房價

首位，去年「311大地震」重創當地旅

遊業，房價隨即下調，本港後來居上。

另近年訪港旅客急速增長，新酒店未及

落成，估計今年房價仍有15%上調壓

力，要到新一批酒店落成，才有機會放

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未成年母親生
活殊不容易。Sukie15歲時，每月依靠父母給予
的3,000元零用錢照顧兒子，消費娛樂可免則
免。調查顯示，47%受訪母親初次懷孕僅17歲，
最年輕只有14歲，64%人每月消費能力不多於
3,000元。調查機構表示，未成年母親因照顧子
女未能工作，促請政府增加支援。

3000元過活 購最平奶粉
一家8口居住公屋，Sukie有5兄弟姐妹，最年

幼的弟弟只有3歲，家庭月入約1.1萬元。Sukie現
年18歲，3年前未婚懷孕，現已與兒子父親分
手。她分娩後期望重返校園，但多次申請遭

拒，並因學歷低難以覓得工作，現時只靠父母
給予的3,000元零用錢照顧兒子。她只可選購最
便宜的奶粉，兒子只能穿舊衣服。

明愛聯同香港浸會大學，去年5月至12月，調
查100名15歲至24歲母親，發現47%受訪者初次
懷孕年齡為16歲至17歲，最年輕僅14歲。調查又
顯示，74%人沒有工作，其中93.9%是因為要照
顧子女。另有28%人已與孩子父親分居、離婚或
分手；64%人每月僅3,000元可使用，39%主要依
靠綜援生活。

倡增托兒額 助職業培訓
浸大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洪雪蓮表示，近年

不少未婚媽媽仍是求學少女，家庭經濟欠佳，
認為政府必須增加托兒服務名額，並為有經濟
困難者豁免有關服務收費，讓母親可參加職業
培訓課程，以便日後投身社會工作。她又稱當
局應放寬綜援申請年齡，減輕17歲以下單親母親
生活壓力。

報內地高校首輪落空可補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63所內地高校免試

招港生計劃正接受網上報名，聯招辦更新最新補錄安
排。各內地院校8月3日公布錄取結果後，會進入調整收
生階段，並公布剩餘學額數目。第一輪落空的合資格港
生，屆時可再填2個志願，爭取到內地升學機會。

按剩餘學額 重填2志願
根據新安排，8月3日首輪招生落空，但成績達「3322」

的港生，可按剩餘學額情況，8月7日至8日，重新填寫2
個選校志願，資料於8月9日至10日送到有關院校作直接
錄取，並於8月20日前發放錄取通知書。而高考生即使
未在預錄名單內，放榜後也可藉 優異成績再獲錄取。

各高校複試時間、地點、要求、參加補錄高校名單等
信息，會於網上錄取系統公布。面試、錄取名單等個人
信息，考生須登錄後方能查閱。

城規會禁蒲台島挖土工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蒲台島近日被揭發有

人進行改建工程，以謀求存放約千個骨灰龕或金塔的墓
地。地政總署證實，部分工程曾佔用官地，但已作出糾
正。城規會昨日刊憲，公布蒲台群島發展審批地區草
圖，保護具保育價值的鄉郊自然景致，列明不得進行挖
土工程，違者即屬犯罪，首次定罪可罰款50萬元。

中大設環企社責研究獎學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香港中文

大學商學院設立香港首個環球企業社會責
任研究獎學金，資助每名學生最多1萬元海
外交流，並安排老師指導，為當地企業社
會責任進行研究，及提交詳盡報告。環球
商業學二年級生梁浩鏘，藉是次機會，到
北歐了解能源產業與社會的關係，研究報
告獲最佳表現獎，得到贊助機構提供半年
實習機會。

是次獎學金獲瑞安建業贊助約70萬元。
中大商學院副院長范建強指，每年香港有
大批學生到海外交流，獎學金能鼓勵他們
把當地企業社會責任經驗帶返香港，「幫
到社會又可以幫到自己」。他指獎學金計劃
要求學生出發前撰寫計劃書，返港提交詳
盡研究報告。學院上學期已選出27名得獎

者，另34名今學期赴海外交流學生，將於5
月再提交報告。

上學期到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交流的梁
浩鏘，搜集不少當地能源產業資料，並親
自到企業視察，把北歐能源管理經驗帶返
本港。梁的報告獲評為最佳，讓他獲得半
年瑞安實習機會。

院
校
籌
款
20
億
﹁
籌
凸
﹂
無
獲
配
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最新財政
預算案提出重推「第六輪配對補助金」，金額
更由10億元加碼至25億元，推動向專上院校捐
助風氣。但教育局昨日提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文件顯示，過去五輪補助金中，各院校共有多
達20億元「籌凸」，並且未獲得任何配對，以
城市大學最「慘重」。城大5輪共籌得4.65億
元，但卻有多達1.57億元捐款不獲配對，佔總
數約34%。

教育局文件指，過去五輪「配對補助金計
劃」，12所院校共籌得逾92億元，成功配對政
府共約49億元補助。但在種種原因下，仍有達
19.6億元捐款未獲配對，以中大及港大最多，
分別有7.8億元及7.5億元。若以籌款比率計，
城大有34%捐款不獲配對，為各校中最高。而
在第四輪始加入的樹仁大學，共籌得3,100萬
元，但卻有32%約1,000萬元未獲成功配對，比
率在各校中第二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雙軌年」
將至，學生及家長紛紛積極準備，爭取更
多升學機會。歐盟駐港澳辦事處表示，今
年接獲港生升學查詢較往年大增兩成。辦
事處又指，近年港生負笈英國以外的歐洲
國家人數不斷增加，按年約上升一成。現
時連同研究院在內，港生有近3,000人，預
料今年繼續增加。

歐高教展下周六日舉行
歐聯駐港澳辦事處與德意志學術交流中

心、法國教育中心及歐洲多國領事館將於
下周六、日舉行歐洲高等教育展覽2012，共
有來自12個國家50所大學為港生提供升學資
訊。辦事處主任簡倩蕾指，近年英國以外
的歐洲國家，積極增加英語授課課程。丹
麥及法國分別有超過500個及600個學科採用
英語授課，成功吸引世界各地（包括香港）
學生求學。現時約有1.3萬港生在歐洲求
學，當中近3,000人在英國以外留學。

簡倩蕾指，歐洲不少國家公立大學均免
學費，其餘學費大多由6,000歐元至16,000
歐元不等。而港生可申請各院校獎學金，

獲取生活費資助。
她指赴歐升學有助
學生認識更多語
言、各地風俗文
化、建立人際網絡
等。她預計雙軌年
下，選擇到歐洲升
學的港生將增加一
成。而歐盟辦事處
近日接到的升學查
詢，更較去年增加
約兩成。

在港中七畢業
後，到德國紐倫堡大學修讀國際商業的張慧
芝表示，因當年聯招放榜未獲派心儀學科，
加上從歐洲教育展了解到德國院校資訊，並
且曾學習初級德文，遂毅然決定到當地升
學。她指首兩個學期均免學費，其餘每學期
學費只需500歐元；學生宿舍租金則每月約
300歐元，負擔不大。她認為雖然德國留學
是冷門選擇，而且該大學只得她一名港生，
但只要升學前先學習當地基本語言，學習及
生活適應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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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百名15歲至24歲受訪母親中，47%

初次懷孕年齡為16歲至17歲，64%人每月僅

3,000元可使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謝雅寶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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