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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700萬獎金 考評局：為留人才
稱不涉政府撥款 教界籲增透明度減考試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考評局早年估算末代會考補考及剛過去的高考補考會蝕

本，故向立法會申請上限9,000萬元撥款補助，以彌補虧損，但近日局方被指把不同考試帳

目分拆，又高估本地公開試的虧損，被指「扮窮」，更於半年內兩度發放合共700萬元獎金

予員工，令人質疑亂用公帑。局方昨回應指，「雙軌年」下員工壓力沉重，流失率最高達

20%，故以獎金挽留人才，以確保文憑試順利進行，但款項不涉及政府撥款。教育界人士

認為，考評局作為法定獨立機構，應提高發放獎金機制的透明度，並同時減收考試費用，

以回應社會期望，長遠應檢視人事和薪酬制度。

「雙軌年」壓力大勵士氣

考評局昨舉行記者會，為事件「解畫」，主席陳仲

尼表示，「雙軌年」下，考評局首次舉行中學文憑
試，員工工作壓力大，人才流失最高達兩成，為確
保具經驗的優秀員工留任，激勵士氣，經去年8月完
成公開考試檢討工作後，決定分兩期，向九成、即
約400多名達標的員工發放合共700萬元的獎金，相
等於平均每名員工獲發半個月薪金。

考評局又指，派發花紅的決定通過考評局的既定
程序，包括考評局的人力資源委員會、財務委員會
及考評局委員會，花紅開支不涉及政府撥款。

撥款實報實銷無用盡

秘書長唐創時強調，考評局一直審慎理財，而各
項公開考試的費用主要按收回成本的原則計算，絕
對不存在以政府撥款發放獎金。由於2011年及2013
年最後一屆會考及高考的考生人數大減而出現虧
損，為免考生負擔高昂考試費用，於是向政府申請
撥款，並獲立法會批出上限為約9,000萬元，但只會
以實報實銷的方式領取。他強調，經嚴格控制開支
後，考評局最終申領了約6,000萬元，無用盡上限。

被問到會否要求唐創時及總監級高層退回獎金，
陳仲尼表示，會聆聽社會各界意見，局方會在公眾
訴求和保留優秀人才之間作出平衡，「所有意見，
經這事後，都會按程序在委員會討論」。

凍明年考試費惠考生

據了解，上述的末屆高考、會考收入雖然「見

紅」，但考評局有舉辦國際及其他本地考試，連同銷
售刊物及利息收入，該局於2011年至2012年的累計
盈餘達1.69億元。陳仲尼表示，局方維持健康的財政
儲備，目的是提升公開考試的水平和服務，理財時
會考慮考生的負擔，已決定凍結明年考試費。

教聯：應檢討薪酬制度

教聯會副主席鄧飛表示，考評局作為獨立法定組
織，收入來自考試費及相關服務，亦有政府資助，
並非純粹商業運作，如何調撥財政讓款項用得其
所，有需要提高發放獎金的機制和評審準則的透明
度，回應公眾訴求，情況與直資學校類近。至於針
對人才流失問題，他認為一次性獎金未必能解決問
題，建議當局檢討整個人事和薪酬制度，以挽留人
才。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指，考評局上年度發放
獎金以激勵士氣，做法無可厚非，不過仍需顧及社
會期望。他提出一個「雙贏方案」，將部分盈餘作獎
金，部分則滾存數年，用作減收考試費，務求「皆
大歡喜」。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認為，考評局過往一直
有向表現「極佳」的員工發放獎金，平均每年約100
萬元，適逢「雙軌年」，才要鼓勵更多「良好」員工
留下，並不涉及濫發、影響財政穩健、分配不均及
衍生考試費增加等問題，安排可以接受，相信公眾
不會對事件感到太負面。不過，他認為，考評局應
可以在申請立法會撥款時，主動向立法會交代發放
獎金一事，事後亦應向公眾解釋特殊安排的原因，
以回應社會關注。

教局：吳克儉無參與決定

馬頭圍道3周內2爆鹹水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前任考
評局主席、現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亦被捲
入考評局發放特別獎勵金一事，教育局
局長辦公室昨日發出聲明回應指，吳克
儉於考評局的主席任期已在去年6月30
日屆滿，並沒有參與有關局方8月發放
特別獎勵金有關決定。

教育局昨日的聲明指，吳克儉在擔任
考評局主席期間，考評局委員會得悉，
由於2012年須同時舉辦首屆香港中學文
憑試及最後一屆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局
方員工除了原有考試的常規操作外，又
要兼顧大量新考試的開發工作，需承受

沉重工作壓力，而內部亦出現人才流失
情況。

吳離任後方派獎金

為確保有足夠具經驗的員工應付兩個
公開考試，委員會原則上同意考評局有
需要考慮採取可行的措施，當中包括發
放獎勵金。經商議及全面審視後，考評
局委員會於同年8月決定通過發放一次
性的「特別獎勵金」，以鼓勵工作表現
良好及經驗豐富的員工留任。其時吳克
儉已經離任考評局主席，並無參與有關
決定。

華懋申禁令阻中介追酬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華懋

集團旗下華懋金融服務，多年前委託
中介公司「擺平」內地民生銀行股權
糾紛，獲償約20億元人民幣，中介公
司正在內地向華懋金融追討酬金，並
擬出示一份包含法律意見的備忘作為
證據，華懋金融指備忘受法律專業特
權保障，申請臨時禁制令圖阻止中介
公司使用，案件昨在高等法院開審。

民銀股權糾紛提賠償額

已故華懋主席龔如心在1995年有意
入股民生銀行，但礙於內地嚴格規管
境外人士投資金融機構，乃委託中國
中小企業投資有限公司入股，但之後
雙方發生股權糾紛，華懋金融只獲賠
償1,000萬美元，於是委託答辯人
Century Venture Holdings Ltd上訴。至
去年底，內地法院將賠償額增加至約
20億元人民幣，答辯人指他們可瓜分
部分賠償金作為酬勞，但華懋金融今
年3月入稟要求聲明協議早於去年6月
21日已終止。

答辯人辯稱，華懋集團前行政總裁
許業榮曾經口頭答應繼續聘用他們，

又交出涉案的一份備忘，目的是證明
答辯人替華懋金融服務辦理上訴不涉
及包攬訴訟，且沒有違法，雙方應繼
續合作。但華懋金融認為備忘受法律
專業特權保障，要求禁止答辯人使
用，及要求答辯人於本案呈交的誓章
及證物中，剔除受法律專業特權保障
的部分。

中介提備忘證明遭反對

答辯人本周一發出證人傳票，要求
傳召許出庭作供，但許昨派律師到庭
提出反對，指其證供或會影響他被原
訴人控告違反董事責任的另一宗官
司，法官基於答辯人太遲發出傳票，
故將傳票撤銷，許亦無需作供。

華懋一方昨傳召首席營運總監David
Charles Parker作供，他否認曾要求答
辯人將酬金分帳的比率由五成降低至
四成五。華懋執行董事陳鑑波則供
稱，他曾向答辯人披露華懋就稅務事
宜取得的法律意見，雖然沒有一份正
式的董事會議決授權他，由於董事會
上無人反對，加上文件對公司有利，
故他認為其做法並無不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寶血會培靈學校教師林慧思數月前
在街頭公然以粗口辱警，片段被上傳至互聯網激起公憤，行政長
官梁振英責成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就事件進行調查並向他提交報
告。教育局發言人昨日證實，當局已收到寶血會培靈學校的總結
報告，現正整理資料，完成後會交給吳克儉審視，然後向特首提
交報告。

梁振英於8月11日到天水圍「落區」時表示，林慧思事件事件引起
社會廣泛關注，他會要求教育局局長就此事提交報告。吳克儉9月
30日在北京與傳媒茶敘時表示，仍未收到寶血會培靈學校的文件，
為免學校有壓力，所以沒有催迫學校交報告，亦不會設最後期限。
林慧思昨日在facebook稱，自己向校方查詢報告進度，對方表示已
將所有文件交上教育局，稱吳克儉是在「說謊」，「將責任推卸到
學校身上」。

教局：整理後交吳克儉審視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回應，教育局同事已收到林慧思任教學校的總
結報告，現正整理有關資料，在完成後會交吳克儉審視，然後向特
首提交報告。至於會否公開報告，局方在回應時則沒有提到。

培靈交 娘師報告 教局未提會否公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外籍女子誤購疑為賊贓的
香港迪士尼樂園入場券，昨晨持券入場時被職員發現門券已註銷
報警，事件揭發早前有人涉盜用他人信用卡，在網上購買入場券
再出售圖利，警方調查後相信該名外籍女子只是誤購賊贓的受害
人，事後根據資料拘捕一名涉嫌出售有問題門券的女子助查。案
件列作「詐騙」處理，由大嶼山警區刑事調查隊第4隊跟進調查。

誤購賊贓門券外籍女子24歲，報稱所持3張迪士尼入場券是較
早前在尖沙咀向一名自稱姓劉、年約30歲至40歲華裔女子購買；
警方調查後拘捕被指出售入場券的45歲姓劉女子，而外籍女子則
獲無條件釋放。劉姓女子則涉嫌「詐騙」，帶署後獲准保釋候查。

事發昨上午11時38分，該名外籍女子在香港迪士尼樂園幻想道
的入口，持入場券入場時，被29歲姓莫保安員發現其出示的入場
券有異，翻查資料發覺是較早時有騙徒盜用他人信卡資料在網上
訂購，迪士尼在接獲卡主投訴後，已將有關入場券註銷，保安員
於是報警。

警員到場調查，再在外籍女子身上搜出另外2張亦已註銷的入場
券，一度以涉嫌「詐騙」罪名將她拘捕帶署調查。警方其後根據資
料，在尖沙咀拘捕姓劉涉案女子，經調查後外籍女子已獲釋。

誤購賊贓迪園券 洋女助警拘盜卡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上市公司「天然乳品」前執行
董事陳克恩的妻子，涉連同一名律師行合夥人洗黑錢逾2.3億
元，被廉政公署起訴。2人昨於區域法院否認控罪，辯方要求押
後案件，好讓雙方修改同意的承認事實，法官批准案件押後至下
週一開審，2名被告獲准保釋候審。

2名被告為簡家驄律師行合夥人、律師胡永傑（56歲）及陳妻、
家庭主婦葉芳（41歲），2人分別由大律師何偉健與高大偉代表。

控罪指，胡於2010年3月11日至12日期間，知道或相信其律師
行在匯豐銀行的客戶戶口內一筆6,895萬元，為可公訴罪行得
益。而葉則於2010年3月12日至2011年10月26日期間，知道或相
信一筆總額共2.3億多元為黑錢。

「天然乳品」前執董妻否認洗2.3億

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

法祖）土瓜灣沙中線地盤附近的馬
頭圍道，3周內第二度發生地底鹹水
管爆裂。一條30年歷史直徑15吋鹹
水管，繼上月初爆裂嚴重影響交通
後，昨日凌晨再度爆裂，大量鹹水
夾雜泥沙湧出路面釀水浸，當局須
緊急封路搶修，令昨晨上班繁忙時
段交通嚴重擠塞。有居民埋怨接連
爆水管帶來不便。水務署正調查肇
因除水管老化外，是否與港鐵工程
有關。至昨午下班繁忙時段前水務
署已更換爆裂水管，並在路面鋪上
鋼板臨時恢復交通，待入夜後始重
鋪路面。

湧沙泥淹路面 繁忙時段封路

事發於昨日凌晨5時許，馬頭圍
道北行線近江蘇街地底突湧出大量
夾 泥沙鹹水，迅速將附近路面淹
浸。警員到場立即通知水務署關閉
水掣及搶修，並將介乎江蘇街至安
徽街一段馬頭圍道往九龍城方向全
線封閉，而往尖沙咀方向亦要封閉

一條行車線，所有車輛包括多條巴
士線須改道，至早上7時上班繁忙
時段，現場交通極度擠塞，往尖沙
咀車龍龍尾排至馬頭涌道，巴士公
司派出工作人員在站頭通知乘客改
道。

鄰近港鐵 與上月爆管距15米

水務署人員挖開路面搶修，證實
是地底一條直徑15吋鹹水管爆裂，
而同一條水管在上月11日凌晨亦曾
爆裂，位置相距今次僅約15米至20
米。

水務署工程師林煒基表示，2次爆
裂的水管屬同一條已有30年歷史鹹
水管，該水管已老化並已納入全港
水管支援及修復工程，計劃明年初
更換。由於現場鄰近港鐵的沙中線
地盤，該署將循多方向調查肇因，
包括水管老化，以及是否因港鐵施
工交通改道而令水管受壓等。

2管有30年歷史 已納修復工程

林續稱，其實自上次發生水管爆

裂後，署方已與港鐵商討可否提前
至今年年尾更換上鄉道至浙江街一
段鹹水管，惟因工程涉及多個部
門，又須封路改道，暫未成事。港
鐵則表示，沙中線地盤昨晨7時後才
開工，看不到今次爆水管與其工程
有關。

在爆水管現場附近經營洗衣店，

兩度受影響的司徒小姐稱，第一次
爆水管時，她遲了半小時才能開門
做生意，今次則更加嚴重，足足花
了近1小時。另有趕上班市民表示，
到巴士站才知道巴士已改道，大失
預算。據悉，九龍城區議會將於日
內開會，討論有關接連爆水管影響
交通的問題。

踏入10月，萬聖節將至，全城嘩鬼出動！全港首間真人密室逃

脫遊戲的「逃出香港」遊戲工作室，今年推出新的期間限定《逃

出喪屍城！》，首次以「喪屍」為主題，讓一眾玩家可以在「喪

屍城」嚇餐飽！玩家需要在限時之內，找出對付「喪屍」的方

法，阻止病毒擴散，拯救生還者，逃出「喪屍城」。場內還有提

供手槍、有限子彈，讓玩家反擊，追擊「喪屍」！ 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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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向立法會申請上限9,000萬元撥款補助，以彌補虧損。圖為公開試考場。

資料圖片

■陳仲尼(左)表示，考評局一直

審慎理財，絕對不存在以政府撥

款發放獎金。 馮晉研 攝

■鄧飛表示，考評局非純商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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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圍道近江蘇街爆地底鹹水管水浸，水務署人員到場關水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