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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昨天表示，「8‧17和平
普選日」參與跑步、遊行及獻花的總人數有約 25萬
人。然而，鍾庭耀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卻估算當日遊
行人數只介乎7萬9,000人至8萬8,000人。本來，各機
構對於遊行人數的估算不同不足為奇，當中可能源於
估算方法或點算地點不同所致。不過，數字可以不
同，但有關估算的「規律」卻不會突然轉變。在歷次
由反對派舉辦的「七一遊行」中，鍾庭耀所估算的數
字例必高於警方估算，當中更多次出現相差數萬的情
況，這已經成為一種「規律」。

估算人數遠低於警方違反「規律」
然而，這個「規律」竟然在這次「和平普選大遊

行」中被完全打破，鍾庭耀估算的人數不但沒有高於

警方，更低出2萬至3萬多人。記得在今年「七一遊
行」中，警方估算的人數為9.8萬人；鍾庭耀則指介乎
15.4萬至17.2萬人，數字高出警方5萬多至7萬多人。
為甚麼不過相距了一個多月，鍾庭耀的估算卻由遠高
於警方變成遠低於警方呢？原因只有一個，就是遊行
的主辦單位改變了，由反對派的「民陣」改為「保普
選 反佔中」大聯盟；遊行目的也由配合反對派的政治
行動，轉為反對「佔中」、要求依法落實普選。就是
因為遊行的主辦單位和目的都轉變了，鍾庭耀的估算
隨即出現了不尋常的變化，說明鍾庭耀是有意「踩
低」大遊行數字。

鍾庭耀與反對派的密切關係已經不是秘密，而他對
於「七一遊行」的支持也是眾所周知。他2012年接受
《蘋果日報》訪問時，就承認自己一直是以民調研究

員以及市民的「雙重身份」參與「七一遊行」，他更
直言，「唔需要太理會政府、中央政府，佢哋梗係唔
鍾意見到呢啲活動，我哋有自己價值觀念，應該做我
哋認為該做嘅嘢。」他並指「工作之餘，尤其係六
四，我係非常之樂意坐喺人群裏面，過去好多年都
係。」

鍾庭耀既然有如此鮮明的政治立場，甚至公然參與
「七一遊行」，但他又負責估算人數，既是球員又是
球證，得來的結果怎可能公允？當他以至其團隊都與
反對派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其估算的人數自然是要配
合反對派的要求和行動。這就解釋了何以歷次「七一
遊行」，鍾庭耀的估算都是遠高於警方，目的就是製
造警方故意「質低」遊行人數的假象，並且為遊行人
數設定一個下限。但對於「和平普選大遊行」，鍾庭
耀又怎可能如實估算人數，變相拆反對派台？

「鍾氏民調」一直為反對派服務
更令人質疑的是，鍾庭耀過去從事大量有關政治議

題的民調，當中經費究竟從何而來？鍾庭耀早在2004
年立法會選舉中，就承認其民意調查接受全美民主基
金會（NED）及下屬「全國民主學會」（NDI）的資
助。鍾庭耀當時還向《星島日報》承認，曾於2003年
底接受NDI贊助，進行政黨發展調查。這顯示鍾庭耀
的調查經費，是來自有美國「中央情報局」背景的
NED及NDI。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職能之一，是

從事顛覆別國政權活動的財
政資助，由於聲名狼藉，這
筆基金變成由「中情局分
店」的NED負責。而在2012
年立法會選舉中，有網民更
揭發鍾庭耀接受英國網絡觀察基金會（IWF）5萬英鎊
進行選舉民調，令人質疑其收取外國資助進行民調，
有何獨立性可言？

鍾庭耀主理的民調，過去已屢次被指責為偏頗、不
科學，就以「鍾氏民調」的特區政府官員民望調查為
例，只公佈受訪者對特首和主要官員民望評分的平均
分，而不公佈實際不同評分人數比例，令市民不能得
知真相，更可能因為少數立場偏激的受訪者而扭曲結
果。再如對一些違法行動，外國的民調機構都不會進
行有關民調，以免有鼓吹違法之嫌，觸犯其國內法
律。但鍾庭耀卻多次進行「佔中」民調，為「佔中」
製造所謂民意基礎，他自己甚至直接為其站台，這些
都令民調變成反對派的政治工具。

現在「和平普選大遊行」氣勢如虹，向「佔中」搞
手及反對派施加了巨大民意壓力。在這個時候，鍾庭
耀故意「踩低」大遊行數字，既是由於其自身的政治
立場偏見，也是為了減輕大遊行對反對派所構成的民
意壓力。然而，民意不容搓圓撳扁，鍾庭耀有必要向
社會作出交代，不能再埋首沙堆。

鍾庭耀須交代是否因政治需要「踩低」大遊行數字
鍾庭耀過去對於反對派遊行的估算，數字總是遠高於警方，但這次為「和平普選大遊行」

估算的數字，卻出現了截然相反的結果，說明鍾庭耀有意「踩低」大遊行數字，帶有明顯政

治目的。鍾庭耀曾向傳媒表示，他一直以民調研究員及市民兩個身份參與「七一遊行」；他

更承認收受有美國中情局背景的機構資助，進行立法會選舉調查；近期他又一邊為「佔中」

進行民調，一邊高調為其站台。這些都說明他與反對派以及外國勢力的密切關係。「鍾氏民

調」一直被批評是為反對派服務，擔當其輿論操縱工具。現在對大遊行的估算又出現如此奇

怪的結果，更令人懷疑鍾庭耀是因為政治需要「踩低」大遊行數字，藉此減輕對反對派的民

意壓力。對此，鍾庭耀必須向社會作出交代。

■責任編輯：孫君犖 2014年8月19日（星期二）

失業率續微升至3.3% 當局保持警覺

「非公屋非綜援低收入戶一次生活津貼」金額
住戶人數 原津貼金額(元) 新津貼金額(元)
1人住戶 3,500 4,000
2人住戶 7,000 8,000
3人住戶 10,000(原為3人或以上住戶) 11,000
4人或以上住戶(新增) 10,000 13,000
項目預算開支：約4.6億元
估計受惠住戶數目：約53,100個
資料來源：扶貧委員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主持的扶貧委員會昨日召
開第十二次會議，並因應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希

望關愛基金繼續加強對低收入及綜援家庭的支援，決
定再次推出2個相關項目。當中為租住私人樓宇的綜
援戶提供津貼的項目，於2011年首度推出，並於去
年再次推出。社署檢討後發現，受惠者普遍認同項目
有助減輕他們住屋開支的壓力，故委員會決定今年再
向他們提供資助。
委員會指出，是次重推項目的受惠資格及執行安排
大致沿用對上兩次的做法，並繼續以定額津貼形式發
放，津貼金額為2,000元（1人住戶）及4,000元（2
人或以上住戶）。整個項目預算金額約為4,930萬
元，受惠住戶數目逾14,400個，並將於9月底推行，
預計今年年底前陸續向受助人發放津貼。

另一方面，委員會去年8月通過由同年12月起接受
「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的
申請，截至本月中共收到近48,000宗申請。關愛基金
早前檢討項目後發現，受惠人士及其他持份者均認同
項目能幫助低收入住戶紓緩經濟壓力。為落實施政報
告的建議並考慮到項目的成效及各方的意見，委員會
同意於明年再次推出項目。

生津增設「4人或以上住戶」
重推項目將大致沿用現行項目的受惠資格及執行安

排，但津貼金額會調升，並增設「4人或以上住戶」
的級別及津貼金額，以照顧較大家庭的需要。其中，
1人住戶津貼金額由3,500元增至4,000元；2人住戶
由7,000元增至8,000元；3人或以上住戶由10,000元

改為3人住戶的11,000元；新設的4人或以上住戶津
貼金額則劃一13,000元。
重推項目的申請期為明年1月至8月，現行項目的
舊申請住戶毋須重新遞交申請，基金秘書處會按住戶
人數分階段發信予舊申請住戶及接受新申請。整個項
目預算開支約為4.6億元，估計受惠住戶數目約為
53,100個。

羅致光：助「N無」應付加租通脹
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羅致光相信，津貼增幅有助

「N無人士」應付加租及通脹。扶貧委員會委員張國
柱亦指出，目前本港經濟仍未十分穩定，貧富差距未
有改善，租金昂貴令基層住戶生活陷於困難，相信延
續津貼有助紓緩他們的經濟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港府在去年9月的
「扶貧委員會高峰會」上公布了本港首條官方「貧
窮線」，並承諾會每年更新數據，過去一年香港的
貧窮情況有何變化備受關注。扶貧委員會昨日的會
議上討論了按2013年數據分析更新的「貧窮線」
及同年本港的貧窮情況。有委員透露，在引入長者
生活津貼及關愛基金一系列援助項目後，約有20%
生活於貧窮線以下者成功「脫貧」。
政府經濟顧問在昨日的會議上，以2013年的數
據向委員解說了「貧窮線」下住戶的社會、經濟、
住屋及區域特徵，委員會備悉相關的結果並提出可
進一步分析的課題。經參考委員提出的意見並整理
的本港去年的貧窮情況及「貧窮線」的詳細分析
後，將於本年稍後舉行的第二屆「扶貧委員會高峰
會」上公布。

前年貧窮人口102萬
港府去年首次為香港制定「貧窮線」，並將「主

線」定為家庭入息中位數的50%。根據2012年底數
字估算，本港共有131萬貧窮人口，貧窮率為
19.6%。不過，若計算綜援等現金福利收入後，貧窮
人口將降至102萬，貧窮率亦減少4.4個百分點至
15.2%。

配套對症下藥 措施成效明顯
當局多次強調，設立「貧窮線」後，可以之來量

度及分析貧窮的原因與組群分布情況，從而對症下
藥，針對性地推行一些具體的配套措施，並讓大眾
得知政策的扶貧成效。有委員向本報透露，最新數
據顯示，自港府去年推行長者生活津貼及關愛基金
一些援助項目，例如為學生提供午膳津貼及為非公
屋住戶提供現金資助後，效果明顯，約有20%原本
生活於貧窮線以下人士得以成功「脫貧」。
另一方面，港大社工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周

永新團隊早前已向扶貧委員會提交香港退休保障研
究報告，委員會將於明日公布報告詳細內容並進行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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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續推兩項目惠近七萬戶
綜援私樓租津開支4,930萬元 低收入戶生津加碼達4.6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住屋供

應量不足，樓價依然高企。扶貧委員會昨日開

會後決定，延續關愛基金「為租住私人樓宇的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住戶提供津貼」及「非公

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兩

個援助項目，更將後者的津貼金額提高。兩個

項目的預計開支分別為4,930萬元及4.6億

元，逾14,400個及53,100個住戶受惠。 ■■羅致光羅致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自2001年起開
辦經本地評審專上課程的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正式
「升格」為學院。教育局昨日向立法會遞交文件，
指在今年5月27日的行政會議上，經行政長官會同
行政會議認許後，港專獲批准根據《專上學院條
例》（第三百二十章)註冊為「港專學院」，並批准
為其擬開辦的社會發展研究(榮譽)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頒授學位。
港專前身為旺角工人夜校，於2013/14學年開辦
19項經本地評審的自資全日制副學位課程，約有
880名學生。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受港專委
託，於去年8月完成院校評審，並於今年2月確定該
學院符合評審局的評審標準，適宜開辦學位課程。
另該校擬開辦的社會發展研究(榮譽)社會科學學士課
程，亦於今年3月通過評審局的評審。

東華獲准開辦健康科學學士
此外，東華學院擬開辦的護理學健康科學學士(榮
譽)課程，亦於今年4月通過評審局的評審，獲行政
長官指令批准頒授學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立法會教育事
務委員會下的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昨日回應早前
會議上的要求，向委員提供有特殊需要（SEN）考
生的文憑試核心科目成績。結果顯示，在今年的文
憑試中，SEN生的中、英文科合格率比其他學生低
約一半，而通識科的合格率則較去年微升了0.2個百
分點。
數據顯示，非SEN考生於中、英文科的合格率分
別為 51.3%和 53%，但 SEN考生的合格率只有
25.1%和25.9%。數學科和通識科方面，SEN考生的
合格率分別為58.1%及60%，較其他考生的80.6%
和87.9%為低。4個核心科目中，SEN考生於數學科
奪5**成績的比率最接近其他考生，各有1.2%和
1.3%。通識科則只有0.3%SEN考生能取得5**，比
其他考生的0.9%明顯要低。

港專「升格」學院
開社會科學學士課

文憑試特需生通識成績微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知
名學府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從新加
坡遷港，其位於數碼港的臨時校舍昨
日正式剪綵開幕。雖然該校舍只會用
至2018年，但校方依然用了約4,600萬
港元去「豪裝」佔地3.5萬平方呎的校
舍，當中更有視像會議和遙距教學設
備，務求讓學生在香港亦有置身芝加
哥校園的感覺，以加強不同地方校園
的互動。
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目前於芝加

哥、倫敦和香港三地都有校舍，其中香
港是布思商學院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課程（EMBA）的亞洲分校，校舍昨日
正式剪綵開幕。該學院的亞洲執行總裁
Richard Johnson帶同傳媒參觀校舍，展
示校舍的各項設備，包括多用途宴會
廳、演講教室、16個研討課室、2個休
息區、茶水間、研究及就業資料庫及多
個會議室，裝修十分講究。

此外，該校還有不少科技教學設備，
包括高清平板顯示屏、智能白板等，有
助配合芝加哥校園Harper Centre的「虛
擬教室」，以進行遙距課程，以免因遇
到惡劣天氣等突發事情而影響授課，並

讓亞洲及歐洲學員與學院不同的教學人
員交流。

安排芝倫學生來港上課
除了86個首批香港校區學生將會使用

這個臨時校舍外，另外兩個校區的學生
亦會因應課程安排來港上課。Richard
Johnson亦預告，下年該校的EMBA課
程學費維持在120萬元，並將於明年4月
1日截止報名。

布思商學院港校舍布思商學院港校舍 僅用幾年僅用幾年照照「「豪裝豪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失業率連續兩個月
錄得升幅。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今年5月至7月的最
新失業率為3.3%，較對上一個季度微升0.1個百分點，
失業人數增加約5,700人。同期的就業不足率則維持
1.5%不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表示，隨着
近期訪港旅遊業明顯放緩及本地需求轉弱，勞工市場
亦初現放緩跡象，強調當局會保持警覺，密切注視相
關發展。

就業不足人數與上季度相近
統計處昨日公布，最新失業率微升至3.3%，失業人

數由4月至6月的127,600人增加約5,700人至133,300
人。同期的就業不足人數為57,900人，與4月至6月的
數字相若。此外，總勞動人口增加約32,100人，總就
業人數增加約26,400人至逾377.1萬人。

與上一個季度相比，最新失業率的上升主要見於餐
飲服務活動業，維修、洗滌、家居及其他個人服務活
動業，以及零售業。就業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見於
樓房裝飾、修葺及保養業，顯著的上升則未見於任何
一個行業。

訪港旅業放緩 本地需求轉弱
張建宗表示，隨着近期訪港旅遊業明顯放緩及本地

需求轉弱，勞工市場亦初現放緩跡象。他說，雖然總
就業人數增至歷史新高的377.1萬人，但同期的總勞動
人口增加更多。因此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進一步微
升0.1個百分點至3.3%。
至於短期展望方面，張建宗指最新經濟分析顯示，

儘管預料到香港經濟會在本年的餘下時間有相對改
善，但前景仍受內外下行風險所困擾。他說，就業情

況短期內將取決於整體經濟狀況，包括旅遊和消費相
關行業的表現。因此，當局須保持警覺，密切注視相
關發展；勞工處會繼續為求職者提供全面的就業支援
服務。

特備就業支援 青年面試「升呢」
為協助應屆中學畢業生投入就業市場，勞工處於今

年5月至8月期間，已推出特備就業支援項目「青年就
業大本營」，提升他們的求職面試技巧，並提供職業
潛能評估和擇業指導服務。勞工處亦特別為有志即時
投入職場的畢業生搜羅合適的職位空缺，舉辦多個大
型及分區招聘會，讓他們可即場參加面試。
除了剛於上周舉辦的「屯門招聘會」外，勞工處亦

將於9月18日至19日在長沙灣麗閣社區會堂舉辦「零
售業專題招聘會」。

■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香港校區的臨時校舍昨日正
式開幕，Richard Johnson（右一）帶同傳媒參觀校
舍。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校舍包括多用途宴會廳、演講教室、16個研討課室、2個休息區、
茶水間、研究及就業資料庫及多個會議室，裝修十分講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