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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名校學額
一位難求，連入學簡介會也要通宵輪候。
直資名校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昨日舉行兩
場入學簡介會，吸引近2,000人到場，部分
人更提早至前晚就在校外排隊輪候取籌。
校方預計，今年將有逾3,000名學童爭奪
150個小一學位，有雙非家長會後慨嘆壓力
大，擔心只操普通話及英語的兒子廣東話
學習「輸蝕」。

4人家庭收入低於25萬元免學費
男拔附小昨日舉行兩場小一入學簡介

會，有家長早在前晚已安排女傭在門外排
隊。至昨日上午6時，已有300多人在校外
輪候取籌，全日共有約1,900人參加。校長
羅錦麗在會上講解面試細節，指家長可自
行決定面試以廣東話或英語進行，考官會
觀察學童表達能力及思維，不建議事前讓
小朋友背誦「答案」。羅錦麗表示，將有
兩輪篩選，預計最終錄取150名小一新
生。她又強調，男拔附小並非「貴族學
校」，歡迎普通家庭報讀，校方亦設有學
費減免計劃及課外活動津貼供申請，4人家
庭年收入低於25萬元學費全免，而今年學
費維持42,750元。

子愛籃球 家長盼入讀為港出賽
居港兩年的雙非家長孫太昨日帶同兒子

出席簡介會。她指兒子就讀國際幼稚園，
中英語言能力出眾，鋼琴、奧數、游水樣
樣皆能，廣東話卻不太靈光，擔心兒子面
試及學習上可能出現問題，慨嘆壓力大。
任職工程師的馬先生大讚男拔附小師資優
良，希望兒子順利入讀，若成功更會考慮
在區內置業，以方便兒子上學。陸小姐看
準男拔附小重視兒童運動發展，不少學生
更有機會為港出賽，將為熱愛籃球的兒子
報名。
此外，毗鄰的拔萃男書院近日捲入鉛水

風波，校長鄭基恩重申，男拔附小校內食
水含鉛量無超標，至於發現超標的音樂廳
大樓及宮川美智子大樓，目前已加裝濾水
器，並再化驗水辦，預計10天內有結果，
並會暫時封閉涉事水機。

■男拔小一入學簡介會，昨日上午6時已有300多
人在校外輪候取籌。 姜嘉軒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免費
幼稚園教育的建議早前出爐，但不少團
體認為報告仍未能符合需求。工聯會及
教聯會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教育
局回應業界和家長訴求，包括重設幼師
薪酬架構表、全免全日制幼稚園學費、
提供雜費資助，以及增加及延長「長全
日制」幼稚園服務，讓家長放心雙職工
作。
昨日到場請願者包括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鄧家彪、北區區議員黃宏滔、教聯會
副主席林翠玲和顧問麥謝巧玲，以及一
眾學童家長，希望教育局回應業界和家
長訴求。

鄧家彪盼助家長放心雙職工作
鄧家彪表示，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

早前提交報告，建議免費範圍只涵蓋半
日制，未能幫助有需要家庭。他指出，
一般雙職家長都會安排子女入讀「長全
日制」幼稚園，因此教育局應擴大資助
的涵蓋範圍。他又表示，「長全日制」
幼稚園名額不多，而營運時間大多只到
下午6時，不少家長未能兼顧工作及接
送子女，須放棄全職工作，以便照顧幼
兒。他建議教育局增加及延長「長全日
制」幼稚園服務，讓家長放心雙職工
作。

教聯倡重設幼師薪酬架構表
教聯會指出，業界多年來一直爭取重

設幼師薪酬架構表，以解決現時幼師薪
酬「海鮮價」、流失率高的問題。不
過，是次報告以提供彈性予學校為由，

拒絕重設幼師薪酬架構表，只建議把幼
師起薪為1.8萬元，為不同職級的教師設
立薪酬參考範圍，並以中位數一筆過資
助幼師薪酬。教聯會表示，這些建議雖
然對基層及年輕幼師有一定保障，但由
於沒有具體薪酬階梯，亦未有與薪級點

掛鈎，資深幼師一旦薪酬超過資助中位
數，或會被迫凍薪，甚至面對被裁壓
力，嚴重打擊幼教團隊士氣。因此，教
聯會要求政府重設幼師薪酬架構表，並
採用實報實銷方式，全面資助幼師薪
酬，以挽留幼教專業人才。

■■工聯會鄧家彪工聯會鄧家彪、、黃宏滔及教聯會林翠玲黃宏滔及教聯會林翠玲、、麥謝巧玲請願麥謝巧玲請願，，希希
望教育局在免費幼教一事上關注家長及業界訴求望教育局在免費幼教一事上關注家長及業界訴求。。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基層童膳食上網津貼不足
實際支出超出一至兩倍 團體促關愛擴大支援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在7月至8月，
以問卷訪問逾200名家有學童的基

層住戶，包括領取綜援或全半額書簿津
貼住戶等，以調查基層兒童及家庭對學
童支援政策的意見，發現受訪者每月上
網費用多於110元，而平均每月上網費用
則高達近200元，實際上網支出與現時每
月110元全額上網費津貼相距甚大。調查
又發現，中學生每月午膳支出可高達
1,300元，為小學生午膳費用的兩倍。近
95%受訪者認為，關愛基金在校午膳津貼
應擴展至涵蓋中學生及綜援兒童。

外出用膳加飲料40元增負擔
育有兩子的阿雯表示，每月需要支付

逾1,000元予就讀中五的兒子外出午膳，
對於總收入只有11,000元的4人家庭來
說，開支為數不少，「外出用膳，一個
餐加一杯飲料，就要40元」，加重家庭
財政負擔。她又提到，現時已難以找到
每月110元或以下的上網服務計劃，每
月支付209元上網費，一年支出高達
2,500元，上網費津貼計劃每年所提供的
1,300元遠遠不夠支付。

單親綜援母嘆難助子女多元發展
每月收入僅約 6,000 元的綜援戶阿

麗，是一位單親媽媽，育有一女一子，
子女每月午膳費用超過500元，加上每
月189元上網費，「就算有津貼，自己

也要墊支」，感到生活艱苦，直言現時
支援政策不可取，並難以為子女提供多
元化發展，批評政府推行所謂「一身一
體藝」，忽略基層家庭實況，要求關愛
基金在校午膳津貼擴展至涵蓋至中學生
及綜援兒童。
聯盟組織幹事李彥豪認為，每年1,300

元全額上網費津貼計劃實施至今已有5
年，卻一直未進行檢討，「支援制度本
身應隨實際轉變定期檢討，而非小修小
補」，有改善必要，並要求政府展示減
少「跨代貧窮」的決心，提高相關政策
透明度，盡快訂立清晰的扶貧計劃及落
實時間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對於綜援或低收入家庭來說，9月開

學在即意味着支出增加，或加重本來已經緊絀的開支負擔。有團體

在過去兩個月進行「基層兒童及家庭對學童支援政策意見調查」，

訪問逾200名家有學童的基層住戶，發現受訪者平均每月上網費用

高達近200元，實際支出遠高於現時每月約110元的全額上網費津

貼。近95%受訪者亦認為，關愛基金在校午膳津貼應擴展至涵蓋中

學生及綜援兒童。團體認為，現時學童支援不足，政策未能與時並

進，有改善必要。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早前進行「基層兒童及家庭對學童支援政策意見調查」，發
現多項支援政策未能與時並進，有改善必要。 趙虹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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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針對近期人民幣兌美元
匯率中間價貶值，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日前發表談話指
出，此次屬人民幣匯率正常調整，對外貿影響有限。

屬一次性校正偏差
該發言人指出，去年年底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
間價與市場即期匯率之間出現較大偏差。此次完善人民
幣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一次性校正了這一偏差。這有
利於發揮市場在人民幣匯率形成中的基礎性作用。
他表示，在全球價值鏈背景下，由於跨區域上下游分
工和產業內貿易的普遍存在，某一個經濟體的幣值變動
及其對進出口影響，都將快速正向傳導至其他鏈內經濟
體，貨幣貶值對出口的拉動效應會被分攤、弱化。此次
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的完善，對不同企業影響是
不同。中國作為進出口大國，且加工貿易佔相當比重，
人民幣匯率正常調整，對外貿易的影響有限。
該發言人又強調，一國的匯率水平最終取決於其整體
國際競爭力。
此外，內地傳媒報道，摩根大通原亞太區董事總經理
龔方雄昨出席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夏季高峰會時指，

未來人民幣匯率不會大變，無須因兌美元貶值而恐慌。
他指出，中國人民銀行的匯改與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有
關，並將限制美元上升空間，甚至推遲美國加息時間
表，人民幣要轉變為國際儲備貨幣，需要有本身的個
性，人民幣兌美元的貶值空間不大。

專家對貶值走勢分歧
不過，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哈繼銘出席同一場合時表

示，市場對人民幣貶值預期亦已出現，人民幣短期貶值
壓力大。展望中國下半年經濟走向，他認為，經濟增長
壓力會更大，達到7%增長目標會受到嚴峻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 外電消息指，全國人大常委會
會議昨日通過修改商業銀行法的決定，刪去現行商
業銀行法中規定的商業銀行貸款餘額與存款餘額的
比例不得超過75%的存貸比指標要求，10月1日起
施行。
根據中新社引述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負責人指

出，將存貸比由法定監管指標轉變為流動性風險監
測指標，有利於增強商業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
力，也是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情況下穩增長的措施。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尚福林此前表

示，修改理由包括當前已有更有效的新監管指標
反映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狀況、指標不利於商業
銀行加大對實體經濟的信貸支持，還可能影響當
前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等貨幣政策效果，以及影響
商業銀行業務創新和差異化發展等。
據銀監會統計顯示，去年12月底有271家商業

銀行存貸比在70%以上，其中超過75%的有86
家。從當月日均存貸比看，股份制商業銀行為
72.42%，接近法定上限；外資銀行為78.16%、村
鎮銀行為88.29%，均突破法定上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偉聰）至今仍
然停牌的「神股」漢能薄膜(0566)日前於
深夜發佈截至6月底止中期業績，集團盈
轉虧蝕5,934.5萬元，上年同期則賺16.76
億元；每股虧損0.14仙，不派息。集團報
告中更表示，作為把重心轉移至開發消費
者和工業太陽能產品計劃的一部分，該公
司將裁員2,000人。截至6月，該公司員工
總數近5,500名。
期內，集團營業額21.18億元，按年跌
34.08% ； 毛 利 14.61 億 元 ， 按 年 跌
46.26%。營業收入主要來自向山東新華聯
銷售薄膜太陽能電池生產設備所得，收入
約18.7億元，佔比88.3%。

母公司關聯交易大減
報告顯示，因大量取消與母公司漢能控

股集團的關聯交易，漢能上半年虧損5,932
萬元，為其2013年在港上市以來首次陷入
虧損。而上半年其關聯交易下跌至1億
元，按比減少超過九成。根據以往業績統
計，漢能薄膜自2010年以來合計實現營收
148億元，幾乎全部是向母公司漢能控股
銷售設備所得。
集團稱已停止交易的關連項目，由於之

前已投入成本，故停止交易對盈利有負面
影響。再者，由於取消相關交易及股份正
在停牌，故現有業務合作伙伴或因影響信
心而暫停甚至取消合作計劃，下半年盈利
可能更加惡化。另外，集團指作為重組的
一部分，漢能控股集團宣佈撤銷旗下七個
子集團中的高端產業集團和產品開發集
團，並將從總部、事業部及各區域公司共
裁員2,00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博華太平
洋（1076）金融投資部董事總經理嚴衍申，上周五在
北京舉行塞班島推介活動時表示，該公司計劃投資數
十億美元，分五期興建塞班島首個設有賭場的綜合度
假村項目，面積超過100公頃，預計2020年開業，每
年料可吸引逾250萬名中國遊客。
嚴衍申表示，博華太平洋獲塞班島獨家經營娛樂場

度假村開發商牌照，有效期可達40年，在當地無競爭
對手。項目首期工程預計明年12月完工，屆時，包含
365間客房、1,300張賭枱和3,000台老虎機的中心酒店
將投入使用。
另外，博華在塞班島的臨時賭場已於7月26日開始

試業，牌照有效期為25年。

李小加指「 救火」 重要，
「家裡火了，還管姿

勢？姿勢不那麼重要，但救得
差不多的時候，姿勢就很重要
了」。他借此比喻，股市的規
則、政府的監管規範應在後期
逐步確立，「這些要有共
識」。

亞投行解資金問題
另外，李小加又指出，「一

帶一路」就是「全球的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模
式」，第一個P是當地政府，第
二個P是中國政府，以及國企和

民企。
至於「一帶一路」雷聲大、

雨點小，他認為最大原因是錢
從何來。他指出，「沿線國家
想要買中國的東西，但沒錢。
但是又不能白送，怎麼組織其
他的錢來是最重要的問題」。
他建議可以允許沿線國家以資
源進行交換，由亞投行先付款
購買內地的產能，當地政府以
礦產等資源作交換。

A股漸回歸理性
交通银行董事長牛錫明出席

同一場合時表示，「中國股市

保持在3,000點是正常的，是理
性的回歸」。
他認為，股市本身自有市場

規律，應該按照市場方式配置
股市資源，通過市場保持股市
的健康發展。
牛錫明也告誡稱，中國金融

業潛在的風險比較大，中國金
融總量達至200萬億元人民幣，
目前不良貸款率、不良貸款額
都在上升，且雙升短期內不會
改變，「未來怎麼控制金融風
險，不發生系统性金融風險顯
得很重要，十三五規劃要制訂
防護金融風險的政策」。

內銀存貸比指標取消

李小加李小加：：先救火後姿勢先救火後姿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偉聰）近期A股股災，各界對於「國家隊」出手救市

的意見不一，有指中央政府是「暴力救市」，有的認為應任由A股市場自我調
節。港交所(0388)行政總裁李小加昨日出席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夏季高峰會
時指，市場有不少爭議，並以屋企火燭為喻，由於明顯是「救火」要緊，怎管
得了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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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華塞班島建度假村

商務部：人幣調整影響外貿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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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認為救A股如救火：「家裡火了，
還管姿勢？」 資料圖片

■商務部
指，一國
的匯率水
平最終取
決於其整
體國際競
爭力。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