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灣仔區「有錢又有仔」
月入中位數4萬多1.5萬 男女比例最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港府統計處昨日發表《2015

年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人口及住戶統計資料》報告，香港男女

比例失衡持續，每1,000名女性只有856名男性，當中以灣仔

區最女多男少，每1,000名女性只有796名男性；但若撇除外

籍女傭，灣仔區卻以每千名女性相對952名男性成為男性比例

最多的一區。同時，灣仔區繼續成為十八區中最富有區，住戶

月入中位數高達4萬元，遠高於全港中位數2.5萬元；深水埗

只得1.9萬元成為全港最窮地區，觀塘則以兩萬元緊隨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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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息與租金門檻及津貼金額(元)
住戶人數 入息限額 租金上限 津貼金額

1 10,100 5,050 4,000

2 16,140 8,070 8,000

3 21,075 10,538 11,000

4 26,475 13,238 13,000

5 29,050 14,525 14,000

6或以上 32,450 16,270 14,000

資料來源：關愛基金 整理：記者 聶曉輝

■關愛基金今起接受N無4人戶申請。圖為劏房戶。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關愛基金今日起
就第三次推出的「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
一次過生活津貼」援助項目，為4人或以上住戶核
實受惠資格，並接受新申請。項目旨在紓緩低收
入住戶經濟壓力，津貼金額按住戶人數分為5個級
別，由一人住戶 4,000 元至 5人或以上住戶的
14,000元。項目於今年1月4日第三次推出後，截
至3月30日，秘書處已向約2.2萬個符合受惠資格
的住戶、共約3.5萬人發放約1.38億元津貼。
受惠住戶須以月租（或更長租期）形式租住私

人樓宇、工業大廈或商業大廈，或租住民政事務
總署轄下「單身人士宿舍計劃」宿位，或居住於
臨時房屋、船艇或是無家者。每月入息須不超過
指定限額，沒有領取綜援及沒有在香港擁有任何
物業。租住私人樓宇、工業大廈或商業大廈的住
戶，每月租金須不超過指定上限。

將獲確認合資格通知信
曾受惠於2015年1月至8月再次推出項目的合資
格住戶，可再次受惠，其中4人或以上住戶將於本
月初起，陸續收到基金秘書處發出的確認符合受惠
資格通知信。如住戶符合項目受惠資格，只需要於
8月31日或之前填妥夾附於通知信的回條及附錄，
並寄回秘書處確認資格。秘書處核實住戶資格後，
會發出核實資格結果通知信，並按住戶於再次推出

項目時選擇領取津貼的方式（即以銀行轉賬或抬頭
支票）安排，向合資格住戶發放津貼。
新申請4人或以上住戶，可於今日起到各服務單

位遞交申請表。基金秘書處及服務單位會審核每
份申請，包括核實資格及查閱所遞交的證明文
件，並會抽查部分申請，由服務單位進行家訪／
探訪及入息審查。審批申請後，秘書處會向申請
人發出申請結果通知信，並向合資格住戶以銀行
轉賬或抬頭支票發放津貼。有關項目詳情，可參
閱基金網頁（www.communitycarefund.hk），並
可致電項目熱線：2180-6666查詢。

特首：低津紓跨代貧窮 料惠70萬人
特首梁振英昨日在網誌表示，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是今屆特區政府施政兩大方向，扶貧是民
生工程重點之一。因此，他在2014年施政報告提
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他說：「我欽佩香港人自力更生的精神，低收

入在職家庭津貼的設計，就是鼓勵就業和多勞多
得，做法是支援沒有領取綜援的低收入在職家
庭，並紓緩跨代貧窮，預計可惠及超過20萬個家
庭共70萬人，每年開支約29億元。」
梁振英強調，今屆特區政府會繼續努力發展經

濟，包括培育新產業、開拓新海外合作夥伴，為青
年提供更多機遇，讓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多支援。

N無津貼今接受4人戶申請

2015年家庭住戶特徵
區議會分區 每月入息中位數(港元)

入息最高分區

灣仔區 40,000

中西區 35,000

西貢 33,000

入息最低分區

深水埗 19,000

觀塘 20,000

葵青 20,600

18區合計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港元) 25,000

資料來源：《2015年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人口及住
戶統計資料》報告書 製表：記者 岑志剛

《2015年按區議會分區劃
分的人口及住戶統計資料》
報告書刊載2015年按區議會
分區劃分的有關人口及社會
經濟特徵的各項統計資料，
相關統計資料主要是根據去
年1月至12月進行的「綜合
住戶統計調查」的結果所編
制。

灣仔女男1000:952
報告書指出，香港男女比
例失衡情況持續，每1,000名
女性只有856名男性，當中以
灣仔區最女多男少，其次為
中西區及南區；葵青男性比
例最高，每千名女性相對889
名男性。如撇除外籍女傭，
2015年全港每1,000名女性則
有923名男性，較2014年的935名男性，失
衡情況有所惡化。而灣仔區男性比例則升
至952人相對於千名女性，成為男女比例最
接近的一區（18區都是女多男少），亦反
映最多女傭居於灣仔區。

未婚者沙田佔18萬居首
另外，全港從未結婚的15歲以上人口共
197.3萬人，佔整體30.9%，當中以沙田最
多，共18.1萬人，離島則只有4.1萬人最
少。全港離婚及分居人口共282,900，當中
以觀塘最多，共30,400人。十八區當中，

人口最老的為東區及黃大仙，年齡中位數
俱為45歲，離島最年輕，只有39歲。全港
年齡中位數則為42歲。
收入方面，灣仔區以4萬元住戶月入中位

數成最富有地區，其次為中西區（3.5萬
元）及西貢（3.3萬元）。深水埗的住戶月
入中位數只有1.9萬元，成為最窮地區，其
次為觀塘（2萬元）及葵青（2.06萬元）。
居於自置居所的住戶百分比方面，大埔區
以65%比率最高（全港平均為50.4%）；勞
動人口參與率最高為西貢（66.1%），全港
平均為61.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禁毒常務
委員會在昨日舉行的季度會議上，檢視了
香港2015年吸毒情況及「2014/15年學生
服用藥物情況調查」結果。兩項統計均顯
示，被呈報的整體吸毒人數和青少年吸毒
人數均繼續下降，但吸毒隱蔽化問題仍然
持續。
根據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最新統計

數字，2015年被呈報整體吸毒人數，由
2014年9,059人按年減5%至8,598人，當中
21歲以下被呈報吸毒人數下跌19%；21歲
以下首次被呈報吸毒人數亦下跌18%。然
而，首次被呈報整體吸毒人數卻輕微上升
1%至2,103人，當中逾半數為年輕成年人
（21歲至35歲）。

「毒齡」升至5.8年 冰毒超越「K仔」
然而，隱蔽吸毒問題仍然持續，首次被

呈報吸毒者「毒齡」中位數持續上升，由
2014年5.2年升至2015年5.8年。海洛英仍
是最常被吸食的毒品，但被呈報吸食人數
減少4%；甲基安非他明（俗稱「冰毒」）
已超越氯胺酮（俗稱「K仔」），成為最常
被吸食的危害精神毒品，被呈報吸食人數
上升7%。
涉及14.6萬名高小至專上學生的「2014/

15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顯示，曾吸
毒學生人數較3年前對上一次調查顯著下降
17%，至14,500人；吸毒學生人數佔整體

學生人口比例，則由2.2%跌至2%。調查亦發現，
高小學生最常吸食毒品為咳藥水和「冰毒」；中學
或以上學生最常吸食毒品則為大麻及氯胺酮。
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張建良表示，雖然本港吸毒

情況呈現下降趨勢，但吸毒者「毒齡」上升，顯示
吸毒隱蔽化問題仍然持續，情況令人關注。禁毒專
員陳詠雯強調，當局會繼續採取五管齊下禁毒策
略，包括禁毒教育和宣傳、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
立法與執法、對外合作及研究，全方位打擊毒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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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昨日公佈，沙田
至中環線（沙中線）港島段首部隧道鑽挖機「雅典
娜」於本月投入運作，開始鑽挖港島段其中三條以
隧道鑽挖方式建造的鐵路隧道，標誌項目邁進新里
程；餘下的一條隧道隨後將由另一部隧道鑽挖機
「織女」建造。
直徑超過7米的「雅典娜」，上月起由銅鑼灣避

風塘臨時填海工地的豎井起動，沿灣仔北近岸地底
向會展站方向鑽挖一條超過六百米的上行綫隧道，
鑽挖過程中隨即安裝預製隧道壁。隨後，「雅典
娜」會鑽挖分域碼頭街至金鐘站上下行兩條隧道，
鑽挖工程預計於2017年上半年展開。

挖滋擾少 效率高
港鐵公司總經理李子文昨日表示，使用隧道鑽挖

機建造隧道，所有工序均在地底進行，能將工程對
環境和周邊社區的影響盡量減至最低；加上沙中線
港島段走線沿途建築物林立，採用隧道鑽挖方式進
行工程，具效率且效益顯著。他續說：「『雅典
娜』的啟動，標誌沙中線項目又向前邁進一步。作
為一條策略性鐵路，沙中線通車後將令整個鐵路系
統環環相扣、四通八達，成為『鐵路2.0』的重要部
分，為香港提供新一代鐵路服務。」

沙中線添挖力
隧鑽「女神」開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向立法會工務
小組提交報告，指2015年第四季涉及6個部門24個
主要工程的合約價款，原本獲財委會批出9.67億多
元的港珠澳大橋工程，合約卻需要11.52億港元，超
支近1.85億港元，需要財委會追加撥款。另外，土
瓜灣崇安街興建的特殊學校超支1,347萬元；新界沙
田浸信會呂明才中學興建新翼大樓，則超支18萬港
元；發展職業訓練局國際廚藝學院時亦超支364萬
港元。上述差額會以職業訓練局本身資源支付。

大橋超支1.85億需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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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香港雖
然是個富裕城市，人均收入亦已躋身至
全世界富庶國家及地區之列，但港人幸
福感較其他地區低，故香港急需注入新
思維，推動社會創新。團結香港基金昨
日發表「社會創新」研究報告，提出5
個範疇建議，包括建議特區政府制定社
會效益評估機制，在推行公共政策時，
要整體考慮對社會民生的影響，並成立
專項研究中心進行評估，以提升政策的
社會效益。

更有效運用資源 各部門須認識
團結香港基金昨日發表第三份研究報
告，主題為社會創新，香港浸會大學商
學院榮譽教授謝家駒參與研究工作，行
政會議成員、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委員會
委員陳智思領導基金會公共政策部撰寫
報告。陳智思指出，社會創新是利用嶄
新的思維，突破傳統的方法，去幫助解
決社會問題。

他續說，若要令投放於社會創新的
人力、物力、財力得到更好的整合，
令資源的輸入可以產生理想效果，便
需用到社會效益評估，「特區政府是
社會效益評估中最主要的持份者，善
用評估機制能推進社會創新事業及政
策的發展。」
報告要求特區政府提升對社會效益評

估的了解及支援能力，並成立專項研究
中心，提供諮詢評估，令庫務署、審計
署等掌管或監督政府財務的部門，以及
社會福利署、民政事務總署等部門，充
分認識及善用社會效益評估機制。

促社創商界合作 賜社企機會
報告亦建議商界及社創人士合作，鼓

勵、推動有實力企業、商界人士，與資
源相對有限的社企或者社創人士進行合
作，並要求特區政府重新檢討採購政
策，令社企能得到公平機會。團結香港
基金總幹事鄭李錦芬指出，基金會亦希

望政府每年收集社會效益數據，衡量政
策能否帶給市民幸福生活，不應只倚重
本地生產總值等經濟數據的高低去量度
自身成就，這樣亦有利於評核政策的社
會價值。
另外，團結香港基金參考英國概念推

出「蜂樹盟」（Bees and Trees Alli-

ance）計劃，推動社創人士與商界精英
合作，協助雙方有效配對資源，讓香港
的社會創新事業能夠日益壯大。計劃共
有三個階段，包括初步評選、與企業配
對及演示會，即日起至4月29日接受初
創企業申請，得獎者會按排名獲得3萬
元至10萬元的獎金，用作發展社企。

智庫倡評估增社創政策效益

■團結香
港基金倡
議推行社
會效益評
估。
團結香港
基金供圖

■香港男女比例失衡持續。圖為市民在灣仔喜帖街大紅燈籠下漫步。
資料圖片

香港海關
關長鄧忍光
（右）昨與
墨西哥駐香
港及澳門特
別行政區總
領事布雅麗
交換《備忘
錄》。

黃錦星考察興建中的澳門輕軌系統，並了
解其環保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