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水埗最窮 觀塘最多窮人
在職人口愈少愈窮 北區等8區就業好轉減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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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十八區貧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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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昨日發表的《2015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詳細分析各區貧窮狀況。政策介入前，觀塘的貧

窮率及貧窮人口均為最高，共有16.1萬貧窮人口，貧窮
率為26%。不過，在政策介入後，觀塘貧窮率大幅減少
9.2個百分點至16.8%，屬全港第二窮的地區。區內貧
窮住戶中，9.7%為新來港住戶、9.3%為單親住戶，分
別為各區中最高及第二高，並有68%貧窮住戶居於公
屋，顯著高於整體貧窮住戶的40.1%。
深水埗方面，在政策介入前的貧窮率為24.6%，僅次

於觀塘，而貧窮人口則有9.06萬，全港排行第八；但政
策介入後，貧窮人口則大減至6.26萬，貧窮率亦減少
7.6個百分點，但仍高達17%，屬全港最窮的地區。
對比2014年，該區貧窮率微跌1.2個百分點，但該區

在職貧窮情況較嚴峻，區內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為
7,400元，在職貧窮住戶的比例為38.6%，高於整體貧
窮住戶的36%。
報告指出，貧窮率較高的地區，在職工作人口比率普
遍偏低，較低技術階層在職人士比例則偏高，而該些地
區的兒童貧窮率亦通常較高。

10區貧窮率升 離島最勁
全港18區中，8個地區的貧窮率較2014年下跌，當

中以北區的跌幅最為顯著，按年下跌2.3個百分點。報
告指出，貧窮率下跌因區內就業情況轉好，失業率下
跌，全職工作人口及從事較高技術工作的比例上升。
相反，10個地區的貧窮率上升，當中以離島的升幅
最多，較2014年上升1.8個百分點。報告指出，該區因
退休長者增加，以致全職工作人口比例下降。
元朗的貧窮率亦上升1.2個百分點，排名連升四級至
18區中的第四高貧窮率，而區內貧窮住戶數目及人口
均為18區中第二高，僅次於觀塘。
報告指出，區內貧窮住戶中，有兒童及單親住戶的比
例分別為43.1%及10.1%，均為18區中最高；貧窮住戶
領取綜援的比例為21%，高於整體貧窮住戶的16.4%。
另外，政策介入後，最富裕地區為西貢，貧窮率只有

為9.7%；其次是南區，貧窮率為10.9%。報告指出，在
職人士當中較高技術階層比例愈高的地區，貧窮率則愈
低，故就業及技術提升有助防貧。

建制議員冀增津貼幫補基層
經民聯深水埗區議員梁文廣認為，貧窮率輕微下降因
區內受市區重建影響，愈來愈多私人樓宇落成，以致部
分較富有的市民因而搬到區內，相信貧窮人口沒有減
少。
他又說，因區內物價指數及租金較其他市區便宜，仍

然有不少基層市民於區內生活。
他認為，託兒服務不足令婦女無法釋放勞動力，使家

庭收入減少，建議政府增加相關服務，同時按通脹或車
費增加而調整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的金額，減低基層市民
支出。
民建聯元朗區議員梁志祥認為，區內單親家庭較多，
令全職工作人口下降，若單親家庭不領取綜援，生活亦
較為貧困，加上區內較多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以致
貧窮率上升。他建議政府應鼓勵地區就業，並簡化低收
入在職家庭津貼的申請手續，令更多基層市民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慧敏）

基層人士集中的深水埗，去年繼續

是全港最窮的地區，恆常現金政策

介入後貧窮率為17%，其次為觀塘

（16.8%）、黃大仙（16.2%）、

元朗（16%）及葵青（15.7%）。

西貢則是全港最富裕地區，貧窮率

只有9.7%。不過，按貧窮人口計

算，政策介入後觀塘區高達10.4

萬人活於貧窮線下；其次為元朗，

共有 9.32 萬貧窮人口。報告指

出，貧窮率較高的地區，其在職工

作人口比率普遍偏低，較低技術階

層在職人士比例則偏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扶貧委員會成員、社區
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認為，扶貧委員會工作合格，因為
推出了多項政策協助基層市民，在社福政策方面有逾90
分，但在經濟、房屋、教育及勞工等政策上則不合格，
足以扺消扶貧成效。
他又指，以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定出貧窮線扭曲了貧
窮數字，例如一人住戶貧窮線為3,800元訂得太低，
「單身拿4,000元不窮？棺材房月租也要千多元。」
何喜華續說，政府以公共資源協助基層有一定成效，
但不能幫助基層脫貧，而且社會整體財富不斷增加，但
基層市民無法分享經濟成果，無法改善他們實際生活。
他預計，明年公佈的堅尼系數將繼續擴大。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認為，政府可做的扶貧措施
已經做足，去年貧窮人口為97萬人，「已經做到要做的
事，有持續改善問題」。

柯創盛：九東貧況已改善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表示，現屆政府有決心解決
貧窮問題，扶貧措施亦有成效，以他所屬的九龍東選區
為例，雖然觀塘、黃大仙是貧窮地區，但近年情況逐步
改善，又建議政府與非牟利機構合作改善貧窮問題。不
過，他指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申請時間長及行政效率
低，促請政府加快審批，並增加宣傳。
另外，高峰會開始前，數個團體、約20人在政府總部

門外示威，他們反對政府取消「N無津貼」，並要求政
府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有團體因被拒進入而堵塞入口約
10分鐘，一度造成混亂，其後陸續散去。
「影子扶貧會」代表陳紹銘聲稱，貧窮率過去幾年只
有跌幅輕微，去年貧窮率為14.3%，與2014年相同，顯
示扶貧工作未見成效，仍有近百萬人活於貧窮下，長者
貧窮率更高達近30%，即每三個長者一個貧。他促請政
府訂立具體滅貧目標，訂立減貧路線圖，減少本地貧窮
率及貧窮人口。
爭取低收入家庭保障聯席代表李大成稱，本港仍有十
多萬在職貧窮家庭，對政府指扶貧有成效的講法感擔
憂。
他又指，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申請資格及程序繁複，
扶貧成效遠低預期，期望政府提早至今年第四季檢討政
策。

何喜華：扶貧委合格 社福逾90分

專家總結扶貧「官商民」齊推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昨日的扶貧高峰會除
了匯報香港最新貧窮情況外，扶貧委員會轄下的4個專
責小組的代表，即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羅致光、特別
需要社群專責小組主席蔡海偉、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
金專責小組主席張仁良及青年教育、就業和培訓專責小
組委員劉鳴煒亦在會上逐一匯報過去一年的主要工作。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感謝各委員在委員會「由下而
上」的運作模式下，為政府的扶貧工作提出很多富建設
性的建議，協助政府吸納民間意見，凝聚共識，制定適
切措施，充分發揮委員會作為扶貧工作重要平台角色。

「社創倡自強」促創新經濟
下午的部分，高峰會亦分別就「扶貧工作的未來路

向」和「社創倡自強」作專題分組討論，並邀請了不同
界別的專家出席，分享他們參與扶貧工作及在香港推動
社會創新的經驗及見解。最後，林鄭月娥連同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建宗、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及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許曉暉，與各與會人士
就扶貧議題作公開討論。

鄧良順：向青年展示不可能變可能
有參與「社創倡自強」專題分組討論的青協督導主
任鄧良順表示，委員會請來三名講者分享其機構的經
驗，讓與會者一同思考社會創新如何帶動經濟效益，
包括一名設計學教授以生死教育為例子，談及如何將
文化元素注入社會創新並帶動轉變，引來不少人討

論。
鄧良順表示，昨日的分享令他感受最深的，是許多項
目都需要透過官商民合作去推動，「透過這些配合，將
不可能變成可能，特別是向青年帶出『可能』思想。」
但他指出，現時香港社會上有許多不同的制度，可能因
為政策上的要求而帶來一些不便與掣肘，希望當局改善
流弊。
對於報告指不少持專上或大學學歷的人士均處於在職
貧窮狀況，鄧良順指香港回歸後，取得大學或大專學歷
的人較從前多，反映大學或大專生不再是「天之驕
子」，部分不太吃香科目的畢業生須要面對激烈競爭。
他呼籲年輕人要實事求是，不要過於揀擇工作，應先建
立自己工作經驗及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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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委員會總結
過去一年的主
要工作。

梁祖彝 攝

對於游蕙禎、梁頌恆在立法會議員宣誓就職公
然辱國，鼓吹「港獨」事件，香港市民無不義憤
填膺，群起聲討，更有市民發起聯署，要求游、
梁道歉及收回有關言論並呼籲立法會依法取消其
議員資格，參與的市民已達7萬多人，反映出主
流民意已經形成一股不可阻擋的強大潮流。令人
氣憤的是，游、梁二人至今依然在閃爍其詞、百
般推搪、死不認錯；一些反對派議員也是避重就
輕、包庇縱容。這種與香港主流民意為敵的態
度，充分暴露出反對派的真實本質。廣大市民強
烈譴責反對派這種縱容包庇的做法，呼籲立法會
要採取果斷行動，譴責游蕙禎、梁頌恆的卑鄙做
法並依法取消其議員就任資格。

近日香港主流民意繼續強烈譴責游蕙禎、梁頌
恆在立法會宣誓儀式上公然侮辱國家和民族的事
件，不僅特區政府發表嚴正聲明予以譴責，而且
大批市民參與網上聯署，要求游、梁二人公開道

歉及收回錯誤言論，許多市民更到立法會大樓請
願，呼籲立法會要對游、梁進行譴責並依法取消
其議員就任資格。但是，游、梁至今還不肯承認
錯誤及道歉，甚至反咬一口，妄稱什麼「行政機
關干預立法會事務」云云；一些反對派議員出於
其是非不分、顛倒黑白的本質特性，在這個涉及
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選擇了與游蕙禎、梁頌恆等
「激進本土」勢力同流合污的態度，為游、梁等
人百般護短、包庇縱容，還玩弄避重就輕的手
法，企圖轉移視線，讓游、梁二人蒙混過關。

這種與主流民意為敵的態度，激起了香港社會
更大的憤慨，有市民計劃將行動升級，準備在本
月19日發起大規模遊行示威，以表達洶湧澎湃
的強大民意潮流，這充分反映出香港社會雖然是
有着高度包容和開放的傳統，但絕大多數市民都
不認同反對派這些激進極端的做法，更不接受極
少數無恥之徒公然侮辱國家和民族的行為。事實

上，反對派百般包庇縱容游、梁二人惡行的做
法，將是徒勞無功的。因為，游、梁二人的卑劣
行徑，不僅僅是侮辱了國家和民族，而且嚴重違
反了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和有關的法律。

國家憲法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
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基本法第
1條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離的部分」。第104條規定立法會議員在
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而依法宣誓就是要依照
《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9條進行，而一旦議員
不遵從第19條的規定進行，其宣誓不被接納，
就可以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第 21 條的規
定，取消其就任資格。

游蕙禎和梁頌恆在12日宣誓儀式上的行為，已
經表明他們並不擁護基本法，不願意效忠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其宣誓中所故意發出

的言辭，更顯示其蔑視中國的態度，侮辱所有中
國人民。因此，游、梁二人根本沒有資格擔任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議員，其
「就任資格」就理所當然地應被依法取消。

「多行不義必自斃 」，游蕙禎、梁頌恆等極少
數激進分子，過去一直打着「港獨」的旗號，在
社會上招搖撞騙，現在又公然在立法會宣誓儀式
上「播獨」搗亂，而且還不知悔改，肆意挑戰香
港社會的底線，廣大市民對此已到了忍無可忍的
地步，強烈呼籲立法會要依法取消其議員資格。

至於部分反對派議員對其百般護短，與主流民
意為敵的行為，不僅充分暴露了反對派的本質，
更是一種「自殘」的行為。歷史終將證明，任何
破壞「一國兩制」、影響香港社會長遠繁榮穩定
的行為，任何背離香港主流民意的舉動，任何有
損國家及民族尊嚴的行徑不僅注定要失敗，也會
被廣大香港市民所孤立及唾棄。

與主流民意為敵者 最終必定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