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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招1.7萬人升大 比例創新高
連副學位計算 共2.1萬人「有着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2017年「大學聯

合招生辦法」（JUPAS）

今日放榜，本屆逾4.8萬

名申請人中，有1.7萬多

人獲得學士課程學額，取

錄比例為三成六，創文憑

試推行以來新高。不過，

本屆仍有2.7萬人未獲任

何資助課程取錄，有升學

專家提醒這批考生應及早

調整心態，密切留意各聯

招以外專上課程的剩餘學

額及招生安排，把握最後

機會。

大學聯招處昨日公佈放榜數字，今年的
JUPAS 申請人數為 48,502 人，當中

21,165人獲派學位及副學位課程學額，佔整體
申請者43%。由於文憑試考生人數逐年下降，
本年申請人數與取錄人數均見下降，取錄比例
則見新高。
在「有着落」的2.1萬名申請人中，17,675

人獲八大資助院校或自資的公大全日制學士
學位課程取錄，佔整體申請人數三成六，較
去年的三成四為高（見表），也是文憑試推
行以來新高。其餘3,490人則獲派副學士或高
級文憑課程。

近八成獲派第一組別
經JUPAS取錄的申請人中，有16,705人獲
派第一組別課程，當中有14,606人獲學士學
位課程，2,099人獲派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
程。獲派第二組別課程的申請人有2,105人，
佔總取錄人數大約一成，包括1,477人獲派學
士學位課程及628人獲派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
程。獲派第三組別的則有794人，佔總取錄人

數3.75%。

六狀元全入讀醫科
應屆6名七科5**「狀元」中，來自民生書

院的梁冠康早前表示首選報讀港大牙醫學院，
聖保羅男女中學兩名「狀元」鄧惠慈和李朗軒
打算報讀港大醫科，其餘3人均有志從醫。多
所大學昨日分別公佈收生情況，其中港大今年
取錄了5名「狀元」，他們將入讀港大「內外
全科醫學士」及「牙醫學士」，餘下一名「狀
元」修讀中大醫學（環球醫學領袖培訓專修）
課程。至於獲社會高度關注，患有俗稱「玻璃
骨」的何卓詠亦順利入讀港大法學士。
中大表示，今年共取錄2,916名聯招生，99.8%

為Band A考生，整體收生成績理想。理大則取
錄了2,342名聯招生，當中超過9成為Band Ａ考
生。科大則取錄了1,808名聯招生，入讀考生最
佳五科平均成績為5級，平均收生成績最好的學
科為工商管理學士 (環球商業管理)，錄了24人，
最佳五科成績平均為6.6。
至於政府推出的第三屆「指定專業/界別課

程資助計劃」（SSSDP）的全日制學士學位課
程，本年共錄取了1,262人，全部獲派首二志
願，其中獲派第一組別有1,113人，第二組別
有149人。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表示，如

同學獲聯招課程取錄，須於明日（8日）下午
5時前繳交5,000元留位費，以確定接納取錄
資格。早前已向聯招以外專上院校繳交留位費
的同學，如符合指定條件，可於本周三（9
日）中午前向有關院校申請退款。

學友社：DSE覆核僅約2%成功
另考評局將於本周三公佈文憑試成績覆核

結果，吳寶城提醒過往的覆核成功率只有約
2%，建議正等待成績覆核結果的考生宜用現
時成績部署升學出路，若已在聯招正式遴選
中獲取錄，應先接納取錄資格。
覆核後取得較高成績的同學，可於本周四

（10日）上午9時至下午6時透過聯招網上申
請系統提交申請，要求聯招院校以覆核後的
成績作重新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上午啟程前往北京，展開一連3
日的訪京行程，這是其上任後首次訪京。昨日抵
京後林鄭月娥首站即到訪故宮博物院，與正在此
參加「北京故宮博物院青年實習計劃」的香港學
生交流，她鼓勵港生珍惜難得的實習機會，主動
宣揚中國傳統文化，積極參與到香港和內地的文
化及文創事業。
林鄭月娥昨日下午抵京後，首站即前往故宮博
物院，看望了正在參加「北京故宮博物院青年實
習計劃」的香港學生。她特意穿了與學生們同樣
印有「回歸20周年」的白色T恤團服，與來自香
港和廣東的學生們親切交流，觀看他們雕刻印
章，就印章內容與學生們交談。有香港女生表示
自己很喜歡中國文化，期待以後有機會可以去香
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工作。
林鄭月娥鼓勵學生，珍惜難得的實習機會，多
多弘揚中國文化，以後能積極參與到香港與內地
的文化和文創事業。

現場還有一些學生用旋子彩畫手法製作鑰匙
扣，這個製作需要畫、剪、吹風加熱等多個步
驟，林鄭月娥興致勃勃地參與其中，完成了最關
鍵的最後加熱步驟。她藉此鼓勵學生們，這樣親
身感受中國文化的機會非常難得，應好好珍惜，
認真學習。
隨後，林鄭月娥參觀了正在故宮博物院展出的

「紫禁城與海上絲綢之路」展覽。這是故宮首次
利用院藏品舉辦反映海上絲綢之路的大型展覽，
集中反映了明、清兩代與外部世界的交流與互
動。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陪同參觀展覽。
林鄭月娥昨日啟程前表示，此次訪京將會拜訪

十多個中央部委及機構，主要圍繞加強香港在粵
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建設的參與進行探
討，亦會就「一地兩檢」拜會國務院港澳辦。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今天上午林鄭月娥將

到訪中國鐵路總公司，料將談到「一地兩檢」相
關內容；此外，今天還將與亞投行、教育部、中
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等機構負責人會面。

教育局副局長
蔡若蓮上任前

後，其「前教聯會副主席」身份，不斷遭
反對派作出連番「只談背景，不問能力」
的政治批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表
示，曾找過很多人，他們都各有其優缺
點，但要找一個有心服務教育界，又能承
受「熱廚房」熱度的人，「唔係大家想像
般容易」，而蔡若蓮是最合適人選。他又
指政府需要推行國民教育及香港基本法教
育，但國教的推行形式可再作專業討論。
楊潤雄昨日出席電視節目時表示，教育

界都是理性和實事求是的，不擔心蔡若蓮
上任後會遇到太大困難。他又指，不論蔡
若蓮的背景予人的感覺如何，只要她有誠
意，提出對教育界有益的建議，「我相信
只要我們認真去聽，各方都會願意坐埋一
齊去傾。」被問到會否不讓蔡若蓮參與推
行國教等相關工作，以免引起「火花」，
楊潤雄指當有政策推出時，他與副局長都
有責任推銷，向持份者解釋內容。
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視察時曾提及，特

區政府要着力加強對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亦
要加強青少年的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宣傳教育。
被問及特區政府會否因而要做更多相關的教育工
作，楊潤雄回應指，局方會不時作出相關檢討，
現時學校推行國民教育的彈性大，其進展亦持續
進步。他強調，香港需要推動國民教育，但形式
可作專業討論，而香港基本法教育亦要做，因這
與市民息息相關。

楊潤雄：「普教中」是長遠目標
他亦指「普教中」是政府的長遠目標，但學校

是否要用普通話教中文，要由校方自行作專業判
斷，當局會提供協助，這種模式最適合香港。就
審計報告曾提及教育局需就「普教中」成效作進
一步研究，楊潤雄認為在早前的研究中，有學校
會安排能力較好的學生讀「普教中」班別，而能
力較遜的則讀「粵教中」，學生的能力並不均
等，難以比較，令研究未必得到具決定性的結
果，故政府需考慮如何獲得更多資料作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子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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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PAS收生對比
項目

申請人總數

學士學位
取錄資格人數

獲派八大或自資的公
開大學學士學位課程

取錄人數

獲派第一組別課程人
數（包括學士、副學
士、高級文憑課程）

獲SSSDP「資助計
劃」課程取錄人數

註：括號內為佔總數百分比

資料來源：大學聯招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2017年度

48,502

21,165
（43.64%）

17,675
（36.44%）

16,705

1,262

2016年度

53,781

22,164
（41.21%）

18,234
（33.9%）

17,519

1,154

特首首站訪故宮
勉港生投身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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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訪京首
站到訪故宮博物
院。

製作旋子彩畫製作旋子彩畫

與港生交流與港生交流

參觀展覽參觀展覽

內地23歲大學畢業生李文星，日前被發現死
在天津市靜海區一個水溝中，公安部門偵查發
現，這是一個誤入傳銷陷阱殞命的慘劇！事件
在內地引起強烈反響，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
和公安部決定，從7月16日至8月15日，在全
國組織打擊和取締各種非法傳銷的統一行動。
非法傳銷在內地部分地方有愈演愈烈之勢，過
往也曾有港人北上時遇到過形形色色的非法傳
銷騙局，不同程度上當受騙。因此，有必要呼
籲港人到內地時保持高度警覺，避免誤墮非法
傳銷陷阱。香港警方也應主動加強與內地有關
部門的聯絡與合作，加強反非法傳銷的宣傳並
及時採取有效措施，斬斷可能伸向港人的傳銷
魔爪。

近年來，在內地一些省市，非法傳銷行為相
當猖獗，據估計，非法傳銷組織已經吸納數以
百億計資金。不法分子打着「直銷經營」、金
融創新、互聯網創業等等旗號，通過承諾給予
高額利益回報等欺騙方式，引誘不明真相的民
眾加入並控制其身心，有的甚至以人身禁錮的
非法手段，強迫受騙者參加及交出金錢。非法
傳銷已經成為「經濟邪教」組織，是擾亂正常
經濟秩序、違反法律規定、破壞誠信機制、危
害社會和諧穩定的毒瘤。

據專家分析，內地非法傳銷之所以屢禁不
止，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相關法規不夠完善
及有關部門對市場經營的管理不夠嚴密，缺乏
風險監管制度，沒有對非法傳銷形成聯動打擊
機制；也有社會環境變化，一些人心存一朝暴
富的僥倖心理等有關。現時，許多非法傳銷組

織靠互聯網來發佈經營信息，其組織者聲稱
「創業」和「勤勞致富」，有的還打着「金融
創新」、「互聯網推廣」等幌子，但這些經營
活動基本處於無人監管狀態，實質上是通過不
斷發展下線，用新加入者的資金來支付先加入
者的利息及讓組織者牟取暴利。一旦資金鏈斷
裂，就會使絕大多數參與者血本無歸，甚至導
致家破人亡。

據悉，非法傳銷有向香港延伸的跡象，有傳
銷者以到內地考察、旅遊的名義，通過網上或
其他渠道，向港人發出邀請。當受邀港人到達
之後，傳銷者就會帶他們去聽所謂講座、考察
項目等等，實際上是用賺大錢等誘惑來引誘其
加入。如果受邀者不上當，傳銷者一方面會威
迫利誘，另方面，也有可能取消原先說好的住
宿和旅費的優惠等等。雖然，目前還很少聽到
有港人被非法拘禁、強迫就範的報警案例，但
據一些港人反映，當他們拒絕付錢加入時，傳
銷組織者便出言恐嚇，他們不得不立即返回香
港。

要避免誤入傳銷陷阱，關鍵是要認清傳銷的
本質。傳銷並不是靠優質產品和服務來得到利
潤，而是靠發展所謂銷售人員，以此為依據計
算或付給報酬，或者是要求參加者以交納一定
費用為條件，以取得參加資格來牟取非法利
益，擾亂經濟秩序。這個行業從來沒有得到國
家工商管理部門批准，也是被國家明令禁止及
依法取締的非法經營行為。因此，港人在北上
時，要注意識別內地的非法傳銷行為，避免受
到暴利誘惑而招致金錢和精神方面的損失。

港人北上需避免誤墮非法傳銷陷阱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示，高鐵「一地兩檢」安

排方案經過反覆推敲，不存在推翻方案，市民可
在不違反方案的前提下，提出意見。她又指，明
白部分人對「一地兩檢」的疑慮可能是信心問
題，認為大家要以開放、包容的態度處理，以最
大公眾利益為依歸。「一地兩檢」是便民利港的
通關安排，具有充足的法理依據、扎實的民意支
持，反對派眼看對「一地兩檢」的炒作抹黑在坊
間反應冷淡，支持者寥寥，就企圖打着諮詢的幌
子留難、推倒「一地兩檢」，妄圖挾持、凌駕公
益利益，充分暴露反對派漠視民意、為反而反、
與民為敵的本質。

「一地兩檢」方案是特區政府與內地有關部門在
符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前提下，經過全面深入
細緻的研究和溝通協商作出的妥善安排，是雙方都
能接受的共識。「一地兩檢」將按照「三步走」完
成立法程序，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和香港立法
會通過，合憲合法，經得起法律的挑戰，而且做法
並無放棄香港本身的權利。

經過特區政府和法律權威學者的解釋，市民越來
越清楚認識到，「一地兩檢」只是將在內地進行的
出入境及清關程序搬至西九高鐵總站的特定區域，
令港人和乘客出行更加方便，而法律權利沒有任何
受損，也不會增加法律責任風險。只有落實「一地
兩檢」，才能發揮高鐵的最大經濟和社會效益，港
人才能享受到高鐵的快速便捷，讓香港融入內地高
鐵網，進一步加快香港的發展，因此絕大多數市民
都予以支持。經濟通及晴報在網上發起高鐵「一地
兩檢」的持續性民意調查，支持「一地兩檢」的民
意一路攀升。截至昨日，支持的民意已高達9成。

「一地兩檢」能否順利實施，民意是關鍵之一。
反對派為了令高鐵變成得物無所用的「大白象」，
在「一地兩檢」問題上胡攪蠻纏，一方面散播「割
地」、「削權」的謬論，危言聳聽，誤導民意；另
一方面臨時拉夫、糾集過氣政客組成所謂「一地兩
檢關注組」，要求就「一地兩檢」進行公眾諮詢，
企圖利用諮詢拖延時間，炮製虛假民意，無限放大
反對「一地兩檢」的聲音。

令人嘆為觀止的是，「一地兩檢關注組」的臨時
聯絡人兼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日前在電台節
目要求政府就高鐵「一地兩檢」進行公眾諮詢，但
被問到如果民意支持「一地兩檢」，她竟然反口覆
舌，大言不慚地聲稱：「如果市民支持便支持，我
可以繼續反對。」短短一句話，已經讓人看清反對
派要求諮詢的居心，諮詢不過是搶佔話語權的工
具，旨在狙擊「一地兩檢」、拖垮高鐵，真實民意
如何，他們根本不會理會。

將自己的政治立場、利益凌駕於香港之上，無視
主流民意，是反對派的一貫做法。有關雙普選的政
改諮詢一役，反對派與民意為敵表現得淋漓盡致。
當年儘管政府進行兩輪諮詢，有8成民意支持政府
在人大「8．31」框架下制定的普選方案，反對派
卻視若無睹，企硬綑綁否決政改方案，剝奪了港人
的普選權。如今，為推倒「一地兩檢」方案，反對
派又想故伎重施，重演扼殺政改方案的一幕。

反對派將利民利港的「一地兩檢」民生議題政治
化，不惜違背主流民意，犧牲公眾重大利益。市民
已經吃過太多苦頭，領教太多，這一次肯定不會中
招，會堅決支持「一地兩檢」，不讓反對派的圖謀
得逞。

「一地兩檢」豈能推倒重來 反對派漠視民意與民為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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