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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貧 窮 率 及 貧 窮 人 口
年 份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貧窮人口 (政策介入前) 134.8萬 132.2萬 129.5萬 131.2萬 133.6萬 132.5萬 134.5萬 135.2萬

貧窮人口 (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 104.3萬 103.1萬 100.5萬 101.8萬 97.2萬 96.2萬 97.1萬 99.6萬

貧 窮 率 (政策介入前) 20.6% 20.1% 19.6% 19.6% 19.9% 19.6% 19.7% 19.9%

貧 窮 率 (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 16% 15.7% 15.2% 15.2% 14.5% 14.3% 14.3% 14.7%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2016 年 各 區 貧 窮 情 況 ( 部 分 )

地 區 貧窮人口 貧窮人口 貧窮率 貧窮率

(政策介入前) (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 (政策介入前) (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

北 區 6.9萬 5.5萬 23.3% 18.7%

深水埗 9.2萬 6.3萬 24.6% 16.8%

元 朗 13.4萬 9.8萬 23% 16.8%

觀 塘 15萬 10萬 24.3% 16.2%

離 島 2.8萬 2萬 20.1% 14.2%

沙 田 11.7萬 8.5萬 19% 13.9%

灣 仔 2.1萬 2萬 13.6% 12.7%

東 區 7.6萬 5.8萬 14.8% 11.3%

南 區 3.7萬 2.7萬 15.4% 11.1%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連續四年 窮人少於百萬
貧窮率19.9%錄新高 扶貧形勢嚴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香港貧窮問題日趨嚴重，扶貧委

員會昨日公佈最新貧窮情況，去年本港貧窮人口多達135.2萬

人，按年增加7,000人，貧窮率達19.9%，創2009年有紀錄

以來的新高，平均每5名港人便有1人生活於貧窮線以下。在

特區政府推出長者生活津貼及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恒常現金

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跌至99.6萬人，貧窮率降至14.7%，

連續4年少於100萬人，但按年增加0.4個百分點，亦是4年

新高。政務司司長、扶貧委員會主席張建宗坦言，人口老化抵

消政府介入措施的力度，面對人口高齡化，相信未來貧窮人口

收窄的空間不大。

扶貧委員會昨日公佈《2016年
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及最新貧

窮線，去年貧窮戶達58.2萬，貧窮
人口達135.2萬人，俱錄得按年增
加。然而，由於香港「貧窮線」是
採取相對貧窮的概念，加上去年經
濟溫和增長，以致貧窮線水平上
升，其中一人及四人住戶月入少於
4,000元及18,500元便界定為「貧
窮」，高於 2015 年的 3,800 元及
17,600元。

人口老化衝擊扶貧政策成效
在政府恒常現金政策（即綜援、

長者生活津貼及低收入在職家庭津
貼等）介入後，成功協助35.2萬人
脫貧，貧窮人口跌至99.6萬人，但
仍較前年的97.1萬人為高。報告指
出，去年港人整體工資升幅為
3.7%，但收入最低的10%僱員收入
增幅達4.7%「跑贏大市」。
報告指出，隨着經濟增長，在職

住戶貧窮率遠低於整體並維持有紀
錄以來的低位。非從事經濟活動的
貧窮住戶高達77.3%，當中60%為
長者，其貧窮率為整體水平的 4
倍，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仍較2015
年增加22,500人，主要因貧窮長者
增加所致。張建宗坦言，人口老化
帶來的結構轉變不能逆轉，衝擊政
策介入帶來的改善，承認在人口高
齡化下，貧窮人口收窄的空間小。

張建宗有信心明年顯著改善
近年政府用於社會福利開支大
增，由2013/14年的516億元增至
2016/17年的638億元。其間推出
長者生活津貼、低津及優化長者申
領綜援安排，惟政策介入後的貧窮
人口不跌反增。張建宗指出，人口
老化，雙老家庭造成小型住戶增
加，推升貧窮人數，因貧窮線用收
入來界定，每年有數萬名長者退休

沒有收入，但部分人仍有資產。
張建宗指出，政府沒有水晶球能

預知未來的長者貧窮狀況，但明年
將推行優化長者生活津貼，香港按
揭證券公司亦有終身年金計劃，
「現時約有10萬名符合資格領取優
化長津的人處於貧窮組別，有信心
2018年長者貧窮情況能有顯著改
善。」他否認不推行全民退保，且
鼓勵長者重投勞動市場是「殘
忍」，指不少「少老」身體狀況健
康，只是讓他們「多一個選擇」重
投就業市場。
除了更多長者住戶墜入貧窮線，

青年的貧窮率在政策介入後亦按年
增1.1%至近4,000人。經濟分析及
方便營商處首席經濟主任吳慧蘭表
示，18歲至29歲的青年貧窮人口中
86%並無從事經濟活動，大多為搬
出家庭的學生，他們甚少申領政府
福利。

梁志祥促放寬長者津貼門檻
扶貧委員會成員、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梁志祥表示，政府派發現金援
助，惟貧窮人口仍高達99萬人，情
況嚴峻，且政府於過去3個財政年
度合共投放1,107億元卻依然未能
成功調低香港貧窮率，令人失望，
也質疑政府現行扶貧措施缺乏聚
焦，未能有效地幫助市民脫貧。他
認為政府未來或需向長者增撥現金
福利支援，並應針對長者貧窮情況
從速考慮放寬「長者生活津貼」申
請門檻。
社聯表示，去年貧窮長者人口高

達31.5萬人，政策介入後仍有近22
萬人，情況令人憂慮。社聯指出，
現時退休保障不足下，長者收入遠
低於在職住戶，將持續推升貧窮率
及貧窮人口，促請政府重新考慮全
民養老金制度，並取消提高長者綜
援申領年齡的限制。

2015年及2016年貧窮線
住戶人數 2016年貧窮線（元） 2015年貧窮線（元）

1人 4,000 3,800

2人 9,000 8,800

3人 15,000 14,000

4人 18,500 17,600

5人 19,000 18,200

6人及以上 20,000 19,50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6/17年度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
津），其扶貧成效是社會焦點之一。《2016年
貧窮情況分析報告》指出，低津投放6億元，
成功協助近2.3萬人脫貧，減貧率達0.3個百分
點，扶貧效率最高。

綜援實質減貧幅度最大
報告指出，去年各項恒常現金項目估算投放

金額達387億元，當中以綜援實質減貧幅度最
大。特區政府去年共發放152億元綜援金，成
功令18.9萬人脫貧，減低貧窮率達2.8個百分
點，其次為長者生活津貼，投放125億元令
10.3萬人脫貧，減貧窮率1.5個百分點。
若從資金投放與減貧率計算扶貧成效，則以

低津最高，僅6億元便成功令5,600個非綜援在

職住戶、約2.3萬人脫貧，當中9,500人為兒
童，平均每1億元的津貼便令近4,000人脫貧。
政務司司長、扶貧委員會主席張建宗表示，低
津對兒童及單親住戶的扶貧成效更顯著，分別
令該群組的貧窮率降低0.8及0.9個百分點。另
外，恒常非現金項目(即公屋)去年的投放金額達
338億元，成功令23.4萬人脫貧，減貧率3.4個
百分點。

申領低津手續亟待優化
然而，低津推出至今為人詬病，被指手續繁

多及工時規定嚴苛。政府原定70萬人受惠，惟
直至今年7月僅12萬人獲批，故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已於任內首份施政報告宣佈放寬申領資格
及加大津貼額等優化措施。
單親媽媽張小姐是其中一名不合資格的申請

者。她任職保安員，日做12小時，月入1.3萬
元，與女兒二人租住月租5,200元、約100呎的
劏房，「我身體不好，不想做12小時，但做8
小時又不夠交租。」她指出，女兒18歲就讀大
專院校，會做兼職幫補家計，惟低津需計算在
學子女的收入，結果二人收入超標，只能申請
每月600元的交通津貼。在優化計劃下，申領
資格由入息中位數的一半升至70%，張小姐有
望被納入申請範圍。她促請當局盡快落實優化
方案，並豁免在學子女的兼職收入。
爭取低收入家庭保障聯席組織幹事李國權表

示，領取低津的規定過高，反應不理想。他贊
成政府優化方案，認為可起防貧的作用，希望
日後社福政策能朝着防貧的方向推進，同時促
請當局在制訂貧窮線時考慮收入以外的因素，
確切反映貧窮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香港貧窮
人口再創新高，當中以深水埗、葵青
及觀塘區的貧窮率最高，均逾24%，
即每4人便有1人活在貧窮線以下。但
在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率則以
北 區 （18.7% ） 、 深 水 埗 及 元 朗
（16.8%）最高。

全職工作人口少 推高北區貧窮率
貧窮人口最多地區為觀塘達15萬人，

其次的元朗有13.4萬人；灣仔、離島及
中西區的貧窮人口最少，均不足3萬人。
以貧窮率計算，最低地區為灣仔及中西
區，僅13.6%及13.9%；而政策介入後貧
窮率最低地區分別為南區的11.1%。
報告解釋，住戶全職工作人口比例愈

高的地區，貧窮率則愈低。舉例而言，
中西區的全職工作人口比例為各區之
首，高達49.8%，其貧窮率在政策介入
前僅為13.9%。至於政策介入後貧窮人
口冠絕全港的北區的全職工作人口比例
最低，僅 42.8% ， 其 貧窮率高達
23.3%。同時，區內從事較高技術在職
人士比例愈高，其貧窮率則較低，以葵
青區及北區為例，當區從事較高技術階

層的人口分別為29.8%及33.3%，故區
內人士面對貧窮風險較大。

逾半收入交房租 基層最需住公屋
北區居民郭小姐一家三口活於貧窮線

下，僅靠任職替更的士司機的丈夫維
生，月入僅8,000元至10,000元且收入
不穩，區內劏房租金卻高達逾 6,000
元，難以負擔，數年前只好搬到月租
5,000元的鐵皮屋居住。她表示，北區貧
窮問題嚴重，區內劏房「爆滿」，連鐵
皮屋亦很有市場。
她續說，現時全家逾半收入用作交
租，早前業主更有意收回單位，擔心被
加租或迫遷。雖然她有申請低收入在職
家庭津貼，惟認為現金津貼非解決貧窮
之道，促請政府興建更多公屋單位。
民建聯北區區議員曾興隆表示，北區
靠近邊境，吸引不少新來港的家庭聚
居，且區內數個大型公共屋邨入伙逾30
年，相信因人口老化推高貧窮率。
他續說，接觸逾半的求助個案均因住
屋問題困擾，區內基層對房屋需求殷
切，不少人輪候公屋長達5年至6年，
促請政府增加公屋單位供應以助脫貧。

低津助2.3萬人脫貧最高效

北區貧窮率最高 觀塘窮人最多

■張建宗、羅致光和吳慧蘭(左一)、陳萃如(右一)昨日會見傳媒公佈最新貧
窮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扶貧委員會昨日公佈最新扶貧委員會昨日公佈最新
貧窮情況貧窮情況，，在政府推出恒常在政府推出恒常
現金津貼政策介入後現金津貼政策介入後，，貧窮貧窮
人口跌至人口跌至9999..66萬人萬人，，連續連續44
年少於年少於100100萬人萬人。。

■■觀塘貧窮人口觀塘貧窮人口1515萬萬，，
為全港各區之最為全港各區之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