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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大半年的黑色暴力，加上目前的新冠肺炎疫

情，嚴重衝擊香港經濟，影響廣大市民，有工商界人

士更預料，香港未來半年或出現「海嘯式」結業、裁

員潮。有見財政預算案將於本周三公佈，工聯會昨日

到政總外請願，要求全民派一萬元，並善用百億抗疫

基金。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醫管局前主席胡定

旭亦要求政府派錢及設立失業援助。

半年內恐現「海嘯式」結業裁員潮
廠商會倡派錢刺激經濟 民記工聯促全民派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八大非本地生學額及學費
院校

港大

中大

科大

城大

浸大

教大

理大
嶺大
#總數包括內地生及其他非本地生
*相關院校只提供內地生數字

資料來源：各大院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學額

2019/20
學年

約700#
（350內地生）

640#
（約300內地生）

508#
（約190內地生）

約500#

約200#

約130#

約250內地生*

67內地生*

2020/21
學年

招生進行中

視情況而定

508#
（約190內地生）

約500#

約200#

約130#

約250內地生*

約70內地生*

學費

2019/20
學年

16.4萬元

14.5萬元

14萬元

14萬元

14萬元

14萬元

14萬元

14萬元

2020/21
學年

17.1萬元

14.5萬元

14萬元

14萬元

14萬元

14萬元

14萬元

有待確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在修例
風波、新冠肺炎夾擊下，香港各大學
對非本地人才的吸引力受到衝擊。香
港文匯報向8所資助大學查詢2020/21
新學年非本地本科生招生資料（見
表），其中港大學費將增加4%，嶺大
仍待確認外，其餘6大則凍費。至於學
額方面，多間大學均與2019/20學年相
若，不過港大及中大回覆時卻避談學
額預算，只稱「招生進行中」及「視
情況而定」。有教育界人士指，社會
動亂加上疫情夾擊下，令本地大學今
年招生情況並不樂觀，擔心會降低收
生質素。
在8間資助大學中，港大非本地生學

費由將本學年的16.4萬元增至新學年
的17.1萬元，升幅4.3%；學費次高的
中大則維持學費為14.5萬元，科大、
理大、城大、浸大、教大學費也與去

年相同，均為14萬元；而嶺大則指學
費仍待確認。

新學年學額 港大中大無提供
港大及中大往年均有提供非本地生

招生學額數據，不過今年卻明顯更為
保守，未有提供新學年預算數字。港
大解釋指，2020年入學的本科生招生
尚在進行中，暫未有具體數字作比
較；中大則表示，來年招生人數將會
視乎整體情況而定。
其他資助大學方面，科大、城大、浸
大及教大，亦有提供2020/21學年非本
地生學額總數，分別為508個、約500
個、200個及130個，均與本學年一
樣。
城大表示，2020年度會一如既往展開

內地招生宣傳工作；浸大未來亦會到海
外不同國家及內地各省市介紹大學的本

科課程及入學資訊。
至於理大及嶺大，則主要提供內地
生學額數字，前者預計錄取約250名內
地生，後者則約70名，與本學年相
若。理大指會一如以往，積極從世界
各地招收優秀學生。
過去大半年香港社會受反修例風波

影響，多所大學校園更被暴徒肆意破
壞，國際教育機構「泰晤士高等教
育」去年9月曾表明，社會事件會令海
外學者和學生對香港產生疑問，令大
學人才流動面臨風險；當時城大更坦
言，有近百名非本地學生放棄來港升
學。而在今年1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會議，多位成員亦提到香港歷經社會
動盪，對各大學未來招攬海內外教職
員和學生表示關注。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

香港接連受到社會動亂、新冠肺炎先

後衝擊，2020年各大學招非本地生情
況勢難樂觀。
他表示，本地政治環境走向極端，

校園內甚至出現排斥內地生的情況，
或令內地尖子抗拒來港升學，而疫情
持續，也會阻礙大學的宣傳及解釋工
作。

教界恐黑暴疫情令收生質素降
對於多所大學維持與今年相若的非

本地生學額，張民炳提到，港校競爭
激烈，每年均有數以千計內地生及海
外生爭奪數百個學位，即使申請減少
都未必影響最終收生人數，但擔心選
擇香港的尖子減少，影響收生質素，
「不過內地仍有許多優秀學生，能獲
錄取者始終具備一定能力。」
他又強調，不論學生來自何處，大

家均應以包容的態度相處。

6大非本地生學費凍費

香港過去一年經歷一波三
折，先有中美貿易摩擦影響外
貿，之後有修例風波衝擊社
會，現受新冠肺炎病毒侵襲，
令香港經濟陷入寒冬。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指出，對於新一年度財
政預算案內容，市民也許最關注當中的紓困措施
或赤字規模，惟特區政府資源有限，新年度財政
預算案不可能完全滿足所有人的要求，而撐企
業、保就業是應對經濟下行的關鍵目標。

陳茂波表示，回看過去香港經濟在經歷衝擊
後，都會逐漸回復到其原來的發展軌道，而低潮
過後，經濟一般會有較大幅度的反彈。如果在低
潮時能撐住企業、保住就業，維持市場對未來的
信心，將有助企業在經濟回升時盡快讓業務重回
正軌，令就業市場較快回穩。他強調，「撐企
業、保就業」是應對經濟下行時的關鍵目標。

陳茂波：財案難滿足所有人
新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將於本周三公佈，陳茂波

指出，預算案中的措施不少是源自市民及不同界
別的建議，但特區政府資源始終有限，這份預算
案不可能完全滿足所有人的要求。
陳茂波亦感謝各界在編制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的

過程中提供協助，能夠更聚焦在各位關心的議題
上，並努力尋求可行的解決方案。
他表示，幾經艱辛，最終敲定預算案的內容，

並指在預算案諮詢期間，有人形容這是歷來最難
做的預算案之一，也有人笑說：「難為了波叔。」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財案撐企業保就業 利經濟速回正軌
��
�4BZ

廠商會行政總裁楊立門昨日
在港台節目《城市論壇》

上指，社會事件發生超過半
年，不少企業原本已經在
「捱」，今次疫症是對企業再
次打擊。
他續說，中小企佔香港90%
以上，預料未來半年或出現
「海嘯式」結業及裁員潮，認
為政府應動用豐厚財政儲備，
直接派錢刺激經濟，以解燃眉
之急。

周浩鼎憂唔派錢經濟更差
出席同一節目的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周浩鼎要求政府推全民
派錢，每人1萬元。他續說，政
府出現財赤原因是客觀經濟環
境，加上是次疫情造成，並非
一個長期因素，故政府應該特
事特辦，在預算案中全民派錢
及成立失業援助金，「如果經
濟差仲唔派錢、大刀闊斧，經
濟可能更差。」
對於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
光曾表示不考慮成立失業援助
金，周浩鼎直言感到「奇怪 」
且不能苟同，指現時「救企
業」措施未必完全照顧到僱
員，批評若政府拘泥於行政關
卡，不會做到好的安排。

胡定旭：推失業援助「及時雨」
節目另一嘉賓、醫管局前主
席胡定旭認為，現時香港是
「屋漏」遇上「打風」，不少

人已經在放無薪假，政府在非
常時期應該特事特辦，考慮派
錢或消費券刺激經濟。對於財
赤問題，他認為「應使錢就使
錢」，香港有豐厚儲備，相信
可以捱得到。
他又指，政府應推出失業援

助，達到「及時雨」效果。針
對行政複雜、需增加大量人手
處理的問題，他認為可外判程
序，同時為社會增加就業機
會。
時事經濟評論員李兆富亦認

同全民派錢可以刺激消費意
慾，又指若有人不需要該筆款
項，可呼籲他們自行捐予有需
要的人，整體上更易管理。

工聯促助「製罩」港企聘人手
另外，工聯會昨日手持寓意

「禁止炒賣防疫物資」的道具
和標語到政總外請願，又高呼
「取消暫繳薪俸稅」、「全民
派一萬」、「盡快取消強積金
對沖盡快為低薪僱員代供5%強
積金」等口號，要求特區政府
推出多項措施讓廣大市民即時
受惠。
由於有商店趁機將防疫物資

如口罩、酒精、潔手液等售價
抬高，工聯會亦建議當局資助
有能力製造口罩和防疫消毒清
潔用品的本地企業，讓他們增
聘人手趕工，務求盡快增加口
罩及防疫物品的數量等，讓市
民可以用合理價錢購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新冠肺炎疫情重
創各行各業，失業率攀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
前公佈向失業一個月以上，而在今年4月之前曾
領取在職家庭津貼或各項學生資助計劃的人，發
放最多3個月的現金津貼。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
致光昨日發表網誌表示，考慮到經濟和低收入住
戶的需要，決定將該措施簡化，讓更多低收入住
戶能更快受惠。
羅致光表示，考慮到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負

面影響和向低收入住戶迅速提供援助的需要，特
區政府決定透過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的現

有資料庫，直接向每個合資格的職津住戶和設入
息審查的學前和中小學學生資助住戶，提供一筆
過的特別津貼，藉此減省審批程序，讓更多低收
入住戶能夠更快受惠。

羅致光料4個月可發款項
他預計，約58,000個職津住戶及145,000個學
生資助住戶將受惠於這項一筆過特別津貼，職津
住戶可獲的一筆過金額相當於兩個月的津貼額，
而學生資助住戶可獲一筆過4,640元的津貼，整體
開支約為9.9億元，料4個月內開始發放款項，並

認為，4個月時間仍是偏長，「我們仍會努力，愈
早愈好。」
羅致光提及，有議員多次提出成立失業援助

金，並表示若大家認真想成立失業援助金，必須
一同討論失業援助金與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關
係，以及相關的供款問題。
他認為，世界上沒有一種失業援助金是既不需

要供款也不需要入息或資產審查的，至今仍沒有
人願意認真討論。
羅致光指出，當前急務是聚焦支援低收入的家

庭，一解燃眉之急，即使成立「臨時」失業援助
金，也是遠水不能救近火，而防疫抗疫基金，較
集中援助由2019年下半年至今深受影響的數個行
業，下一步要待財政司司長公佈的紓困措施。

一筆過特津擬簡化速惠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在2019年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房屋政策
新措施，其中一項是要求市建局在其重建項
目中提供更多「首置」或其他類別的資助出
售房屋單位。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昨日發
表網誌表示，要長遠和持續地提供「首置」
房屋，其中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是由政府
直接向市建局提供土地興建房屋，這樣可大
大減輕市建局以高於市價的「七年樓齡」價
格收購舊區物業所造成的沉重財務負擔，亦
可以從重建項目的收入撥出額外資源，興建
「首置」房屋。
韋志成表示，已經從未來5年內可以發售樓
花的項目中，挑選了兩個合共可提供約1,400
個單位的項目，詳細研究將有關單位以「首
置」形式發售。至於「煥然懿居」的剩餘40
餘個單位，由於政府已放寬由香港按證保險有
限公司提供的最高九成按揭貸款安排，市建局
正計劃將該項目剩餘的三房單位，同樣以「首
置」形式發售。

可紓收購舊區財務負擔
韋志成認為，要長遠和持續地提供「首置」

房屋，既非單靠錢能辦得到，也非單依賴市建
局的重建項目來提供。他建議，由特區政府直
接向市建局提供土地興建房屋，作為市區更新
項目的調遷單位，這可大大減輕市建局以高於
市價的「七年樓齡」價格收購舊區物業對現金
流造成的沉重財務負擔，亦可以從重建項目的
收入撥出額外資源以興建「首置」房屋。

以「煥然懿居」純建築成本每平方呎4,500元來作比
較，在九龍區平均用1.8萬元來收購一平方呎舊樓物業
的成本，便足夠在政府提供的土地上，興建4平方呎的
新住宅面積來靈活運用，較符合成本效益。
他舉例，安達臣道推出的「首置」項目，開發成本約
108億元，能夠興建9,000個至10,000個單位，每個單
位所涉及的土地成本約為110萬元。若以此作比較，市
建局5年業務綱領計劃內的21個項目，預計可提供
17,000個住宅單位，但收購成本約1,000億元，即每個
單位的土地成本約590萬元，是開發安達臣道住宅土地
的5倍。
他認為，開拓新發展土地來興建住屋，較用舊樓重建

的方式來發展，更具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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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準備本周三發表新一年度財
政預算案。 網誌圖片

▶ 工聯會請願，要求政府於財政預
算案中盡快落實惠民措施，善用百億
抗疫基金。

■■香港大學香港大學20202020//2121學年的學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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