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貧委員會昨日舉行第2次大會，身兼
扶貧委員會主席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
示，會議通過撥款2.6億元予關愛基金延續
包括為清貧學生提供午膳津貼等3個項目；
至於有委員表示會議曾討論貧窮線的訂立
方法，要加入入住公屋的福利轉移，有指
這將令貧窮人口大大減少，她重申設立貧
窮線不是為追求一個數字，而是量度政策
的成效，以使真正幫助弱勢社群及低收入
人士。但她認同公屋政策有效幫助低收入
家庭，對未來政策亦有指導作用，需要探
討的是 「將其量化的時候，應該用什麼方
法去做」 。 本報記者 張綺婷

訂貧窮線非為做靚盤數
林鄭回應揣測 強調工作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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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灣仔區連續6年蟬聯全港 「有錢人」
的聚居地，但自置居所的比例卻逐年下跌。統計處最
新數據顯示，全港住戶去年的每月入息中位數達2.07
萬元，較2011年上升3.5%。灣仔區的住戶月入息中位
數達3.3萬元；觀塘區則是 「最貧窮」，住戶月入中
位數為1.61萬元，置業率全港最低，僅33.3%。不過
，市民收入愈高並不代表置業比例愈大，灣仔區的自
置居所比例急跌至56%，在18區中只排行第10位。

統計處昨日發表人口及住戶統計資料報告書，概
述本港去年人口特徵。去年全港人口多達706萬，年
齡中位數較2011年高1歲，為41歲。人口最多是沙田
區，有63.4萬人，其次是觀塘區，有62.7萬人。

全港家庭住戶數目有近239萬戶，每戶平均有2.9
名成員。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達2.07萬元，較2011年

的2萬元上升3.5%；亦較2008年金融海嘯時的1.84萬
元，大幅上升12.5%。

灣仔續成港最富有地區
按18區劃分，灣仔區住戶連續6年成為全港最富

有的地區，去年月入中位數升至3.3萬元，比前年的3
萬元上升10%；而基層市民集中的觀塘及深水區，
雖然月入中位數有上升，但仍是全港最貧窮地區，入
息中位數分別為1.61萬元及1.7萬元，比前年分別的
1.55萬元為高。

不過，以自置物業比率計算，灣仔區居民置業率
由2008年的59.9%，跌至去年的56%，與同樣富貴的
中西區低近2%；而最貧窮的觀塘區，置業率為33.3%
，是全港置業比例最低的地區。

醫管局董事局添新成員
【本報訊】政府委任3名新成員加入醫院管理局董事局

，分別是中文大學醫學院暫任院長陳家亮、養和醫院副院長
梁憲孫及註冊會計師甘博文，而現任成員蔣麗婉、彭耀佳及
葉健雄再獲委任。除陳家亮任期1年外，其餘5人任期為2年
。所有安排將於下月1日起生效。

陳家亮是腸胃肝臟科專家，現為中大醫學院暫任院長；
梁憲孫是養和醫院副院長，香港大學血液及腫瘤科講座教授
，陳及梁同為為醫護人力規劃及專業發展策略檢討督導委員
會的成員。

甘博文則為註冊會計師，現任財務匯報局行政總裁，並
於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院及香港城市大學會計學系分別擔任
兼任副教授和兼任教授。

香港公立醫院持續出現 「醫生荒」，梁憲孫表示，成為
醫管局董事局成員後最關注醫管局醫生持續短缺問題。他說
，聘請海外醫生是方法之一，但現時醫管局有些地方已達樽
頸，把行政措施理順，亦能增加醫生做事效率。

另外3名於2011年加入醫管局董事局的現任成員，包括
蔣麗婉、彭耀佳及葉健雄，則再獲委任。而離任的3名醫管
局成員霍泰輝、李金鴻和李大壯，他們分別任職逾7至9年。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八日電】紀念沙士
疫潮10周年，中醫藥防治重大傳染性疾病研討會日
前在廣州舉行，來自內地及香港專家共同商討。香
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蔡啟明認為，沙士危機帶來香
港中西醫合作契機，成為香港醫療歷史的一次突破
和重要里程碑，並加強醫管局發展中醫藥的信心，
促進香港中醫藥發展。目前，新傳染病多，中醫藥
還可發展其他急性傳染性疾病治療。

蔡啟明說，2003年2月22日，面對沙士疫症擴
散的緊急情況，治療面臨挑戰，知名醫學教授梁秉
中提議邀請內地有經驗中醫專家來港支援。不過，
香港醫療系統是中西發展分開，醫管局提供中醫服
務有限。避免市民的擔憂，為此考慮創新安排。同
年4月10日，醫管局召開諮詢小組會議，探討在港
採用中藥協助治療。第二天，政府就沙士疫情首次
派員赴廣州與廣東省衛生廳交流。此外，成立醫管

局中醫顧問、專家小組，邀請國內治療沙士有經驗
中醫師來港。

當時廣東省在防治沙士方面有豐富經驗，醫管
局選擇了與廣東省專家合作。同年5月3日，廣東
省中醫院呼吸科主任林琳教授及時任省中醫院醫
教處處長楊志敏教授赴港參與研究沙士感染者的
治療。

加強中醫藥服務信心
蔡啟明認為，對病人觀察研究發現，中醫參與

治療沙士能縮短住院天數，減少類固醇使用量和改
善臨床症狀。經過2位專家治療，有的患者出院、
有的從深切治療部轉到普通病房，病症明顯減輕。

當時赴港抗擊沙士的楊志敏表示，接受中醫治
療的沙士生還者住院時間平均較對照組病人短4天
、類固醇使用量少6000毫克。接受中醫治療的病人
有一系列症狀在治療後有顯著改善，包括疲倦、口
乾、氣喘和便秘等。出現症狀後28天內看中醫的病
人縮短住院期最為明顯，顯示早期使用中醫藥可能
對病人最有利。

余鵬春任再培訓局副主席
【本報訊】記者余育奇報道：政府昨公布再培訓局副主

席及新成員名單，原僱主代表委員余鵬春獲委任副主席，康
泰董事總經理黃進達獲委任為代表僱主委員，港九勞工社團
聯會副主席吳慧儀及香港大東電報局職員會主席鄭少佳獲委
任為代表僱員委員。他們的任期由下月一日起生效。

僱員再培訓局自梁永祥今年1月獲政府委任為主席後，
他原來出任的副主席職位一直懸空，政府昨日宣布委任余鵬
春為新任副主席。余鵬春是香港裕華國貨有限公司董事副總
經理，2009年獲委任為僱主代表委員，服務至今4年，而他
原來的代表僱主委員空缺，由黃進達獲政府委任補上。

黃進達昨日接受本報記者查詢時稱，期望加入後能為旅
遊業帶來更多人才，他指旅遊業渴求年輕力壯的生力軍及有
經驗的人才，認為切合再培訓局現時注重年輕人就業的方針
。原代表僱員委員冼啟明及鄭啟明離職，將由吳慧儀及鄭少
佳補上。

再培訓局負責在人才發展計劃下提供再培訓課程及相關
就業服務，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稱，深信在現今班
子的支持下，再培訓局能提供高質素的培訓服務，提升本港
僱員的競爭力及就業能力。

復活節假捐血者料減兩成
【本報訊】記者譚月兒報道：隨復活節及假後考試影

響，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預計未來一段時間捐血人士
將減少10至20%。中心負責人解釋，香港捐血者以年輕人居
多，佔捐血總人數的60%，假期及考試或影響他們的捐血意
欲，呼籲市民積極響應捐血以補不足。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顧問醫生李卓廣表示，去年
合共有16.6萬人合共捐血24萬次，當中男性捐血者平均年齡
為33.6歲，女性捐血者為29.7歲。

他續說，本港每年平均消耗血液20萬袋，今年頭2個月
消耗量約4萬逾袋，算是平穩，但不排除稍後捐血人數減少
，血庫將出現供不應求，而按過往經驗，較稀有的A-和O-
血型最易 「缺貨」。

香港捐血人士由16歲至70歲都有，當中有人每年捐血2
至3次，俗稱 「常客」，但更多是非活躍捐血者，而非活躍
捐血人士中，有一類被稱為 「重新捐血者」，即捐血後一段
長時間才再次捐血，李醫生指出，這類人士在今年首季有明
顯增加，由過往的每年約10%升幅，增加至今年的17.7%，
情況令人欣慰。

今年28歲的阿Jo在父親鼓勵下，很早便成為捐血常客，
她說： 「香港捐血站多，且交通方便，又不需預約，而捐血
意義重大，希望有更多市民能捐血助人。」

部分地區住戶月入中位數及置業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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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月入中位數
（萬元）

2012

3.3

3.2

2.3

2

2.37

1.7

1.61

2011

3

3

2.2

2

2.22

1.55

1.55

置業比率
（%）

2012

56

57.8

59.8

60.1

56.3

41.2

33.3

2011

58.5

62.4

60.1

63.8

56.8

44.7

35.2

最近三年薪酬加幅
年份

整體平均加幅

銀行業

建造業

地產業

*預測數字

資料來源：香港僱主聯合會

2013*

4.4%

2.5%

5%

5%

2012

4.5%

4.1%

4.9%

5%

2011

4.7%

5.4%

4.9%

4.4%

【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香港僱主聯合會調
查顯示，今年1月企業加薪的平均增幅為4.1%，預
計全年可達4.4%；不同行業間的增幅差距最大可達
1倍。聯會指出，僱員流失率依然高企，建議政府
推行有效的勞工輸入政策，解決部分行業人手嚴重
短缺問題。

香港僱主聯合會就2013年薪酬檢討的調查，涵
蓋93間機構，涉及金融、地產、建造、零售、保險
、運輸等9個行業，當中1月進行薪酬調整的機構平
均增幅為4.1%。聯會預計，今年餘下時間調整薪酬
的機構，其平均調整幅度為4.4%。

加薪幅度差距可達1倍
調查顯示，根據不同行業的業績表現，加薪幅

度相距甚遠，最大的差距可達1倍。聯會主席彭耀
佳表示： 「行業間的薪酬調整幅度差距甚大，例如
銀行及金融服務業的平均增幅為2.5%，地產及建造
業的增幅則達5%。稍後進行薪酬檢討的建造業機
構更預期增幅上升至5.7%。這些數據反映出個別行
業的不同業績表現。」

調查同時顯示，目前本港的僱員流失率依然高
企，2012年僱員平均流失率為16.7%（2011年為
19.4%），情況最嚴重的屬銷售和顧客服務相關職

位。彭耀佳強調： 「具備優秀的工作隊伍對機構營
運十分重要，在吸引和挽留人才方面，良好僱傭行
為與薪酬同樣重要。」他續稱： 「單憑薪酬並不能
解決某些行業（例如地產及建造業）人手嚴重短缺
的問題。聯會認為政府必須推行有效的勞工輸入政
策以確保享有增長的行業能充分把握時機，繼而惠
及整個社會。」

聯會表示，雖然世界眾多經濟體系仍處於衰退
期，經濟學者預期亞洲最少在未來五年仍可有每年
平均4-5%的經濟增長。聯會總裁龐維仁稱： 「我
們期望全球經濟在2013年下半年開始逐漸復蘇。今
年香港及國內經濟預測分別可獲3%及8%的增幅，
我們應繼續裝備自己，務求在環球經濟好轉時佔上
優勢。」

挽人才不能單靠加人工
聯會建議，吸引及挽留優秀人才不僅涉及薪酬

調整，機構亦必須加強僱員對機構的參與度，令僱
員認知其個人利益與機構相符。但同時亦要在薪酬
和僱傭成本上的自我克制，保持地區及環球市場中
的競爭力。

僱主聯會預計今年加薪4.4%

林鄭月娥昨日下午主持扶貧委員會會議後會見傳
媒，表明近日傳媒有揣測昨日會達成貧窮線細則，但
政府仍就工作積極進行中，所以未能公布貧窮線內容
，但會爭取今年內完成有關工作。另昨日委員會開會
後通過撥款2.6億元予關愛基金3個項目，包括在下學
年為低收入家庭的小學生提供午膳津貼、課餘託管試
驗計劃，以及增加醫療援助項目的首階段計劃。

撥款2.6億元予關愛3項目
林鄭月娥指出，會議上有委員提出，當一些關愛

基金的項目證明有成效，他們是熱切期望這些項目能
夠變為常規的項目，換句話說，就是納入政府的經常
性開支內。這一點她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都是
留意到亦聽到各個委員的意見。

對於有討論關於租住公屋是否計入福利轉移，她
說貧窮線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功能，是評估政府政策介
入之後對於香港的貧窮狀況的成效；而公屋政策是對
低收入家庭其中一個最有效的政策，所以委員會會討
論有關問題。她說公屋政策有效幫助低收入家庭的政
策，亦對未來政策有指導性作用。

她強調，制訂貧窮線最終不是追求 「做靚盤數」
，因為貧窮線出台後，政府會公布政策介入前後的數
字，所以並不存在壓縮貧窮人口數字的看法， 「我們
追求的不是量的增加或者量的減少，而是希望看得到
我們真的幫助到香港的弱勢社群、低收入的人士。」

重申貧窮線不同扶貧線
她重申， 「貧窮線」不等同 「扶貧線」，即使貧

窮線訂在住戶的入息的中位數某一個百分比，現時很
多幫助弱勢社群的政策，或許都高於這水平，所以政
府反覆強調貧窮線與現時提供的福利制度並不掛。

不過她認同公屋政策有效幫助低收入家庭， 「亦
應該對未來政策有指導性作用，在這一方面，我聽不
到有分歧。我們現在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是，究竟將其

量化的時候，應該用什麼方法去做。」
被問到有關貧窮線如何訂立，林鄭月娥說不便說

得太多，但小組內有一個共識，是用一個相對貧窮的
概念，而在國際上都是以住戶的按月入息中位數來作
基準，然後訂一個百分比，但昨日會議並未討論到有
關問題。她表示，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在四月會舉
行公聽會，會邀請關注團體或學者專家出席表達意見
，讓社會有足夠討論。

扶貧委員會成員田北辰說，昨日會議上委員對於
入住公屋應該計算入福利轉移的問題上有共識，但就
如何計算市值租金則有分歧。他建議，可以按公屋富
戶政策的市值租金計算方法，作為指標。他又說，政
府訂立貧窮線的方式並不保守，當中並不把公共醫療
及教育計算為福利，是合理及慷慨的做法。

觀塘居民置業率全港最低

沙士成中西醫合作契機

▶銀行及金融服務業的平均增幅為2.5%
資料圖片

▲蔡啟明（中）認為沙士危機帶來香港中西醫合作契機
。旁為楊志敏（左）及林琳（右） 本報記者袁秀賢攝

◀林鄭月娥（
右）強調，制
訂貧窮線最終
不是追求 「做
靚盤數」 ，希
望能真正幫助
弱勢社群、低
收入人士。圖
左為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建
宗

本報記者
林少權攝

◀李卓廣（
左）指出下
月復活節假
期和節後考
試，或影響
年輕人的捐
血意欲。右
為捐血 「常
客」 阿JO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讚揚港多範疇工作

【本報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言人昨日表示，聯合國
人權事務委員會已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提交的第三次報告發表其審議結論。發言人
說： 「我們樂見委員會欣賞與政府代表團進行了建設性對話
。代表團就委員會所提出的書面及口頭問題提供了回覆，及
詳細的補充資料。」

委員會就該報告於3月12及13日舉行審議會後，於3月28
日（日內瓦時間）發表審議結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
書長張瑤率領九人代表團到日內瓦出席審議會。發言人說
： 「委員會在審議結論中讚揚香港在一些重要範疇的工作，
當中包括實施《殘疾人權利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關於兒
童捲入武裝衝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通過《2012年入境（
修訂）條例》，確立經改進的酷刑聲請審核機制，以符合高
度公平標準；以及有關《家庭暴力條例》和《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的修訂。」

發言人補充說： 「聯合國公約監察機構所作的建議並非
國際法律，故此並沒有法律約束力，而是屬於規勸性質。我
們十分感謝委員會善意地向我們作出建議，但特區政府對社
會的有效管治及廣大市民的福祉負有最終責任。我們必須依
據現實環境和情況作出適當的判斷，並依此行事。基於這個
大前提，我們與委員會在實施其個別建議方面或會略有分歧
。」發言人說： 「話雖如此，特區政府尊重委員會的意見。
只要有關建議實際可行，我們會按照香港的獨有情況落實該
些建議。」

關於解釋《基本法》的權力，發言人指： 「《基本法》
的最終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這項權力
包含在《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內，是特區憲制的一部
分。政府的立場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才會要求全國人大常委
解釋《基本法》。」

就委員會對香港特區政制發展的關注，發言人說： 「《
基本法》已清楚訂明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部立法會議員是香港
政制發展的最終目標。香港特區政府會按照《基本法》的規
定，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解釋》和《決定》，推動
落實普選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會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