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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劏房」租管報告下月交立會

會上並討論向為非居於公營房屋、非
領取綜援而輪候公屋超過 3 年，以及並未被
首次編配公屋的合資格 2 人或以上家庭，以
及長者 1 人申請者提供的現金津貼試行計

80 港人投資大馬樓 被騙 2400 萬
警方搗破一個詐騙集團，拘捕 10 名男
女，他們利用兩間公司開辦講座，虛構馬
來西亞一項度假村投資項目，以零風險、
高回報誘騙受害人投資，兩年間騙取達
2,400 萬港元，最後失去聯絡。警方暫接獲
80 名苦主報案，最高被騙金額達 200 萬港
元。疑犯獲准保釋候查，須於 3 月中旬向警
方報到。
被捕 1 男 9 女疑犯，年齡由 27 歲至 64
歲，涉串謀詐騙和洗黑錢。80 名苦主包括
15 男 65 女，年齡由 33 歲至 84 歲，主要是
售貨員、保安員、家庭主婦及退休人士，
被騙金額由數千至 200 萬港元不等。
商業罪案調查科（訛騙案調查組）署理

警司李慕賢表示，在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5 月期間，騙徒分別利用兩間公司在尖沙咀
一商業大廈舉辦投資講座，介紹投資馬來
西亞一個度假區發展項目，騙徒以「零風
險」、「高回報」等口號作招徠，更聲稱
可在一至兩年獲數倍回報。
受害人信以為真，以現金及銀行轉賬
方式繳款，但並未簽署文件和協議書等。
受害人最後沒法取回投資金額，並發現公
司已結業，於是報警求助。
警方根據相關資料鎖定疑犯，前日在
多處拘捕 10 名男女，並在行動中檢獲大量
文件及手提電話等。疑犯目前已獲准保釋
候查，須於 3 月中旬向警方報到。

須嚴肅處理向保安灑粉末的學生

馮煒光

大家還記得一位叫
馮敬恩的香港大學學生
會前會長嗎？他在 2015 年帶領學生及
校外人士（當時公民黨有不少人在場）
暴力衝擊，令校委倒地，救護車未能及
時接走另一身體不適的校委。馮的暴力
行徑，堪稱是大學生暴力衝擊的濫觴。
然而馮在法庭上卻獲一些和財閥稔熟的
校委代為求情，不用身陷囹圄。結果黃
絲黑暴非但不「感恩」，校園暴力反而愈
演愈烈。
2019 年 11 月中大被「佔領」後，校
園恍如一個武器庫，被發現有大量燃燒
彈和其他各種武器，且有大量教學用的
化學品被竊。因此 11 日出現的中大生抗
拒出示學生證並向保安灑粉末事件，各
方不宜掉以輕心，應嚴肅處理涉事
學生。中大應作出明確表態：一經
定罪，立即開除學籍；縱使因為案
件排期經年而涉事學生可能已
經畢業，也會褫奪其學位。

只有霹靂手段，才可令中大逐步洗
脫「暴力大學」的惡名。否則又有誰再
敢讓子女入這大學受教？政府亦應表明
態度，中大若不嚴肅處理暴力事件，繼
續庇護暴力的學生會，每出現一宗暴力
事件，便在下年度撥款中扣減 10 億港
元。只有這樣嚴厲手段，才能遏止中大
的暴力，才會令其他大學生及學生會不
敢效尤。
各方要明白這不是普通的校園暴力
事件，而是切斷黑暴兵源，事關國家安
全。這些暴力學生根本是美國的附庸。
不信？為何美國出現了舉世震驚的 1 月
6 日衝擊國會事件，全體黃絲不譴責，
視而不見，甚至刻意迴護？各大學學生
會亦不曾以「維護民主」名義站出來說
一句？筆者經常強調，處理香港問題必
須有國際視野，防微杜漸，才能讓香港
遠離暴力，讓香港不會成為「國家安全
的蟻穴」。這點，筆者對段崇智校長不
存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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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半嶺大畢業生疫下有工返

輪候公屋現金津貼 7 月起發放

劃。有關津貼金額為綜援金額一半，相當
於每個家庭 1,250 元至 3,850 元。運房局初
步預算會惠及約 9 萬戶，目標年中起接受申
請，7 月開始發放現金津貼，計劃會試行 3
年，預計合共斥資 80 多億元，並會適時檢
討計劃。
至於會上討論向「支援非政府機構推
行過渡性房屋項目的資助計劃」額外注資
33 億元的建議。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
狠批政府興建過渡性房屋造價昂貴，每個
單位開支達 55 萬元，而且進度緩慢，促請
政府加快建造時間及降低單位造價。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指，明白
大眾對住屋的需求殷切，目前已啟動 6,800
多個過渡性房屋項目，約 2,300 多個項目已
動工，希望短期內有較多項目可落成，並
累積經驗，以加快往後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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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去年畢業生維持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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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職缺少兩成 校方津貼三成月薪創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昨日召開視像
會議，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由於
覓地建屋需時，政府會繼續採取措施，協
助居住環境惡劣的家庭及長時間輪候公屋
人士，包括積極研究「劏房」租務管制，
以及推出為期 3 年的現金津貼試行計劃
等。
陳帆並指，「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
作小組的工作接近完成，正草擬報告，政
府收到報告後會盡快審視，預計下月會向
房屋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及聽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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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打擊全球經濟，大學畢業生求職面臨重大挑戰。嶺
南大學昨日透露，該校去年接獲的職位空缺按年減少約兩
成，校方於去年 5 月起透過連串計劃，包括僱主津貼、創業
及進修培訓資助等，截至上月，2020 年畢業生就業率約
85%，平均月薪約 1.5 萬元，與往年相若，但不少人要延至
11 月或 12 月才成功入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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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畢業生初步就業數據，截至 12 月約有
嶺大表示，根據
85%畢業生已找到工作，平均月薪約 1.5 萬元，約 3%人選擇創

業，升學及待業分別有 9.5%及 4.5%，數字與前年同期相若。
嶺大學生事務處處長高麗芳指，疫情下該校去年接獲的職位空
缺減少約兩成，以零售、旅遊等行業狀況較差，而金融、網絡營銷
等人手需求則有增長。她坦言，曾預計上屆畢業生就業率會大跌 10
至 15 個百分點，幸校方推出多項支援計劃，最終數字能維持，只是
部分學生求職時間延長，至 11 月後才入職。

創業資助 3 萬 工管生網售手工皂

因應疫情，嶺大校長鄭國漢和副校長莫家豪去年發起並牽頭捐
出年薪十分一成立「畢業生支援基金」，連同其他捐款，校方共撥
出 400 多萬元支援畢業生，包括為畢業生僱主提供三成月薪津貼，為
期四個月，項目至今成功爭取 200 個職位空缺、約 90 份聘書。該校
亦為創業畢業生提供每人 3 萬元資助，及推出升學培訓津貼及求職指
導計劃等，約有 600 人受惠。
朱珈瑩是其中一名獲創業資助的嶺大畢業生，在網上平台售賣
手工肥皂。她就讀工商管理出身，本身對創業感興趣，加上有財政
資助，故大膽「逆市」創業。不過她亦直言，疫情下市民消費意慾
低，開業至今仍未回本，但會繼續堅持，希望至少維持多一兩年。
中審眾環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及鑑證服務部主管馮兆恒，對大學
向畢業生提供薪金補貼表示歡迎，認為可支援僱主，他指公司在疫
情下仍會增聘新人以維持業務，去年便聘請 30 至 40 名畢業生，起薪
點約 1.4 萬元，情況與往年相若。

城大與六科企建聯合實驗室
為促進大學科研及知識技術轉移，城
市大學昨宣布與六間知名科技企業成立電
機聯合實驗室，希望透過深化與業界交流
協作，合作開展創新科研商品化項目，同
時加強人才培訓，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發
展。
六所科企包括 ASM 太平洋科技、金山

工業（集團）、Microsoft 香港、信和集團、
Smartone 及信佳國際集團。透過聯合實驗
室 ， 城 大 電 機 工 程 學 者 會 就 雲 端 和 AI 技
術、5G 創新應用、無線通訊等領域，聯同
企業研究團隊，共同制訂一系列研究題目
以解決實際應用問題，並會為科研項目申
請撥款或籌集資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