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業率回升 料上揚至3.8％
僱主因最低工資裁員 暑期畢業生湧入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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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餐飲招聘 時薪28至40元

領匯80店 推38元超值晚餐

新政策新對策招聘會兼職增

總商會：「計掂」最低工資需半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郝君兒) 政府建議擴大膠袋徵費
至全港零售店舖，香港零售管理協會表示歡迎，但認
為政府應釐清執行細節。協會主席麥瑞 認為條例應
清楚界定零售店舖的定義，例如醫務所及旅行社等是
否算是零售店，以免有商戶誤墮法網，亦希望當局加
強教育市民以免商戶為難。她表示，市民已習慣自攜
環保袋，料擴大計劃對生意影響有限，如以現行徵費
情況推算，日後全港膠袋徵費或達每年1.6億元。
麥瑞 表示，協會稍後將廣泛諮詢業界，冀在1至2

周內收集業內意見，並正式回應環保署。她初步認為
香港應效法愛爾蘭，為衛生起見，所有與食物有直接
接觸的膠袋都應該一律豁免徵費，她又重申人手有
限，商戶難以撤銷自助索取平口袋的安排，故希望市
民自律，協會亦認為當局訂出長遠目標審視計劃實施
後膠袋及不織布環保袋的耗用情況，以評估打擊濫用
膠袋措施的成效。
有小商戶在當局公布計劃後即明言不會收費，以免

影響生意，麥瑞 昨日希望業界了解如不遵守等同違
法，又希望消費者理解，徵費不用上繳庫房並非「益
了零售商」，整體概念是希望減少膠袋濫用，協會呼籲
業界用所得的徵費，花在環保工作上。

零售擴徵膠袋費
促釐清店舖定義

民建聯查大埔衛生死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香港雖貴為國際大
都會，但不少地方仍存在嚴重的衛生問題。民建
聯大埔區支部近月接獲不少有關區內衛生環境欠
佳的投訴，包括鼠患肆虐、隨處狗糞等，其中區
內美新大廈後巷更經常出現玻璃樽及玻璃碎片滿
地；垃圾囤積發出的臭味亦嚴重影響附近居民。
經民建聯大埔區議員黃碧嬌向食環署投訴後，該
署昨日派員到場作實地視察，並承諾作出跟進。

美新大廈後巷垃圾混亂
民建聯大埔支部副主席張國慧指出，過去一直

接獲區內不少有關衛生問題的投訴，近月更有上
升趨勢。他指出，美新里一帶有不少酒吧及食
肆，不少無良商戶卻經常將玻璃樽及玻璃碎片棄
置於美新大廈後巷，甚至將盛載大量廚餘的大型
垃圾箱放置後巷，引起衛生問題。他又指出，有
清潔承辦商更將垃圾車非法駛進後巷傾倒垃圾，
阻塞消防通道及造成噪音問題。
食環署昨晨派出大埔區環境衛生總監黃廣善，

在黃碧嬌及張國慧陪同下視察美新大廈後巷，但
發現大量垃圾的情況不復見。張國慧相信，有商
戶得知食環署人員到場巡視後，先行把垃圾清
理。食環署發言人表示，接獲黃碧嬌轉介有關投
訴後，已提醒有關食肆負責人注意環境衛生，並
會繼續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至於垃圾車阻塞通
道的問題，則會轉介相關部門跟進。

欠供強積金黑名單上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強積金運作至
今逾10年，仍有不少無良僱主為節省成本，蓄意
欠供強積金。為打擊違規行為，積金局近年加強
執法，轉交警方提出刑事檢控的個案顯著上升，
2010/11年度的傳票數目達2,594張，按年上升
1.27倍，被定罪的僱主或公司董事的平均罰款亦
由14,900元急增至27,500元。為進一步加強阻嚇
力，積金局下周一(23日)起，在該局網頁詳列過
去5年曾有欠供記錄的僱主「黑名單」，讓公眾查
閱；由當日起被法庭定案的董事名單亦會上載網
頁，5年記錄良好才獲「洗底」。

投訴減3成傳票增逾倍
積金局營運總監于海平指出，在積金局加強打

擊下，2010/11年度接獲的投訴個案共有4,654
宗，按年下跌近30%，同期成功追回98%欠
款，合共1.97億元；但傳票數目卻飆升1.27倍
至2,594張。她承認「黑名單」有一定限制：
「如果有董事擁有數間公司，但只有其中一間違
規，若公眾查閱其他公司名字，就不能知道該名
董事曾涉及違規行為。」
積金局主管賴偉昌指出，該局將與勞工處等政

府部門緊密聯繫，勞工處接獲職位空缺時，會主
動查核公司記錄，建造業議會亦會參考名單，有
違規記錄的承判商將不獲判政府工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譚靜雯) 連續回落11個月的失業率，在法定最低工資

影響下回升。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2至4月的失業率為3.5%，較上季微升

0.1個百分點，是過去11個月以來首次錄得升幅。有人力資源顧問表示，4

月不少僱主為應對最低工資實施而提早裁員，引致最新失業率上升。隨

暑假將至，大量畢業生投入勞動市場，預計未來3至6個月，

本港失業率會再輕微上升0.2至0.3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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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及就業不足統計

統計處最新數據顯示，今年2至4月的失業
率為3.5%，較1至3月的3.4%，輕微上升0.1
個百分點，是自去年3至5月以來，首次錄得
升幅。數字顯示，今年2至4月失業人數升至
131,900人，增加約7,400人；就業不足率也
由1.8%上升至1.9%，就業不足人數增至
68,900人，增加約2,600人。

青少年失業微升至9%
失業率上升主要見於藝術、娛樂及康樂活

動業，以及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就業不足
率方面則以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以及
地基及上蓋工程業錄得升幅。而15至24歲青
少年的失業率亦從上季的8.8%，微升0.2個
百分點至9%。

張建宗：總就業人數增8200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經濟增長

持續強勁及企業招聘意慾積極，總就業人數
顯著增加約8,200人，高達358.5萬人。但由
於勞動人口的增幅擴大，令失業數字輕微上

升，當局將密切留意未來勞工市場需求和供
應的互動情況，以及本地與外圍的經濟環
境。他展望，短期內勞工需求保持堅穩，但
未來數月將有新一批畢業生及離校人士投入
勞工市場，而法定最低工資落實也可能鼓勵
一些人士投入勞工市場，兩者均令勞工供應
增加。對於失業率的影響，則需視乎市場是
否有足夠的空缺。

若經濟強勁可減裁員
中原人力資源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

表示，最新失業率錄得輕微升幅，相信是有
企業為準備實施最低工資提早裁員，以及農
曆新年後的影響。她指出，當局曾估計實施
最低工資或令最多3萬至4萬人失業， 預料
未來數月失業率或會進一步上升，但若經濟
動力強勁，企業能彌補成本上漲，以減少裁
員數目，長遠有助紓緩失業率上升壓力。至
於將至的暑假，她預測將有大量畢業生投入
勞工市場，未來3至6個月，失業率會輕微上
升0.2至0.3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首個法定最低工資落實至今，雖
未有激起強烈反彈，但社會仍憂
慮「炸彈」隨時一觸即發。香港
總商會總裁方志偉相信，最低工
資實施仍然「未足月」，以致大部
分商界暫時無法計算成本影響，
相信具體情況要到半年後先能真
正反映。
方志偉昨日在一公開場合坦言，

雖然總商會未有接獲會員的正式投
訴，但近日卻不時有會員大呻「搞
唔掂」，更批評執行指引不清，
「好多商界初時以為，只要向員工
發放時薪28元的最低工資就『一勞
永逸』，原來還有飯鐘錢、有薪假
需要處理，但卻感到無所適從」。
他重申，現階段是條例適應期，

希望條例最終能夠惠及所有香港
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譚靜雯)  法定最低工
資實施逾半個月，對人力市場的影響逐漸浮
現，更出現失業兩極化現象。有機構昨日在
觀塘舉行大型招聘會，提供逾2,200個職位
空缺，包括零售、飲食及物業管理等行業，
平均時薪由28至40元不等，薪酬較最低工資
實施前增加約3至5%。惟有中年求職者指
出，最低工資實施後，部分僱主寧願以高薪
聘用競爭力較強的求職者，棄用中年人士；
另有青少年亦指出，僱主減少聘用缺乏工作
經驗的員工，令就業更見困難。

觀塘招聘會 提供2200職位
基督教勵行會及觀塘民聯會昨日在觀塘合

辦「搵好工招聘會2011」，共有22間機構參
加，提供逾2,200個職位空缺，當中90%為全
職工作，月薪介乎6,200至1.3萬元不等，平
均時薪則由28至40元，全部均符合法定最低
工資要求水平。招聘會未正式開始前，場外
已經有逾百名應徵者排隊等候。

其中，有飲食業聘請傳菜員、侍應等職
位，列明提供有薪休息日及免費膳食，但不
包有薪飯鐘。另有保安公司聘請保安員，月
薪由8,000至1萬元不等。十全保安有限公司
助理行動經理歐陽儒表示，實施最低工資
前，保安員流失率高達10%，加上人手短
缺，業界紛紛以高薪「挖角」。而該公司在
法例實施後，保安員薪金已增加約7至
10%。他又說，為彌補成本增加，部分住宅
大廈的管理費上調6%。

最低工資實施 保安難覓職
現年55歲的王女士持有保安員證，但她指

出，最低工資實施後，求職卻愈見困難。她
說：「最低工資每個人(時薪)都28元，(中年
人士)年紀大都沒有僱主願意請，很彷徨，
只能以兼職維持生活。」今年中七畢業的陳
小姐也指出，近月寄出多封求職信，都沒有
回覆，擔心最低工資削弱僱主聘用青少年的
意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偉龍）最低工
資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深遠。青年協會昨
日舉行一個招聘會，提供的職位平均薪
酬較之前上升約10%，連本已符合法例
規定的職位也加薪；但有僱主將全職職
位分拆成兼職職位，令今屆招聘會的兼
職空缺由上屆佔全場8%，大幅升至今
屆的20%，主要集中於飲食、推廣、零
售行業，僱主可因應客流，安排落場時
間減少人手。主辦單位指出，兼職職位
的勞工福利各異，未必會按比例提供年
假、病假等福利，應徵時應主動詢問。

昨日青年協會舉辦的青年就業博覽，
吸引近2,000人到場，共收到3,300多份
申請表，近1,500人進行首輪面試，402
人獲聘用，為歷來最多。今次招聘會，
68家機構共提供5,800個空缺，比上屆多
3,400個。大部分空缺均沒有包括有薪飯
鐘和休息日，長工月薪介乎7,000元至
9,000元。
最低工資實施後，上屆時薪不足28元

的工種均已加薪，但本已符合規定的一
家超級市場亦將薪酬上調，原因是法例
實施後難以招聘人手，遂將兼職時薪由

去年的28元提升至32元，全職月薪由去
年的7,000元提升至8,200元。

超市澄清
時薪26元舊啟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最近互聯
網流傳一段短片，顯示百佳超級市場位
於旺角弼街分店櫥窗張貼的招聘啟事，
以時薪26元聘請兼職收銀員，附近更貼
有本月13日的優惠報章廣告，有網民懷
疑百佳本月仍以低於28元的時薪聘用員
工。百佳發言人解釋，有關分店職員因
未有移除舊招聘啟事，才引致不必要誤
會，強調公司會符合法定要求。勞工處
發言人表示，最低工資本月起生效，所
有職位的時薪必須高於28元；就有關短
片，如調查屬實，處方會依法辦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
38元可以食到價值130元的秘製沙
薑雞？世界上確實沒有「免費午
餐」，但有「超值晚餐」。領匯旗
下38間商場逾80間食肆，將於下周
六(28日)起以38元出售過百款晚市
美食，相當於正價的3折至68折，
並免費派發1,000張「38元晚餐券」
予食物銀行，協助港人抗通脹。

沙薑雞花膠鵝掌煲最抵食
由本月28日至6月24日開始，逢

周一至周五，晚上6時至10時半，
市民可到領匯旗下38個商場「嘆」
超值38元的晚餐。該計劃提供逾
百款菜式供選擇，不設名額，最
「抵食」可算是啟業廣場百樂酒樓
及寶達商場德馨苑海鮮酒家，食
客以38元，分別可享用原價130元
的秘製沙薑雞及原價88元的花膠
鵝掌煲，相當於3、4折。
參與計劃的好味鍋行政經理岑

志禮表示，餐廳招牌菜手切山東

鮮肥牛肉原價88元，現以約4折、
38元出售，望能吸引更多區內、
外市民來到品嚐，同時也有助增
加餐廳的知名度。
領匯市場及推廣總經理雷淑雯

表示，顧客享用晚餐後，只要於
餐廳或商舖消費滿50、100、200元
即可憑該日發票參加大抽獎，獎
品總值高達38萬元，「領匯旗下

的商戶組合中食肆佔3成，是次活
動預計可增加10%人流，望能帶動
更多市民消費。」除了超值晚
餐，領匯還會向食物銀行免費贈
1,000張「38元晚餐券」，讓低收入
家庭到食肆享用超值晚餐。雷淑
雯表示，只要滿1萬名食客點選超
值晚餐，領匯會額外送贈1,000張
晚餐券予有需要人士。

■領匯旗下38間商場逾80間食肆，將於5月28日至6月24日，以38元出
售過百款晚市美食。 香港文匯報記者謝雅寶 攝

■觀塘招聘會提供逾2,200個空缺，昨場內人頭湧湧。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張國慧指出，美新大廈後巷經常有清潔承辦
商將垃圾車非法駛進後巷並傾倒垃圾，阻塞消
防通道。 民建聯提供圖片

■于海平(左)指出，過去5年內欠供強積金的僱
主(公司)名單，均羅列積金局網頁內。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 鄧 良 順 表
示，有僱主因
最 低 工 資 影
響，將全職職
位分拆成兼職
職 位 ， 以 飲
食、推廣、零
售行業為多。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偉龍 攝

中環海濱擬公私合作營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港府昨開始就以公

私營合作發展中環新海濱4號及7號用地(即大會
堂以北及中信大廈以北)，邀請私營機構表達意
見。發展局首次考慮以公私營合作模式租出有
關用地或發牌，無意就項目收取任何地價，也
不會出售用地。當局考慮為租契或牌照訂立合
理期限，土地契約期或少於一般期限；預期項目
落成及營運數年後，項目營運者會跟港府分享收
入。
發展局表示，歡迎商業及社會團體、社企、社

區為本的信託基金及非政府組織參與。有興趣人
士可於下月30日前向發展局提交書面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