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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勞動人口增2.1萬 年長者重投市場增
「低資」吸回頭搵工 失業率微升

前區員秦飛鵬否認呃學貸 女兒認罪

「小道友」泌尿中心 免成人陪同求診

院舍難請人 六旬員工照顧八旬長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最低工資令

基層打工仔工資上升，吸引中年人士重返勞

工市場。港府昨日公布，去年12月至今年2

月的最新失業率為3.4%，按季升0.2個百分

點，其間就業不足率則維持1.5%；失業人數

增加約7,300人至11.9萬人。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張建宗指出，失業率上升主要由於最低

工資的實施，吸引較年長人士重投勞工市

場，令總勞動人口急增2.1萬人所致。他亦

指出，隨 外圍經濟前景依然不明朗，加上

僱主在農曆新年後檢討人事編制的確實影響

仍有待全面浮現，失業率在未來數月仍有上

升壓力。

失業人數增7,300  零售最顯著
政府統計處最新數據顯示，去年12月至今年2月的

失業率為3.4%，失業人數增加約7,300人；同期的就
業不足人數亦增加約800人達56,500人。失業率升幅
較顯著的行業包括零售業、樓房裝飾、修葺及保養
與貨倉及運輸輔助活動業。就業不足率上升主要見
於建造業；運輸業及零售業的就業不足率則有所下
跌。

數據顯示，本港總就業人數按季度增加約13,800人
達364.8萬人，但同期的總勞動人口卻增加約21,200
人達376.7萬人。張建宗指出，總就業人數持續第四
個月錄得明顯上升，而最新季度的勞動人口較總就
業人數錄得更大的增幅，令失業率上升。

張建宗指出，勞動人口大幅上升主要是由於較年
長人士，包括50歲及以上的勞工供應在最新季度顯
著增加18,100人所致。他指出，在法定最低工資推動
下，勞工市場的薪金有明顯提升，進一步吸引較年
長人士重投勞工市場，尋找工作機會。數字顯示，
自最低工資實施後，勞工處平均每個工作天接獲的
私人機構職位空缺數目，仍維持逾3,000個。張建宗
指出，勞工處會持續為求職人士提供全面及免費就
業服務，繼續舉辦大型招聘會，網羅不同行業的空
缺，供求職人士即時申請，以縮短他們求職的時
間。

人手錯配日薪1,500元無人做
工聯會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指出，農曆新

年前是修葺及保養業的旺季，過後需求會減少。他
又表示，部分基建項目仍處於設計階段，以致一些
工序完成後，仍未能開始下一個工序，且人手錯配
情況持續，「釘板工日薪1,500元仍請不到人，但卻
有人無工做」，估計需時半年才能解決建造業的就業
不足問題。

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走勢
期間 失業率 就業不足率

1/2011-3/2011 3.4% 1.8%

2/2011-4/2011 3.5% 1.9%

3/2011-5/2011 3.5% 1.9%

4/2011-6/2011 3.5% 1.8%

5/2011-7/2011 3.4% 1.7%

6/2011-8/2011 3.2% 1.8%

7/2011-9/2011 3.2% 1.7%

8/2011-10/2011 3.3% 1.6%

9/2011-11/2011 3.4% 1.5%

10/2011-12/2011 3.3% 1.4%

11/2011-1/2012 3.2% 1.5%

*12/2011-2/2012 3.4% 1.5%

*為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麗珠) 最低工資吸引大批中

年人士重投勞動市場。為協助市民求職，勞工處昨日

起，一連2天在將軍澳舉行招聘會，50間機構合共提供

逾3,200個職位空缺，大部分月薪介乎6,000元至11,000

元，涵蓋不同行業。有安老院舍表示，護理行業一直難

以請人，最低工資實施後流失率進一步加劇，目前尚欠

至少20%人手；另有院舍更指過去一年「無人入職」，

要年逾60的超齡員工照顧年逾80歲長者。不過，有零售

商戶卻預計今年市道暢旺，要加薪「搶人」。

將軍澳招聘會職缺逾3,200

勞工處昨日起，一連2天在將軍澳新都城中心舉行招

聘會，逾3,200個職位空缺當中，64%為全職工作。曉光

護老中心招聘會負責人莊姑娘表示，照顧長者的工作特

別辛苦，自從最低工資實施後，大量員工轉投保安及飲

食行業，現時每間分院約欠20%至30%人手。

院舍受租金食材價格高夾擊
瑞安護老中心負責人陳先生表示，院舍收入微薄，在

租金及食材價格不斷上升的夾擊下，難以透過加人工吸
納人才。他指出，現時員工平均年齡超過50歲，過去一
年更「無人入職」，青黃不接情況嚴重，「現時不少護
理員做到60歲經已退休，還要他們照顧80多歲長者，真
無奈。」他表示，最低工資實施前約缺5%至10%人
手，實施後則缺20%人手，希望政府能開放勞動市場，
容許資助院舍引入外勞。

缺人問題同樣於零售業出現。嬰兒服裝商店Babies
Trendyland人力資源部彭小姐表示，龍年效應下，嬰兒
出生率上升，預計本地及內地客戶都會增加，需要大量
人手。她表示，最低工資實施後，求職者對薪酬的期望
上升，時薪28元已難以請人，需提高至逾30元，再加上
佣金，月薪平均約15,000元，還要增加福利來吸引人
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 青
少年濫藥問題嚴重，惟濫藥會令膀
胱功能永久受損，即使毒海回頭，
膀胱功能已回不了頭。中文大學去
年底於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成立
全港首間專為青少年吸毒者提供泌
尿系統評估及治療的診所，診所設
有電話預約服務，又毋須轉介信，
令輪候時間由逾1年減至數周，加上
未成年人士不需成年人陪同下亦能
求診，盼增加青少年的求診意慾，
助他們回復健康身心。

最細16歲 吸毒已7年
由禁毒基金贊助逾200萬元成立的

青少年泌尿治療中心，專為29歲或
以下的年輕吸毒者提供服務，去年
12月已投入服務。過去3個月，中心
共有41名青少年求診，當中2/3為女
性。中心主管譚煜謙醫生表示，最
年輕的求診者僅16歲，但9歲已開始
吸毒，吸毒「年資」逾7年。整體病
人濫藥年期則由3年至12年，而出現
泌尿病徵的年期由1個月起至10年不
等，最嚴重者每晚起床如廁逾30
次，膀胱尿量只及正常人的1/10。
譚煜謙表示，吸毒會引致膀胱慢性

發炎，導致尿頻及夜尿等，持久吸
食會造成永久性損害，甚至腎衰
竭。

毋須轉介信 輪候減至數周
中大泌尿科教授吳志輝期望，中

心每年可服務150人，加上不少求診
女性同時有經期混亂、性病等婦科
問題，正研究邀請婦科醫生駐診，
期望3個月內可實行。中心設有跨區
的電話預約服務，而且毋須轉介
信，令原本一般需輪候逾1年，大幅
縮減至數星期，他希望能增加年輕
人的求診意慾。該中心亦與人流高
的門診分開，私隱度較高，求診人

士可避免尷尬。
10多歲的阿進6年前開始吸食俗稱

「Ｋ仔」的氯胺酮，曾入住戒毒中
心，但不久再次吸毒，且份量由每
次約0.5克，大幅增加至每次3.5克，
每星期「索K」2至3次，終於出現
血尿和尿頻等徵狀。

他表示，最嚴重時每小時如廁2至
3次，晚上更需起床小便10多次，根
本無法睡眠，嚴重影響生活，更試
過在巴士上「太急」，要提早下車在
後巷「解決」。阿進今年1月到中心
求診，當時膀胱容量只及正常人的
1/3，治療7周後，功能始回復至
8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區議員秦飛鵬與女
兒，涉嫌安排「學生」報讀課程，騙取學生資助辦事處
免入息審查貸款及持續進修基金共逾11.6萬元，秦的女
兒昨承認3項串謀訛騙罪名，連同其中3名認罪的學員，
被法庭下令索取社會服務令報告，押後至下月16日判
刑；而否認控罪的秦飛鵬，則於6月4日及5日進行審
訊。

官質疑涉案公司業務性質
首被告秦雪盈（26歲）昨日透過律師求情指，她在旅

行社認識次被告李碩豐（28歲）及第三次被告林旻（26
歲），得知他們在工作上有不滿意的地方，打算透過進
修提高學歷，而她作為中介人，只是以自己的工作幫助
他們，一時糊塗才犯案，當時並不知道案件的嚴重性。

她現時已從事另一份工作，擔任新娘化妝師，月入9千
元。

由於次、第三及第四被告，仍然欠繳部分免入息審查
貸款，令署任主任裁判官胡雅文質疑，究竟是哪一方實
際收取了免入息審查貸款的款項，也不明白涉案公司偉
林教育中心的真實業務性質，惟控方表示暫未完成調
查。

案情指，2007年秦飛鵬與女兒分別為偉林教育中心的
中介人和代理人，2人分別向上述被告推介中心的項目
管理課程，指他們毋須交學費，但要求他們向學資處申
請免入息審查貸款和持續進修基金，事後各人可獲得約
2千元至1萬元或課程證書為酬勞。由於次被告希望可獲
得證書以求「增值」找工作，而第三及四被告為償還債
務紓解財困，遂答應參與騙局。

愛滋醫生事件 醫局設電話查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今年初墮樓身亡的東區醫

院駐院外科專科醫生黃浩卿，證實生前為愛滋病帶菌
者，外界關注接受其治理的病人及同事會否受到感染。
醫管局昨日表示，現時仍正等待衛生署轄下專家小組的
評估和決定，是否有需要為病人及員工作出所需跟進。
由於理解到病人對此事的關注和疑慮，決定在接獲進一
步指示前，設立電話查詢服務，病人如有任何相關疑
問，可於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致電2996 2222查
詢，會由專人接聽解答查詢，以及按個別需要作出跟

進。

專家指病人員工感染機會低
至於公立醫院員工方面，醫管局表示，了解他們的關

注，現正在內部設立電話查詢服務。醫管局重申，公立
醫院一向實施標準防護措施，避免員工和病人感染和傳
播傳染疾病的風險。

公立醫院有關專家早前初步評估今次事件後，估計病
人及員工受影響的機會甚低。

■勞工處一連兩天在將軍澳舉行招聘會，有50間機構參

加，合共提供超過3,200個職位，求職者反應熱烈。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麗珠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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