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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經研究中心昨日公布的調查發現，近6成

被訪香港年青專業人士認為與內地專業人士

存在競爭，這種激烈的競爭更被3成5被訪者

視為事業發展的障礙。隨 兩地經濟融合，

香港專業人士已意識到內地城市發展越來越

貼近香港，危機感加強。然而，部分專業人

士以逃避眼光看待競爭，令人憂慮。香港專

業人士應以迎接競爭的積極心態，了解國

情，把香港專業對國家發展的自身優勢發揮

出來，化競爭為動力。政府亦應創造適切條

件，助專業人士克服難關，提升競爭力。

到「十二五」規劃實施末期，內地將完全

向香港開放服務業市場。在香港，服務業已

佔到經濟總量的九成以上，發展水平居世界

前列，香港專業人士也具有很強的競爭力。

但與此同時，內地服務業發展水平也突飛猛

進，內地專業人士的競爭力也迅速提高。在

此情況下，香港專業人士意識到來自內地專

業人士的競爭壓力，反映他們危機感正在加

強，充實自身迎接競爭，已成為專業界關注

的課題。

香港是國際城市，香港專業界具備國際視

野和先進水平。這些優勢，有助國家在專業

服務方面與世界銜接。此外，香港在法治方

面仍比內地健全，金融服務經驗也先進豐

富，內地企業正需要香港這方面的專業優

勢，取長補短。只要充分發揮香港專業自身

對國家發展的優勢，強化競爭力，可減少競

爭時遇到的壓力和焦慮。

智經的調查指出，「競爭激烈」被部分受

訪香港專業人士視為發展事業時遇到的最大

障礙，反映他們面對來自內地的競爭時，心

態偏向負面。專業人士應正視兩地融合的趨

勢，正面看待這種競爭環境，把競爭視為求

取進步、互補長短的動力，不以逃避態度錯

失和內地合作的良機，有助專業人士面向更

廣的市場。

不過，香港專業界也存在某些局限。例如

部分香港專業人士不熟悉國情，未能知己知

彼，以致競爭時感無所適從。香港專業人士

進一步了解國情，主動融合，有助減少文化

差異，更好地融入內地工作環境。政府亦應

注意香港年青專業人士在內地發展時遇到的

瓶頸，協助他們克服競爭時遇到的難題，優

化行業環境，進一步擴大香港的競爭優勢。

(相關新聞刊A6版)

歐洲小國塞浦路斯宣佈尋求歐盟援助，成為第

五個求援的歐元區國家。同時，為防止歐債危機

進一步蔓延，將於本周四、五召開的歐盟峰會，

計劃採納規模達1300億歐元的一攬子刺激經濟方

案。歐債危機呈現進一步惡化跡象，歐盟建立緊

密的經濟聯盟共同應對危機更具迫切性。然而，

歐盟在採取具體的救助方案上分歧明顯，尤其是

最大金主國德國與其他歐元區國家的利益取得平

衡，需要以更大的智慧縮窄歧見、共擔風險，為

根本上解決債務危機尋找有效途徑。

塞浦路斯繼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後

向歐盟尋求紓困，至今由17個成員國組成的歐元區

已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國家告急。更令人擔憂的是，

壞消息接連不斷，西班牙28間銀行再遭穆迪降級；

近日西班牙、意大利的國債息率再度升至接近7%的

危險水平。西班牙日前已經要求歐盟給予1000億歐

元的救助，而作為歐元區內第三大經濟體的意大

利，一旦爆發危機，其需要的救助資金將是天文數

字，對市場信心帶來更大的衝擊。

面對歐債危機再度惡化，本周即將召開的歐盟

峰會成為關注焦點，外界希望歐元區領導人能盡

快拿出有效措施，防止歐債危機進一步蔓延。有

媒體透露，此次峰會同意啟動歐洲經濟刺激計

劃，除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外，還將探討建立財

政聯盟、銀行聯盟和發行統一的歐元債券等事

項。建立歐元區財政聯盟，甚至讓歐盟充當歐元

區17國的財政部，有權制定、改寫受助國的財政

預算，加強財政紀律約束，為發行統一債券奠定

基礎，從而增強歐元區的整體融資能力，有利經

濟逐步復甦。

但是，歐盟內部對救助方案仍存在分歧，最關

鍵是歐元區的龍頭德國擔心，無休止且權責不明

的救助最終只會令德國利益受損。在沒有統一財

政聯盟的條件下發行歐元統一債券，希臘、西班

牙、意大利等國的融資成本下降，德國的融資成

本則大幅上升，實際上變相由德國補貼重債國，

德國當然堅決反對。但是，要求歐元區國家交出

財政主權、接受嚴格的緊縮政策，許多國家亦不

願意。

歐盟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整體。為保住歐

盟單方面犧牲德國的利益，或只顧德國利益而放

棄對重債國的救助，均無助解決歐債危機，甚至

令情況更難以收拾。如今歐盟最需要的是互諒互

讓，兼顧各方利益，既要有明確的財政紀律，同

時採取適當的放鬆政策，各國團結一致，為擺脫

危機早日找到標本兼治的藥方。(相關新聞刊A7版)

發揮香港專業優勢加強競爭力 解決歐債危機 須利益兼顧風險共擔

兩地專才競爭 59%港人認激烈
智經中心倡加強教育培訓 助北上搵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嘉露）

港人經常面對工時長和壓力大的工
作環境，有調查發現每3名專業人
士中，便有1人有意在半年內「跳
槽」，有半數受訪機構指初級職位
員工的流失率最高。負責調查的人
力資源機構表示，不少受訪者的離
職原因，與缺乏發展機會、工作時
間長、薪酬不理想等有關，建議僱
主作出挽留員工的措施。

發展機會少 薪低工時長
澳洲會計師公會今年5月至6月份

訪問273名僱主及僱員，包括來自
跨國企業、上市公司、私營機構和
非牟利團體的專業人士。調查發
現，每3名專業人士中，便有1人有
意在半年內轉工，當中逾半受訪者
年齡介乎23歲至32歲，另有22.4%
不清楚去留。至於員工離職的原
因，主要是發展機會少、工作時間
過長、薪酬不理想，分別佔
50.9%，38.8%及34.4%。

建議Y世代改善責任感
調查又發現，過去1年以初級職

位及中層管理人員的流失率最多，
分別佔56%及34%；有過半數受訪
者表示，公司目前難以聘請具合適
技能的員工。有53%認為俗稱Y世
代的80後，他們最關注是薪酬待
遇，但有55%認為他們缺乏適合的
技術及軟技能，而教育制度又未能
配合工作實際需求，建議他們改善
責任感、工作態度和溝通能力。
澳洲會計師公會大中華區分會會

長潘志威表示，每3名專業人士中
便有1人有意「跳槽」，情況令人憂
慮，將會影響公司的發展，並指中
層管理人員離職對公司影響較大，
因他們熟悉公司營運狀況，具多年
工作經驗。他又稱，為減低年輕員

工流失率，商界可與學界推出實習計劃，增加畢
業生的工作投入感，熟習工作環境。

溝通模式變 僱主須迎合
澳洲會計師公會會大中華區分會副會長李文傑

表示，現代年輕人的思維模式與上一代已有明顯
轉變，他們希望可以從事不同範疇的工作，而他
們的溝通模式亦多使用智能電話作網上溝通，僱
主宜花更多心思，採取同樣的溝通模式，主動了
解他們對工作的看法，增加他們的歸屬感，使他
們融入工作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經過5輪
的談判，新巴和城巴的勞資雙方終於就
2012年加薪方案達成協議，資方答應全
體員工加薪幅度為5.3%或567元（以較
高者為準），生效日期將追溯至本年1月
1日。工聯會屬會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
會表示，是次加薪幅度是勞方研究其他
行業的加薪幅度後得出的決定，加上資

方亦顯出不少誠意，因此才達成協議。
兩巴表示，對各員工與公司達成共識感
高興，往後會繼續竭誠為市民服務。

汽總：加幅可接受 資方顯誠意
新巴與城巴昨日分別與汽車交通運輸

業總工會轄下的新巴及城巴分會、城巴
職工會和新巴職工會達成共識。汽車交

通運輸業總工會第一副主席鄧偉昌表
示，勞方起初要求加薪8%，但他們其後
研究其他行業，包括建築、航運及金融
的加薪幅度，及2012年中及低層公務員
的加薪幅度，再取其中位數，認為5.3%
的加薪幅度亦可接受。他透露，是次資
方於談判過程中比以往「爽快」，表達
出不少誠意，因此才可達成是次協議。

新巴與城巴表示，對員工代表就加薪
事宜與公司達成共識感到高興，公司感
謝所有員工一直以來的支持，今後會繼
續與員工竭誠為市民服務。

九巴龍運勞資未達共識
至於九巴和龍運分會方面，汽總表

示，雖然勞資雙方已作出多番討論，但
資方仍然維持加薪4.6%的方案，九巴和
龍運分會的代表均認為加幅並不合理，
故將在進一步聽取員工意見後，再與資
方舉行下一輪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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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專業須克服重重障礙

新巴城巴勞資達協議 加薪5.3%

僅27%京專才視港人為對手
智經研究中心委託青年智庫「香港三十會」於去年4

月及7月透過互聯網，訪問了483名大學畢業10年以內的
香港及北京專業人士。調查發現，59%受訪的香港專業
人士認為，與內地專業人士之間存在很大競爭；然而，
只有27.2%受訪的北京專業人士視港人為競爭對象。
調查又發現，35.1%受訪香港專業人士認為「競爭激

烈」屬其發展事業時所遇到的最大障礙，其次分別為到
內地工作(19.1%)、樓價/租金高企(18.7%)、晉升緩慢
(12.8%)及工時長(12.2%)。研究亦發現，香港專業人士的
工作時間平均比北京的專業人士長，前者平均每周工作
50小時以上的比率高達60.3%；後者則有64.2%受訪者每
周平均工時少於51小時。

機遇處處難敵文化差異
此外，「香港三十會」亦先後在京港舉行了12場聚焦

小組討論會，發現在北京工作的港人，縱然面對機遇處
處，卻每每因為兩地文化差異，需要時間適應內地人的
工作方式及生活上的變化。同時，內地專才的技術及專
業知識已逐漸追上香港，薪金亦同時飆升，對在內地工
作的香港專才構成一定威脅。至於在香港工作的內地人
則認為，香港生活舒適，亦較重視效率及團隊合作，但
對探親政策及子女就學問題則顯得比較憂慮。

胡定旭：須加深認識國家
胡定旭指出，「80後」現象近年備受社會關注，年輕

專業亦是香港未來的中流砥柱，卻甚少涉及本地年輕專
業現況與期望的討論，「全球及區域競爭激烈，香港必
須持續在培訓及教育上，提高青少年的競爭力，同時應
加深青少年對國家的認識，及加強香港與內地專業的互
動交流。」他又認為，港府應維持社會自由開放、司法
獨立、公平競爭環境及政府廉潔等現況，鞏固香港現有
優勢。
胡定旭又指出，不少在北京工作的專業人士，感到內

地遇事時求助無門，建議港府駐京辦向他們提供更多援
助，例如在網頁提供內地最新公布的政策等。至於回應
在港工作的內地人的憂慮時，他又建議當局簡化探親手
續，並增加本地國際學校的學額，以吸引內地專才來
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香港失業率處

於近年低位，反映人力市場機遇處處，但隨

內地人的教育水平及專業程度不斷提高，港人

面對的競爭亦愈來愈大。智經研究中心昨日發

表研究報告指出，59%受訪的香港專業人士認

為，與內地專業人士之間存在很大競爭。報告

又指，他們發展事業時，亦遇到需往內地工

作、樓價高企、欠缺晉升機會及工時長等障

礙。智經主席胡定旭建議港府，應加大對高等

院校的資源投放，並加深青少年對國家的認

識，同時加大力度協助於內地工作的港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勞動市場暢旺，
專業人才更不愁沒有出路。智經研究卻指出，港人
除需面對內地人的競爭，不少專業界別均存在其獨
有問題，或會影響年輕一代發展，例如傳媒及學術
界的晉升階梯較差；建築及工程業的創意發揮空間
有限；會計界工時之長，甚至可稱為「非人生活」
等。智經研究指出，年輕一代要在專業界別有理想
發展，必須克服重重障礙。

學術晉升難 傳媒起薪低
智經研究早前委託「香港三十會」，透過一系列聚

焦小組討論會，收集香港年輕專才的意見。智經研
究顧問、「香港三十會」理事何建宗指出，不少在
學術界工作的年輕一代指出，由於要同時與從內地

及外國回流的博士生競爭教席或研究職位，且院校
內的晉升，主要視乎國際期刊的研究發表，構成一
定壓力。
受訪者亦認為，傳媒的前景亦不明朗，因部分管

理層傾向守舊，未能追上新媒體的發展；行內存在
已久的問題，例如起薪點低及工時長等情況亦未見
改善，以致人才流失嚴重。何建宗指出，公關工作
起薪點亦低，工作壓力更大，惟行業人才需求日
增，前景較為樂觀，晉升階梯亦比較明確。

會計工時長 建築乏創意
會計系畢業生素來不愁出路，在職場上十分「搶

手」，何建宗卻指出，會計業工時十分長，如在四大
會計師行工作，更有如「非人生活」，且亦需經常往
返內地工作，文化差異亦令他們不容易融入內地的
工作環境。不過，研究亦指會計業雖然工作時間不
分晝夜，但行業有明確晉升階梯，而在四大會計師
行工作者，行內多視之為跳板，待成功考牌後再作
打算。
隨 十大基建陸續上馬，建築及工程業人才亦十

分吃香，但研究指出，發展商在興建樓宇時，多傾
向以賺取金錢及盡用空間為原則，受訪者認為此舉
令他們的設計創意受到一定限制。至於法律界方
面，雖然近年訴訟個案金額上升，但個案數字卻減
少。何建宗說：「這反映行內競爭激烈，年輕的大
律師需要努力裝備；當他們打算開展自己的事業
時，卻由於沒有底薪，且要面對租金昂貴等問題，
需承擔頗高風險。」

■澳洲會計師公會於今年5月至6月份進行人力資

源調查，訪問273名專業人士，有三分一受訪者表

示半年內有意轉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嘉露 攝

■智經研究中心指出，59%受訪香港專業人士認為，與內地專業人士之間存在很大競爭。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年輕專業人士事業發展障礙
排名 障礙 百分比

1 競爭激烈 35.1%

2 到內地工作 19.1%

3 樓價/租金高企 18.7%

4 晉升緩慢 12.8%

5 工作時間長 12.2%

6 其他 2.1%

資料來源：智經研究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