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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規劃署昨日發表2013年至2021年的人口分布

推算數字報告書，推算新界及九龍區人口在2021年增至408萬和234萬人，同

期港島區人口會下調至125萬人。至於年齡組別，介乎25歲至59歲的整體勞

動人口，預算在2021年達408.7萬，較2011年的402.1萬微增0.01%，但60歲

以上的長者人口推算則由2011年的135萬，大幅增加至205.3萬，增幅約

52%。有學者指出，人口老化問題存在已久，望政府能及早做好準備，作出

更周全的規劃。

規劃署表示，根據推算結果顯示，新界
的人口增長幅度會較九龍和香港島的

為高，其人口由2011年的369萬人增加
10.4%，至2021年的408萬人，佔總人口增長
的65.2%。

至於，九龍將成為人口增長率最高的主要
區域，其人口將增加10.9%至2021年的234萬
人。此外，香港島的人口會保持平穩，由
2011年的127萬人輕微下調至2021年的125萬
人。三區分佔總人口百分比53%、31%和
16%。

元朗區增11萬人最多

報告亦提及，料沙田、元朗和觀塘將是人
口最多的區議會分區，人口將會分別達到
71.17萬人、68.98萬人及68.31萬人。屆時，
這三分區將分別容納全港陸上人口的9.3%、
9%及8.9%。元朗區會成為人口增長最多的
區域，預算到2021年人口會增加11.1萬人。

另外，12個新市鎮中，葵涌新市鎮將會是
長者人口比例最高的新市鎮，其比例會由
2011年的16.5%增至2021年的21.1%。而天水

圍新市鎮將會是工作年齡人口比例最高的新
市鎮，其比例會由2011年的78%輕微上升至
2021年的78.1%。元朗新市鎮將會是年輕人
口比例最高的新市鎮，其比例會由2011年的
12.6%上升至2021年的14.3%。

鍾劍華：可參考星人口政策
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指，報

告中所顯示的人口老化問題存在已久，隨
醫療及科技發達，出生率低、長者壽命延

長，無可避免地出現老年化問題。他建議，
港府可參考新加坡的做法，如增加新生嬰兒
的花紅津貼，同時大幅度加強長者護理服
務，及早為長者作退休保障，以減低年輕人
的負擔，為未來作出更周詳的規劃。

人口推算港島區跌 學者促早規劃「老化」問題

2021年長者205萬 十年增52%

■陳克勤(中)指，不少市民有慳水意識，卻沒有動力，建

議當局加強宣傳及教育市民培養節水的生活習慣，並應擴

大「用水效益標籤計劃」範圍。 記者聶曉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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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15項擬研究課題
■ 善用現有人口和勞動力。

1. 強化家庭、鼓勵結婚和生育。

2. 鼓勵婦女、年青人和長者投入職場，由現有人口釋出更多勞動

力。

3. 引入彈性聘用和退休安排，延長勞動人口的工作年期。

4. 改善人力供求和技能配對問題。

■ 利用香港以外的來源補足本地勞動力

5. 鼓勵已定居內地和海外的港人及他們的第二代回流香港。

6. 考慮如何善用透過單程證來港的人士，成為香港人口新力軍。

7. 為非本地居民在港所生子女(第二類嬰兒)來港接受教育作好準

備。

8. 輸入專才。

9. 輸入低技術勞工。

10. 加強新來港人士和少數族裔融入社會。

■ 支援長者為晚年作更好準備

11. 鼓勵並教育市民早為退休財務安排作出規劃，推廣適合長者投

資的金融服務和新產品。

12. 在制訂政策時推廣積極健康樂頤年的概念。

13. 創造長者友善的生活環境。

14. 推廣銀髮市場的發展。

15. 研究福利的可攜性。

資料來源：政府提交立法會討論文件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2011年及2021年
勞動人口推算表

年齡組別 2011 2021

25-29 534,100 547,400

30-34 550,000 593,400

35-39 562,600 595,900

40-44 572,700 560,500

45-49 651,700 571,500

50-54 637,700 586,800

55-59 513,100 631,600

總數 4,021,900 4,087,100

幅度 +0.01%

60-64 409,600 603,100

65-69 234,300 483,300

＞70 707,000 967,400

總數 1,350,700 2,053,800

幅度 +52%

資料來源：政府規劃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美顏霜水銀超標8千倍須停用

兩款心臟去纖顫器電池短命

51%刷牙長開水喉
陳克勤倡宣揚慳水

新社聯促增外展服務救隱青

9月推人口政策諮詢迎高齡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淡水資源珍貴，但民建聯
一項調查發現，雖然有32%受訪市民曾擔心香港會再次制
水，但不少人有浪費食水的習慣。調查發現，分別有
51.2%及75.2%受訪者曾在刷牙與花灑淋浴時「水喉長
開」；部分更淋浴長達逾20分鐘。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
勤指出，很多市民有節約用水意識，卻無動力，建議當局
加強宣傳教育市民培養節水的生活習慣，並擴大「用水效
益標籤計劃」的範圍，讓消費者能更容易選購節水產品。

部分人淋浴逾20分鐘
民聯建本月11日至14日以電話訪問了663名市民的用水習

慣及節水態度，並在昨日聯合國訂定的「世界水日」發
表。調查發現，51.2%受訪者曾在刷牙時長開水喉；而有
以花灑淋浴習慣的市民當中，75.2%受訪者曾水喉長開，
表示「經常會」的亦有24.6%；另有3.2%受訪者每次淋浴
時間長達20分鐘以上。

調查又發現，有67%受訪者不知道「用水效益標籤計
劃」；但有43.3%受訪者表示經常會在購買用水產品時會
選擇比較節水的產品。在開拓新水資源方面，65.9%受訪
者贊成使用再造水沖廁或灌溉用途，但有38.3%受訪者不
贊成香港再使用海水化淡提供食水。

陳克勤引述環保團體的研究指出，若淋浴時間逾10分
鐘，用水量便與浸浴相同，建議市民除購置較慳水的花灑
外，亦應培養較短的淋浴時間。他認為，大部分市民對香
港的水質十分有信心，故「慳水」的動機亦減少，「環保
是『知易行難』的，很多時有節約用水的意識，卻沒有動
力」。他認為當局應加強宣傳及教育市民培養節水的生活
習慣。民建聯大埔區議員張國慧建議市民，可儲起洗米或
洗菜水來作其他用途，例如洗手及淋花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衛生署昨日促請市民留意由
美國醫療儀器生產商Physio-Control Inc發出，與兩款自動體
外心臟去纖顫器LIFEPAK CR Plus和LIFEPAK EXPRESS的
電池效能有關的安全警示。衛生署透過其對醫療儀器的恆
常監察，從英國藥物及健康產品監管局得悉有關警示。

根據製造商的資料，該兩款自動體外心臟去纖顫器是以
電池操作以提供治療。有關的充電器大約每兩年便須更
換。但在某些罕見的情況下，該充電器可能因為內部電力
故障，導致內部電池損耗的情況提早出現，從而令充電器
壽命少於兩年。於2005年至2012年生產的該兩款儀器均有
可能受這種問題影響。

Physio-Control Inc表示，發生有關故障的可能性極低，而
即使儀器受上述問題影響，顯示屏仍會繼續正確顯示該儀
器和電池的狀況。

至今未有事故個案

發言人說，在本港，根據衛生署向本地供應商利和醫療
香港有限公司的初步查詢所得，LIFEPAK CR PLUS曾供
應到香港。供應商正核實受影響儀器在本港的分銷紀錄，
並建議顧客應立即按使用說明書檢查儀器和電池的備用情
況。顧客如發現問題，應聯絡其本地供應商。發言人補
充，衛生署至今未有接獲在本港使用該兩款自動體外心臟
去纖顫器相關的不良事故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研究及
制定人口政策，是今屆特區政府的施政重
點之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
會特別內務委員會上透露，人口督導委員
會決定循3方面 手，選取了15項具體議
題研究，包括如何善用現有人口和勞動
力、利用香港以外來源補足本地勞動力，
支援長者為晚年做好準備，延長勞動人口
工作年期及檢討單程證制度等，以應對未
來的人口挑戰（見表）。委員會計劃於今
年9月就有關問題展開公眾諮詢。

5年後勞動人口下降影響經濟

林鄭月娥昨日在內會特別會議上，交代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及扶貧委員會的工作
進度。她表示，香港人口急速老齡化是不
爭事實，而人口督導委員會注意到建造、
零售服務及安老服務等行業已經出現勞工
短缺，故勞動力不足亦是香港經濟面臨的
急切問題；當勞動人口2018年後開始下
降，除非香港整體經濟進一步提升生產
力，否則難以維持過去的經濟發展速度。

她續說，目前只有150萬就業人士須繳
納薪俸稅，當勞動人口下降，屆時稅基收
窄及薪俸稅收增長放緩，會局限政府應對
老齡化及其他民生問題的財政空間，問題
迫在眉睫。

林鄭月娥說，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於
去年年底重組，並委託學者及不同界別
的專家，聯同相關政策局局長及部門首
長共同檢視香港人口面對的經濟和社會
挑戰，研究可行的應對策略，並於過去
兩次會議檢視了未來30年人口結構變化
的推算結果。

林鄭：初步選取15具體議題

她續指，督導委員會認為可持續的人口
政策，應同時兼顧經濟和社會上的需要，
並應擴大以涵蓋非經濟的目標，故同意循
3方面 手應對未來的人口挑戰，並初步

選取了15項具體議題再作研究：
一、善用現有人口和勞動力，透過家庭

友善措施及彈性退休安排，吸引和利便更
多婦女和長者等加入勞動市場；改善人力
供求和技能配對問題，以支援經濟發展；
長遠而言亦強化家庭、鼓勵結婚及生育。

二、利用香港以外來源補足本地勞動
力，包括鼓勵已定居內地和海外的港人及
他們的第二代回流香港；考慮如何善用透
過單程證來港的人士，成為香港人口的新
力軍，但不會審批單程證申請；協助新來
港人士和少數族裔融入社區；因應未來的
經濟情況考慮目前輸入專才和勞工計劃是
否切合香港的需要。

三、研究福利的可攜性、推動發展銀髮
市場，並就退休財務安排、資產管理、創
造長者友善生活環境等範疇作好準備。

扶貧委員會研退休保障

就扶貧委員會訂立貧窮線的進展，林鄭
月娥表示，自扶貧委員會去年召開的首次
會議，決定正式展開訂立貧窮線的工作，
並同意將此議題交由其轄下社會保障和退
休保障專責小組進行詳細研究，至今進度
理想，委員會同意採納相對貧窮概念，並
以入息中位數的一半訂立一條貧窮主線，
有信心今年內完成貧窮線的制訂，又強調
政府不會迴避退休保障的議題，預料扶貧
委員會需要1年時間研究。

會上，多名議員關注到關愛基金的注
資。林鄭月娥在回應時強調，今年度財政
預算案建議向基金再注資150億元，加大
力度推展扶貧工作，向未能受惠於預算案
紓困措施，即俗稱的「N無人士」提供援
助；強化基金補漏拾遺的功能，推出更多
有針對性的援助項目和先導計劃，尤其是

「護老者津貼」先導計劃，以紓解院舍硬
件不足；以及延續推行具成效但又未能即
時納入政府恆常資助的項目，讓有需要人
士無間斷地繼續獲得援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近日發生多宗
倫常慘案，新界社團聯會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要
求當局加強對家庭服務和青年的支援，包括盡快對
提供「隱蔽青年」外展服務的社福機構提供支援，
設立社工加醫護界的跨部門支援服務隊伍，增加資
源以積極回應青年人的「四業」訴求，及增撥資
源，加強支援家庭議會的各項推廣活動及研究工作
等。

新社聯會長梁志祥、理事長陳勇、副理事長陳克
勤、常務理事何俊賢，及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
等20多名代表昨日向政府請願。梁志祥表示，他們
對香港過去幾天接連發生的家庭倫常慘案深感哀
痛，兩宗慘劇的涉案兒子均有類似特徵，同為失
業、沉迷於電子暴力遊戲或漫畫角色的「隱蔽青

年」，而不少研究已指出長期浸淫在虛擬的環境
中，除了減少與人溝通的機會，更對他們的心智、
精神健康等方面造成負面影響。

梁志祥：接連倫常慘案需增家庭服務

他續說，家庭慘案接連發生，反映目前家庭服務
出現不足，新社聯建議政府盡快對提供「隱蔽青年」
外展服務的社福機構提供支援，並研究社會需求以
適時加強服務；設立社工加醫護界的跨部門支援服
務隊伍，及早識別精神健康出現問題的青少年；增
加資源以積極回應青年人在面對學業、就業、置業
和創業的壓力問題，藉此減少「隱蔽青年」現象。

新社聯又要求，當局應積極推動親職、子職和倫
理等正面家庭教育的宣傳，及廣泛透過社會各層面

如社區服務機構、學校，及傳媒等配合推行；增撥
資源，加強支援家庭議會的各項推廣活動及研究工
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衛生署昨日呼籲
市民勿購買或使用一種名為「茵妮美白修復霜」
的美顏霜（見圖），因為該產品可能含過量水銀
成分，使用後可能危害健康。事件始於衛生署
接獲醫院管理局通報一宗懷疑水銀中毒個案，
涉及一名30歲女病人，衛生署即時展開調查。

女子中毒下肢水腫兼腎患
衛生署發言人透露，該病人於上月16日因下

肢水腫而到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急症室求
醫。她入院後被發現腎臟有問題，懷疑是水銀

中毒引致。她表示曾在
入院前使用上述產品達
兩個月，因此臨床診斷
出她的徵狀可能由使用
上述產品所引致。病人
接受治療後已於上月18
日出院。

發言人補充，醫管局的化驗結果顯示，來自
病人提供的產品樣本的水銀含量為可接受水平
的8,349倍。調查發現該產品是病人從本地一間
不知名的印尼商店購買。調查現時仍然繼續。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昨與20多個新來港婦在深水 晤再培

訓局行政總監吳家光，反映再培訓政策不足問題。吳表

示，該局會專門研究對新來港者的特長及培訓需要，並考

慮婦女提出的半日津貼、半日制時間、托兒等要求。

逾20新來港婦促改善培訓

■新社聯就近日發生多宗倫常慘案到政府總部請

願，要求當局加強對家庭服務和青年的支援。

■隨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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