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新
公布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備受社會各界熱
議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天出席電台節目
中表示 政府理解工人的憂慮 強調一定
會讓本地工人優先就業 只會針對性地為
缺乏勞動力的行業引入外勞 他又指 本
港要吸引外地專才來港並不容易 需要多
下工夫解決居住空間細小及樓價過高等問
題
對於多個界別反對政府引入更多外勞 保

安局局長黎棟國昨天出席電台節目中表示
人口政策諮詢文件希望先諮詢市民意見 有
主流意見會更容易落實措施 而政府理解工
人的憂慮 強調會以本地工人就業優先 引
入的外勞亦只會針對缺乏勞動力的行業

諮詢文件另外的重點是如何吸引外地專
才 黎棟國表示 要吸引專才來港並不容
易 雖然香港是很有吸引力的城市 但
我們不是沒有缺點 例如沒有足夠國際學
校 空氣質素問題 加上樓價相當貴 居
住環境大小都有距離 實質上要吸引他們
來要多下工夫
對於有意見要求港府收回單程證審批

權 黎棟國認為審批單程證是讓有關人士
家庭團聚 與輸入專才是兩回事 所以不
會以學歷等作審批 又指單程證法律框架
非常清晰和明確 港人內地配偶平均輪候
4年可來港與家庭團聚 加上憲法對單程
證有明確規定 所以不存在取回審批權問
題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專員聶德權出席 城市
論壇 時表示 人口政策諮詢文件勾劃了政
策的方向 希望凝聚社會共識 就像先展現
樹林 其後再聚焦在樹木 在4個月的諮詢
時間內 政府會持開放態度 強調政策目的
並非只考慮經濟發展 亦講求社會的共融

他又指 文件建議首要提升現有勞動力 如果仍有不足
才考慮引入外勞 但城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梁麗清則
表示 人口政策文件的理念只以經濟出發 欠缺宏觀視野
憂慮只是 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予人的感覺是只關心
有沒有人賺錢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認為 諮詢文件內的問題
已經討論了十多年 內容都是老生常談 政府亦很清
楚各界對不同議題有何意見 但一直都沒有整體性措
施推出 就如何釋放女性勞動力問題 政府無適當的
託兒 照顧者等配套政策 令女性因家庭壓力 難以
投身勞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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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輪：多方開會冀解郵碼交通
今個月共有

5艘郵輪停泊啟德郵輪碼頭 由於早前有部分
旅客批評交通配套不足 指示不清晰及服務人
員不足等問題 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香港代表
林樹德表示 已與多方面開會 希望能夠解決
交通問題 他又指 有本地旅行社安排旅遊巴
接送團客回市區才解散 令碼頭交通得以紓
緩
啟德郵輪碼頭自今年6月啟用後 經過風季

後 海洋水手號 於本月29日作為首架以新
碼頭為母港出發的郵輪 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
香港代表林樹德表示 由於內地郵輪市場對這
個行程需求非常大 在開售時便被內地旅行社
大量搶購 最後這艘可接待約3,200名乘客的
郵輪 有逾2,000人是內地登記 而11月2日
海洋水手號 前往台灣的行程則極受本港客
歡迎 由於11月2日是星期六 郵輪於11月

5日早上7時返抵港 有乘客表示下船後可以馬
上上班 所以只需要請一天假便可以玩足4日3
夜 所以非常受港人歡迎 最終共有逾2,700
人本港登記乘客購買該行程 破歷來紀錄 而
11月5日前往新加坡的行程亦有逾1,200個本港
登記乘客

今年首9個月 訪港旅客人數較去年同期上升
12% 仍是以內地旅客為主 政府正研究本港接待旅客的承受能
力 旅遊發展局承認 本港傳統旺區在節日假期近乎爆滿 要將旅
客分流 但不認為暫時要減少在內地推廣香港的力度
旅遊發展局總幹事劉鎮漢昨日出席無綫節目 講清講楚 時表
示 去年有近5,000萬人次旅客來港 今年首9個月的整體訪港旅
客 較去年同期增長12% 當中即日來回旅客有20%增長 過夜旅
客亦增長9% 劉鎮漢說 過夜旅客不再只是購物 旅發局正研究
與業界合作加強推廣 研發更多新旅遊產品 包括18區的本土遊
他承認 介紹香港地區特色的本地遊發展慢 明白業界擔心推出新
產品會有風險 旅發局願意加強支援

就當局正研究本港接待旅客的承受能力 有參與提供意見的劉鎮
漢表示 平日非旺季時候 本港對遊客仍有承受空間 但承認在節
日假期 傳統旺區近乎爆滿 他建議將旅客分流至全港18區 減輕
個別地區的壓力 他又不認同分流措施未見成效前 就減少在內地
推廣香港的力度

首9月訪港旅客升12%

先聘後訓 助安老業吸新血

建宗預期 本港安老服務的需求將與日俱增 勞
工及福利局已與勞工處 僱員再培訓局 社署

數間非政府機構及有關培訓機構 商討如何為有志投
身安老服務業的青年安排在職培訓課程 他表示 目

前正透過獎券基金撥款推行的 青年安老服務啟航
先導計劃 是以 先聘用後培訓 的方式 招募青年
在安老院舍擔任護理工作 讓市場有足夠人手提供優
質服務

張建宗指出 計劃為青年提供在職培訓及持續進修
機會 隨着職業路線圖發展個人事業 從而希望協助
入行的青年及早確立目標而減少中途離開行業的情
況 參加計劃的學員除了會受聘於私營或津助安老院
舍擔任護理員的職位 更可得到政府以先墊支後發還
的模式資助入讀香港公開大學之2年制兼讀 健康學
文憑(社區健康護理) 課程 當完成整個課程並通過考
核後 可具多元技能資歷

張建宗表示 有關計劃是一項嶄新的嘗試 自上月
起推行至今 已有約60名青年參與 他們在多間安老
院舍投入工作 並開始在香港公開大學上課 張建宗
日前到香港公開大學探望該些年輕學員 其間有參加
者表示 並非沒有其他路才選擇加入安老服務業 而

是因為相信行業有前景 亦有學員稱面對長者的道
謝 滿足感非筆墨所能形容

張建宗指出 很多人視安老院舍工作為厭惡性行
業 但一名20歲的女孩子卻表示 3天時間便已適應
換尿片 的工作 一星期後更習以為常 張建宗表
示 從分享他們的
工作體會當中 內
心十分感動 亦充
滿了希望 社會
上常常說現今的年
輕人愛養尊處優
其實只要我們協助
年輕一代及他們的
家長改變擇業觀
念 讓他們看到工
作的意義及前景
他們是願意投身那
些行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