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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打風？周五入港警戒線

林鄭：窮人減證「低資」見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雖然本港天氣已轉涼，但本周
後期仍有機會受到熱帶氣旋影響。天文台預測，東北季候風會在
未來數天持續影響廣東沿岸地區。現時位於菲律賓以東的熱帶氣
旋會在未來一兩天大致移向呂宋，並於接近周末進入南海。而受
到季候風與該熱帶氣旋的共同影響，南海北部及華南沿岸周末期
間風勢頗大及有雨。

天文台料周末風大有雨

昨晚8時，位於菲律賓以東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以東約
1,18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大致移向呂宋。根
據天文台的預測路經，該熱帶氣旋將於明日增強為強烈熱帶風
暴，並於本周五進入香港800公里警戒範圍。
而天文台資料顯示，香港自1946年至今共有12個熱帶氣旋於11

月或以後時間影響香港，需要發出1號或以上的熱帶氣旋警告訊
號，其中2個更令香港發「8號波」。1954年超強颱風「柏美娜」
襲港，天文台於11月5日發出「1號波」，同日已升至「8號波」，
翌日更有持續近5小時的「9號波」。同名熱帶氣旋於1972年再以
強颱風姿態襲港，天文台先於11月7日發出「1號波」和「3號
波」，翌日下午發出歷時14小時的「8號波」，至11月9日才取消熱
帶氣旋警告訊號。
本港上一次於11月期間發出熱帶氣旋警告訊號，則追溯至2006

年的超強颱風「西馬侖」，天文台於10月31日發出「1號波」，至
11月3日取消，歷時約71小時。最遲風球則為1974年的超強颱風
「艾瑪」，天文台於12月1日發出「1號波」，並於同日晚上升至「3
號波」，至12月2日取消所有風球。

前線罷工句鐘 屋署盼理解正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政府工程技術及測量人員協會
批評，屋宇署大量削減前線人手，工作量卻有加無減，遂於本周
四發起1小時罷工以示不滿。協會強調，罷工不會以市民安全作
賭注，才選擇在午膳時間進行，促請當局增聘500名人手及檢討
現有管理文化。屋宇署發言人表示，已因應運作需要檢討工作目
標，冀員工理解署方已密切跟進各項事宜，並落實改善方案。

人手減32%  10萬僭建未跟進

彌敦道違例招牌日前搖搖欲墜，導致3條行車線封鎖6小時，引
起公眾對違規建築物的執法關注，惟現時屋宇署出現人手荒，難
以全面兼顧監察與執法。政府工程技術及測量人員協會昨日表
示，屋宇署於2011年前共有800名合約及公務員工，但同年改組
以後，署方大幅削減一半人手；同時合約職位亦由2011年的600
個，減至現時只有約300個，另有部分員工轉職巡邏小隊管理
層，導致前線員工職位大減約32%。
測量師代表廖復興表示，以往每區巡邏小隊由1名隊長及4名隊

員組成，現在只有隊長隊員各1名，卻要管區內數百幢樓宇，難
以規管與巡查樓宇僭建問題，單是改組至今亦已累積逾10萬宗僭
建個案未跟進，當中不乏已發出清拆令逾10年的僭建物。他續
稱，缺乏人手下，亦難以在短時間內審批業主小型工程，一旦發
現問題才要求業主清拆，對雙方甚不公平。
他又指，加上新樓動工前需要屋宇署審核圖則，但人手不足自

然「睇唔切」，導致為趕工出現粗疏審批情況。會長翁振湘表
示，員工曾於今年5月6日發起工業行動，協會在6月7日介入與署
方進行談判後，當時屋宇署副署長亦承諾1個月內解決人手問
題，惟9月30日卻指難以解決，認為當局「拖得就拖」。

午膳罷工 免影響市民安全

協會表示，為了不影響市民安全，選擇在午膳時間罷工，希望
當局能增聘500名技術人員，以彌補現有不足，否則不排除有進
一步行動。屋宇署發言人表示，在過去數月已就人手編制進行了
全面檢討，並已因應運作需要檢討工作目標，冀員工理解署方已
密切跟進各項事宜，並落實改善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深圳灣管制站於本周
日出現大量旅客排隊等候過關，有傳是當日入境處人員
「集體請假」所致。入境處昨日澄清事件，指沒跡象顯
示有出現「集體請假」情況，而深圳灣管制站當日的出
入境旅客流量十分繁忙，處方已即時抽調人員支援作疏
導，並向受影響旅客致歉。

黃然生：請假人數無大增

深圳灣管制站於本周日異常繁忙，出境旅客於高峰時
間需要大排長龍，有報道則稱事件是因為當日有入境處
人員集體請假所致。入境處助理處長(管制)黃然生昨日
否認有「集體請假」的情況，指深圳灣管制站當日有10
多名員工請病假，情況與平日差不多。而當日放假的員
工屬於不同更分，並非集中在某一更。而員工若要請病
假，亦需要有醫生紙證明。但他承認在人員調配上有改
善空間，會「經一事、長一智」，加強內部溝通，並在
預知人流較多的日子抽調人手到口岸。
入境處發言人亦解釋，深圳灣管制站當天共有約

105,000人次出入境，較今年首9個月的日均約87,000人
次多出約20%。其中有大量旅客集中在晚上7時至10時
的時段過關，平均每小時7,700人，較其餘時段平均的
5,400人多約43%，所以該時段旅客過關時間相對較長。
發言人又表示，處方當時已安排後勤人員投入櫃台服

務，亦從其他口岸抽調人員支援深圳灣管制站以多開櫃
疏導人流。不過，處方亦就事件向受影響的旅客致

歉。

處方未接獲投訴主管人員

對於報道指有職員不滿女指揮官「高壓管理」，發言人表示明
白前線同事面對的工作壓力，員工工作約兩小時後會獲安排小
休。而處方近年已推出為多項措施以應付不斷增加的工作量，包
括設立旅客e道、旅客出入境免蓋章措施，本年度亦會為管制站
增設116個職位。而處方至今從未接獲任何同事或工會方面對主
管人員不滿的投訴或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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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會兼職空缺佔過半 吸近3,000人入場

零售迎聖誕 加薪14%搶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距離聖誕及新年還有

約兩個月，在勞動市場緊張下，本港零售業已展開

「搶人戰」，以應付節日裡沉重的工作。在昨日一個招

聘博覽上，零售業就提供了大量兼職空缺，佔整體招

聘人數逾50%，有公司更將時薪按年增14%，務求吸

納更多生力軍。

大節日是零售業的旺季，雖然近年內地個人遊的購物習慣改
變，但整體零售業依然暢旺，當中更有不少企業增加分店

以搶佔市場。《Recruit》昨日起一連兩日在奧海城舉行招聘博
覽，提供逾4,000個全職及兼職空缺，招聘會主打零售行業，合
共招聘2,000人，當中逾50%為兼職職位，更特設「聖誕新年工
作區」，兼職時薪30元至57元不等，招聘會昨日共吸引2,000人次
至3,000人次入場。

連鎖集團嘆「有工無人做」

旗下品牌包括日本城、泛美家等大型連鎖店的國際家居零售有
限公司，昨日亦有在場擺設招聘攤位。公司運作部行政主任何小
姐表示，現時本港的失業率維持在3.3%的低水平，加上受店舖
擴張及年尾效應等因素影響，零售業前線人手嚴重緊缺，「有工
無人做」，各零售行業要在大時大節來臨之前兩個月，不斷參與
各類招聘活動，確保聖誕新年期間有充足人手。
她指出，此次公司共提供50個職位空缺，招聘的職位逾半為兼

職，時薪31.5元至36元，要視乎不同地區而定。
香港迪士尼樂園昨亦在場設招聘，特設6個聖誕及農曆短期工

作的工種，包括餐飲服務員、樂園設施及賓客服務員、樂園清潔
服務員等，共招聘超過600人。另外，主要經營便利店7-11、超
級市場惠康及萬寧的雀巢牛奶公司，更大量招聘1,000人，提供
店務助理、倉務員等不同職位。

理工生搵兼職首重薪高

現年22歲、就讀於理工大學4年級的陳同學表示，一直有邊讀
書邊做兼職的習慣，但以往一般是從事銷售員的工作，但在近日
偶然看到《Recruit》上刊登有迪士尼招聘短期工作，由於薪金不
俗，故就前來遞交申請表，應徵樂園設施及賓客服務員。她表
示，自己家住奧運站附近，到迪士尼車程並非太遠，而樂園所提
供的時薪亦十分吸引，故放棄現在所做的兼職銷售工作。她認
為，薪金是她挑選兼職工作的前提，「兼職都是想賺多點外快，
時薪當然愈高愈好啦」。

搵全職在職培訓最關鍵

場內亦不乏前來應徵全職的人士，應徵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
司技術員的沈先生認為，薪金多少與否不太重要，在職培訓才
是關鍵。他透露，今次的技術員職位薪金，雖較現從事的銷售
員工作為少，但公司能為他提供培訓，認為是值得的。現年27
歲的麥小姐亦希望公司能準時收工，給予她多一些時間進修。
而大學畢業1年的張小姐認為香港找工作難，「網上寄出100封
電郵，才有1封回音」，她希望能親身前來招聘會，應徵媒體或
航空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港府上月制定
本港首條貧窮線，並會加大力度推動扶貧工作。
政務司司長、扶貧委員會主席林鄭月娥昨出席立
法會一個會議時指出，當局正研究推行低收入家
庭補貼，並會一併支援就業及為低收入家庭的兒
童提供補助。她又強調，訂定最低工資的目的並
非為了扶貧，但最低工資推行後，整體貧窮人口
呈跌幅，證明政策有效。多名立法會議員則批評
當局沒有訂立扶貧工作目標，亦否定以政策滅
貧，是迴避議會的監察。
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扶貧委

員會的工作報告及制定貧窮線後的政策目標。有
立法會議員認為，當局訂定貧窮線是「雷聲大、
雨點小」，缺乏具體政策支援。工黨議員張超雄
指出，香港是一個富裕社會，貧窮是不可發生、
不能容忍的事，應將目標定於現屆政府內令貧窮
人口減半。

陳婉嫻促助婦女就業

工聯會議員陳婉嫻批評當局訂定貧窮線後缺乏
完整政策，促請當局協助婦女投入勞動市場。民
建聯主席譚耀宗建議將現行的「鼓勵就業交通津
貼計劃」轉化為「低收入家庭生活補助計劃」。
工聯會議員鄧家彪則指出，最低工資在2011年5
月實施後，只是將申領綜援的個案變為在職貧
窮，認為當局應訂定最低工資與貧窮線的關係。
林鄭月娥指出，當局已將原定年底前制定的貧

窮線提早至9月公布，並會根據搜集到的意見，
制定相關政策，亦會每年更新貧窮線，已顯示政
府願意承擔，「在目前相當政治化的社會下，我
們明知訂立貧窮線會帶來壓力，但仍然願意去
做，是展示了對扶貧工作的決心」。

家庭補貼非短期可推

林鄭月娥表示，當局已收到逾10份關於低收入
家庭補貼的建議書，正研究具體政策，但制訂需
時，相信即使在施政報告上公布，亦非一兩個月
內可落實。她又謂，當局沒有定下具體滅貧目
標，是不想忽略貧窮線上有需要幫助的人。她重
申，最低工資的目的並非扶貧，故不能期望最低
工資必可應付整個家庭的開支；而自從引入最低
工資後，整體貧窮人口下跌，已在某程度上反映
政策有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上周發表的人
口政策諮詢文件提出，探討放寬輸入外勞，引
起本港工會以至部分政黨關注。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張建宗強調輸入外勞只是補充本港缺乏的
勞動力，絕不會取代本地工人崗位和壓抑工
資，希望社會可客觀、務實、理性看待外勞問
題。他又透露，公務員事務局正就公務員的退
休年齡和繼任情況展開前期研究，預計明年初
可提交報告。
政府於上周發表最新人口政策諮詢文件，張

建宗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由於本港人
口增長不足，故對人口設立上限是不切實際。
他又稱，現時的退休人士中有部分年紀不算
大，應充分利用他們的經驗，不過，他亦注意
到改動退休年齡同時亦會阻礙年輕人向上流
動。他透露，公務員事務局正就公務員體系，
包括退休年齡和繼任情況等進行前期研究，希
望可於明年初提交報告。

補缺人崗位 創雙贏局面
他說，現時本港經濟暢旺，有很多工程上

馬，但現時勞動力不足，有些僱主應付不了工
程，員工工時亦都相當長，對工人未必有好
處。他重申，輸入外勞只是補充香港勞動市場
真正缺乏的勞動力，而輸入外勞後，僱主有人
用，本地工人亦有充分就業保障，從而帶動經
濟發展，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給本地工人，形成
雙贏局面。

他表示，輸入勞工只是短暫安排，而輸入勞
工在港已非新事物，現時本港共有32萬8千個傭
工，為26萬個香港家庭服務，是香港重要的人
力資源，釋放了婦女投入勞動市場。
張建宗又指，本港截至9月底，在「補充勞工

計劃」下輸入了2,800多個勞工，而所有外勞均
獲給予不低於市場工資的中位數，否則不獲批
准。他強調，當局輸入外勞的首要出發點是要
保障本地工人的利益，優先就業，強調外勞絕
對不能取代本地工人的崗位，亦不是用來壓抑
本地工資。他表明：「任何損害本地工人利益
的，我們也不會做。」

諮詢聽意見 盼理性看待
至於如何優化「補充勞工計劃」，張建宗指當

局會與勞顧會委員和工會代表討論，並希望於
未來4個月的諮詢期內聽取社會人士意見。他希
望社會可要客觀、務實、理性地看待外勞問
題，當局未來亦會與勞工界溝通。
另外，當局亦會加強培訓本地工人，為本地

勞動力製造就業機會。張建宗表示，獎券基金
早前撥款千多萬元，由勞福局推行「安老服務
啟航計劃」。張建宗形容計劃情況令人鼓舞。
他指，參與計劃的60名青年最初從事護理，於
公開大學修讀完畢後已成為保健員，第二年取
得文憑後可接受登記護士培訓，藉此向上流
動。他期望更多青年進入安老服務行業，亦很
樂意爭取更多資源。

張建宗派定心丸：輸外勞不損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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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表示，當局正研究推行「低收入家庭補貼」。旁為張

建宗。 彭子文 攝

■譚耀宗建議將「交津」轉化為

「低收入家庭補貼」。 彭子文 攝

■《Recruit》昨日舉行以零售業為主的招聘博覽，其中有公司提供較去年高14%

時薪招聘兼職員工，務求吸引更多求職者應徵。 陳錦燕 攝

■不少公司招聘大量兼職員工，佔整體招聘人數的50%。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錦燕 攝

■何小姐表示，公司共

提供50個職位空缺，逾

半為兼職。 陳錦燕 攝

■沈先生認為，薪金多

少不重要，在職培訓才

是關鍵。 陳錦燕 攝

■麥小姐希望能準時收

工 ， 可 以 多 些 時 間 進

修。 陳錦燕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