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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全盛分享他自己的請人要求，讓一
眾畢業生參考。他認為，僱主會重點觀
察3方面，包括專業知識、解決問題能
力和社交溝通技巧，當中以後者最為重
要。「我從來不看畢業生的學業成績，

我想知道的是應徵者是否積極、紀律如何、
能否與同事合作、領導和溝通能力等，以上
均是不同的社交能力。在解決問題方面，我
們會有不同的處境題，讓面試者解答」。他
指近年的畢業生，在語言能力方面均有進
步，不過在溝通能力上仍有增長空間。楊全
盛亦感嘆指：「我真的見過有人帶着媽媽來
見工，我真想問到底份工是誰要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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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早年將文化及創意產業納入
本港6大優勢產業之一，文化產業增值
潛力大大提升。近年香港各商場增設有
關文化藝術或設計的活動，或舉行展
覽，成功增加人流。此舉同時凸顯商場

注重藝術發展的形象，香港展貿文化事業不
再局限於博物館或政府西九文化區項目工
作。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高級講師及課程主任
楊學賢指出，隨着展貿活動增加，需要的人
才亦愈來愈多，預計這行頭今年將增加1萬
個空缺，畢業生起薪點達13,000元。

招聘重經驗 態度要良好
楊學賢慨嘆，現時僱主聘請員工時非着重

學歷，而是對工種的認識及工作態度，亦會
留意其相關工作經驗。「很多僱主希望員工
可以馬上埋位工作，希望不用提供在職培
訓。因此會要求他們在設計活動上有專業知
識，現在不少展覽與文化、藝術和設計有
關，員工若有這方面的認識將有更大優
勢」。
人力資源顧問公司Manpower香港及澳門
營運總監余美珠亦分享指，企業聘請大專生
比例有上升趨勢，因為他們曾實習又熟悉行
業運作，工作表現和態度等良好，流失率較
低，晉升機會亦不錯。
楊學賢補充指出，展貿行業現時每年增長

約為10%至20%。為應付行業發展需要，
IVE將設全港首個展貿及文化管理高級文憑
課程，此課程除了加入文化學習元素外，亦
有提供90小時的實習課程，讓學生可以更了
解當中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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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跳槽筍工 IT最吃香

對FlexWorkflow董事
總經理的楊全盛

來說，最吃香的行業，
正是自己所在的資訊科
技 IT界別。「以我公
司為例，近年想請幾個
畢業生，等了3個月才
有2人申請。近幾年大
學學位沒有增加，互聯
網工程學科更有所刪
減。由於供不應求，我們公司請一個畢業生的起薪已
是13,000元」。他指資訊科技人才需求一直緊張，不
單是IT界缺人，其他界別公司亦需要一個IT人在公
司，解決電腦相關問題。「特別是2001年至2004年
畢業的人才，當年科網股爆破後，很多IT人無工做，

令現在業內中層管理人才出現斷層」。

次選財務策劃 新興數碼通訊
除了資訊科技行業外，楊全盛還推介了其他

4個界別。第一個是財務策劃，「香港是金融
中心，與財務有關的行業如會計會有市場」。
第二個是 Digital Communication （數碼通
訊），他指這個行業屬近年興起，需要有工商
管理經驗和IT背景。「簡單而言就是PR（公
關）與IT之間。有時公司需要做一些網上活動

（Online Campaign），以前可能會外判出去，現在
會自己做」。

全球採購缺人 物管專才搶手
第三個行業是Global Sourcing（全球採購），楊全

盛指自香港
經 濟 轉 型
後，不少企
業近年開始
做 Branding
（品牌），
做買賣外亦
要採購特別
產品，這類
人才的需求
應運而生。
第四個則是
物業管理，
他指有不少
會員做這一
行，「現時
賣樓愈來愈
似做酒店，
會有不同的
會所服務，舉辦不同活動等，正是物業管理的工
作」。楊全盛指這一行的需求不單來自本土，內地需
求更大。「內地硬件好好，但服務業上還有不少進步
空間，需要吸納物管人才」。

下屬表現差 中層倍添壓
打
擊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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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計在於春，企業常於每年首季制定年內計劃，並在春季增聘人手。對於打工仔

來說，過完新年，拿過雙糧，便是轉工好時機。對於轉工潮，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副

會長楊全盛向求職者介紹五大筍工，希望人人在馬年賺到笑。他對馬年勞工市場看法樂

觀，預計2014年起薪點可以上升2%至3%，如資訊科技（IT）等長期人手不足的行

業，起薪點增長會更高，一定超過2%至3%。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曄

■楊全盛
指，企業
招聘着重
觀察應徵
者的社交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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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 學 賢
指，現時僱
主聘請員工
時，主要看
其對工種的
認識及工作
態度。

近年，不少報道指員工的工作態
度及表現差劣，令企業管理層難以
駕馭。這不但增添管理層壓力，打
擊士氣，更令公司利益受損。調查
發現中層管理的平均工作壓力指數

近7.6分（10分滿分），當中近55%受
訪者工作壓力指數更高達8分。壓力來
源主要來自：下屬工作表現及能力
（77%）、下屬的工作態度（69%）以
及與上司的關係及溝通（42%）。

青年頻轉工 管理層無奈
是次「企業中層管理人員壓力指數及
招聘需求調查」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工商管理學科與香港中小型企
業總商會合作，共訪問306名中小企中
層管理人員。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副
會長楊全盛表示，現在與年輕人溝通
時，需要呵護有加；他們頻轉工亦會加
重中層管理者的壓力。「中小企礙於資

源有限，缺乏時間培訓新入職員工，因
此每當中層管理人員面對缺乏職場實戰
經驗的新人時，不單會感到無助，更會
間接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影響健康」。
在調查中，受訪者認為剛入職員工最

大的問題是不認識工作流程（63%）、
缺乏基本工作常識（59%），以及對行
業或工種不熟悉（55%）。楊全盛表
示，其實請一個新員工回公司，開頭3
至6個月由於是在學習階段，基本上沒
有生產能力；有不少人在6個月內認為
份工不適合自己，然後辭職。

多實習取經 要學懂堅持
調查結果亦顯示，有78%受訪者在招

聘新員工時會加設條件，多為有相關行
業實習經驗，逾七成（71%）則表示會
考慮應徵者曾否接受相關範疇的訓練。
楊全盛指，數據顯示企業對員工是否踏
實和上手速度均有要求。「一個僱主不

會請一個2年轉3份工的人，我覺得年
輕學生應該利用暑假多做實習，以確認
行業是否適合自己」。他認為要做甚麼

工作，應該在畢業前決定好；如發現工
作不適合自己，亦不應該在3至5個月
內放棄，起碼堅持1年以上。

■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普及，帶動數
碼通訊行業興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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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年最吃香的行業馬年最吃香的行業，，有指是有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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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中層管理人員壓力指數及招聘需求調查」發布會。

中國在2014年開始必須依靠實力，回
歸正常。中國奇蹟建立在中央集權體制
下，通過銀行、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
迅速集聚各路資金到大型項目中，在最
短時間內建成基礎設施。遍布全國的高
速公路網幾乎在10年內建成、高速鐵路
網建到一半，在最短時間內建立行業內
規模極大的龍頭企業，以便與國際競爭。
可是中央集權體制已經遭遇來自各
方的挑戰，近年對於質量與成本的關
注，讓利字當頭的人不得不考慮粗放
式經濟需要付出的生命代價。投資背
後巨大的貪腐成本，這是負債率上升
與資產質量下降，卻無人負責的關鍵
因素。集中資源辦大事在創造奇蹟的
同時留下嚴重後遺症，大型企業投資
效率下降，製造領域的民營企業被逼
上絕路。另一方面，伴隨着高投資而
來的高負債讓企業不勝負荷。投資增
長的同時資產質量下降，這些低效資
產帶來更多負債，不是利潤增長。

經濟處身泡沫邊緣
壞賬率上升與金融的高利潤，說明

經濟在泡沫邊緣搖搖欲墜。實體經濟
愈來愈困難，歐美製造業回歸，以控
制產業鏈成本著稱的庫克逐漸把蘋果
生產線遷回美國，內地的金融家與企
業家在高利貸泥潭中互相伐害。一個
工業化過程中的人口大國，一個未經
過系統培訓的勞工佔多數的國家，製
造業提前空心化，不是福音。
想維持經濟奇蹟的結果，無一例外

是奇蹟被戳破。

積極改革經濟結構
近期中國權力核心推動颶風般的反

腐風暴，以改革經濟結構，進而改變
政治生態，推翻部分特權的方式建立
信用。這樣做最好的結果是，中國進
入明智的強人政治時代。經濟方面的
改革一波三折，雖然有最強大的決
心，但對後果的考量、對軟着陸的渴
望最終會成為現實選擇。
希望中國出現大規模債務違約建立

金融風險的人不要妄想，中國不可能
出現這樣的局面。操盤者充滿憂慮亦
充滿父愛，為地方債務、大企業債務
保駕護航。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在
中國的字典裡，絕不允許休克療法。
改革是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是10
年、20年，中間還會出現反覆。
■美聯金融集團高級副總裁 陳偉明

中國經濟開始靠實力
一直以來，除了

一些需要外勤的工
種，傳統的工作模式
均會要求員工在公司

辦公室內工作。然而靈活辦公室方案供應商雷
格斯最近研究發現，近年有愈來愈多企業容許
僱員透過靈活辦公模式上班。當中更有73%受
訪人士認為靈活辦公模式有助減低工作壓力。

壓力大影響同事關係
雖說適當的工作壓力會為僱員帶來更大的

工作動力，但不停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壓
力，隨時會引致各種嚴重疾病，如心臟病或

抑鬱症等。雷格斯報告指出有48%受訪者認
為工作壓力較前一年高，另有34%僱員曾因
為工作壓力失眠，大大影響日常工作計劃。
對企業人事管理而言，無疑使人感到憂慮。

靈活辦公員工感輕鬆
企業人事管理固然需要關注公司生產力下

降所導致的各種問題，同時亦要留意壓力會
否影響員工之間的關係。該份報告提到，有
47%員工反映工作壓力會為同事之間帶來負
面影響。由此可見，工作壓力已成為現代企
業的潛在計時炸彈。
為解決僱員因為壓力所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

企業首要任務便是要降低員工的壓力指數。在
減低壓力指數的方法上，東西方企業所採用的
方法略有不同。西方企業或會以較靈活的手法
去處理僱員的出勤問題，部分企業甚至會容許
僱員不用硬性規定在辦公室內工作。
雖然，在經濟蕭條的日子，以及對於一

些仍在新興市場打滾的企業，要提供有關
彈性或會有一定困難。然而，假若僱主能
確切了解到員工壓力過大會直接影響到生
產力，或許會考慮讓僱員一嘗靈活辦公的
好處。
事實上，能夠活用靈活辦公室的企業，

其員工壓力遠較傳統企業低得多。對提升
企業員工的競爭力，無疑有正面作用，有
意提升企業盈利的企業不妨一試。

■雷格斯亞太區財務總監 約翰遜

美儲局才剛
開始退市，新
興市場爆發

「走資潮」，全球風險資產全面受壓，美股暴
瀉。須關注的是，QE縮減的影響才剛剛開始，
經濟穩健的中國內地將不免遭受影響。投資者
港股逐浪要隨時應對市場急變。
過去一周，新興市場再次遭到衝擊。阿根

廷比索兌美元匯率暴跌13.2%，單日跌幅創
12年來新高。俄羅斯盧布、南非蘭特亦創下
了數年來的新低。為此，上周各新興國家紛
紛推出穩定市場政策，但是收效甚微。

新興市場資金流走
今次資金從新興市場流走，與去年5、6月時

由走資潮引發的新興市場股滙市震盪相比，均
受內因和外因兩方面影響。內因是相同的：自
2008年金融海嘯後歐美等發達國濫印鈔，約4
萬億美元熱錢湧向新興市場，目前新興國家普
遍通脹高企，經濟缺乏增長動力，經濟復甦程
度不如發達國家。一旦美國退市，資金持續回
流歐美。外因則有所不同：上次是美聯儲局主
席伯南克稱考慮減買債以測試市場反應，今次
則是聯儲局已啟動退市。

港股料難獨善其身
因此，新興市場走資潮遠未結束，本港金融

市場高度開放，流入本港逾千億美元熱錢亦恐
退潮，港股勢難獨善其身，沽壓難消。未來港
股跌勢會否加劇，主要看外資如何看中國經濟。
目前外資既有看好內地經濟可續穩增，亦有憂
慮影子銀行、地方債、樓市泡沫等爆破衝擊經
濟。若新興市場走資潮令外資有意或無意對中
國看法轉淡，繼而造淡，則熱錢將加快撤出內
地與香港，對股市造成打擊。
不過，港股市盈率僅約10倍，估值不高，

調整幅度未必太深。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羨明

美退市影響漸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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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工作模式助減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