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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及工聯民建聯及工聯
會議員呼籲會議員呼籲，，政政
府應鼓勵全社會府應鼓勵全社會
企業為男員工提企業為男員工提
供有薪侍產假供有薪侍產假。。

港8年後缺工12萬
政府推算 高中副學位人手最渴市

金融服務業

建造業

資訊及通訊業

香港文匯報訊政府公布2月至4月份
失業率為3.1%，與上一次數字相同，是
連續第四個月維持在16年來最低水平，
有逾12萬人失業，增加約2,300人。
就業不足率則由 1.2%上升至
1.4%，就業不足人數由47,700
人上升至52,800人，增加約
5,100人。
失業率上升主要見於樓房

裝飾、修葺及保養業和住宿
服務業；而下跌則主要見於
清潔及同類活動業、建造業
內的地基及上蓋工程。就業
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見於清
潔及同類活動業和建造業。

張建宗：續協助求職者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

示，最新數字是連續第四個月維
持在16年來的低水平，總就業人
數輕微回升，接近歷史高位。他
說，隨着本地經濟持續溫和增長，預
料勞工市場在短期內維持穩定。不過，
全球經濟復甦步伐仍有變數，對本地勞
工市場有潛在影響，當局會保持警覺，
勞工處會繼續舉行招聘會協助求職者。

勞工及福利局昨日提交立法會的文件再次提到，人口老化是既定事
實，按推算本港65歲以上長者人口將由2012年的97.9萬升至2041

年的255萬。此外，勞動人口將由2012年的351萬增至2022年的367
萬，勞動人口參與率卻因人口老化由58.8%降至58%，當中男性勞動參與
率將由68.7%降至66.5%。

金融服務建造業 人力需求旺盛
當局又以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為4%推算，本港勞動人口將由2012年

的351萬增至2022年的367萬，但同期間的人力需求卻由348萬增至379
萬人，增幅高於供應量，令2022年本港的人力需求將欠11.79萬人。以教
育程度劃分，學士學位或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力需求在10年間的年均增長
率高達3.3%，但初中或以下的需求卻下跌2.1%。
教育程度為學士學位者，2022年的人力需求為96.5萬人，但推算供應

量僅得91.4萬，尚欠5萬人；學歷為高中程度的供應數目有127萬，亦與
實際需求有9.4萬的差距。當局指出，實際數字情況會受本地經濟情況影
響，估計2022年的人力供求差額將在5.9萬至17.7萬之間。
文件指出，由於沒法估計畢業生或離校生將投身哪一個行業，故未能
就個別行業的人力供應，以及是否求過於供進行推算，相關政策部門會
進行針對性的個別行業人力規劃及研究。此外，當局推算各行業之中，
以金融服務業的人力需求年均增長率最高，達2.2%，其次為專業及商用
服務業(1.5%)、建造業與資訊及通訊業(各為1.4%)。至於電力、燃氣、自
來水及廢棄物管理業；製造業；農業、漁業及採石業的人力需求則分別
錄得0.4%至0.7%的跌幅。

倡延長工作年期 優化輸入外勞
文件又提到，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已在上月26日的會議，就
推算結果定下跟進的政策議題，包括制定可持續的土地供應
藍圖，以應付住屋及就業需要；優化託兒服務與婦女再培
訓；提倡更長的工作年期；積極從海外尋找人才，以及在
不損害本地工人利益下，優化現有的輸入外勞機制等。立
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將於今天的會議上討論2022年的人
力需求推算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勞工市場持續活
躍，不少打工仔被高薪「挖角」。香港人力資源管理
學會調查發現，去年本港平均僱員流失率達20.1%，
是調查自2002年開展以來的最高紀錄，當中建築、物
業發展及地產業錄得最高的45.5%流失率。人力資源
管理學會會長莫家麟指出，去年全年失業率介乎
3.2% 至 3.5%，反映僱主招聘及挽留僱員時承受壓
力，「由於經濟前景仍然樂觀，預期今年僱員流失率
將維持趨勢。」

建築地產業 流失最嚴重
人力資源管理學會今年2月訪問了合共聘用逾12萬
名僱員的81家企業，並於昨日公布「2013年第三季及
第四季與2013年全年人力數據調查」結果，發現去年
本港整體平均僱員流失率達20.1%，職位空缺率則為
4.9%。去年錄得最高流失率(45.5%)的行業為建築、物
業發展及地產業，其次為零售(30.4%)、餐廳及飲食業
(29.8%)。若按僱員職級劃分，文職及前線人員的流失
率最高，有25.1%。
至於去年各行業的職位空缺率當中，以零售業
(12.2%)最高，其次為餐廳及飲食 (7.6%)； 建築、物業
發展及地產業 (5.6%) 。調查又發現，去年下半年職位
淨增長率為1.1%，當中以餐廳及飲食業(5.8%)最高。

逾九成企業 有招聘意慾
調查又訪問了受訪企業的招聘意慾，當中73家企業

就今年上半年的招聘意慾提供數據。該些企業當中，
31.5%表示有意增加招聘，較去年第三季上升6.5 個百
分點，另有58.9%表示會維持招聘數目；預算凍結招
聘的企業佔9.6%；沒有任何企業表示會減少招聘數
量。各行業當中，以餐廳及飲食業最旺，75%受訪企
業表示有意增加招聘。
莫家麟指出，目前沒有清晰指標顯示本地勞動市場
會出現重大變化，受訪企業的招聘意慾亦維持正面。
他建議錄得較高僱員流失率的行業，或需考慮推行更
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實務，挽留僱員，「薪酬調整未
必是解決高流失率的最終方案，僱主需要跳出框框，
看看僱員在福利、事業發展或工作環境及條件各方面
有何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隨着香港人口老化，勞動力不

足的情況愈見嚴峻。勞工及福利局根據香港人力推算發現，

本港勞動人口將由2012年的351萬增至2022年的367萬，

但追不上同期間的人力需求增長，預料2022年的人力需求高

達379萬，足足缺少約12萬人，主要欠缺高中、文憑和副學

位學歷的人力資源。勞工及福利局表示，人口政策督導委員

會已在上個月的會議上，就推算結果定下跟進的政策議題，

包括提倡更長的工作年期，積極從海外尋找人才，以及在不

損害本地工人利益下，優化現有的輸入外勞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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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對於勞工及
福利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
2022年本港將欠缺近12萬勞動力，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
授鍾劍華認為，推算數字存在不少假設性，未來的經濟及勞動市場
亦存有不少變數，數字未必準確，且12萬的數字相比逾360萬勞動
人口，亦不算是一個大數目。但他指出，香港的確面對低學歷水平
人力不足的問題。
鍾劍華指出，香港是一個很開放的地方，容易以新來港人士身份轉
化為勞動力，且仍存在不少外勞，甚至是持「跨境牌」的貨櫃車司機
等變相外勞。他又謂，只要企業願意高薪請人，亦可將潛在勞動力帶
出來，故難以準確推算2022年的勞動力數字。他又謂，當局提交的文
件並無立論，只提及人力不足，相信有擴大輸入外勞的意味。
中原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表示，香港主要以

服務業為主，人力資源對經濟增長很重要。她又表示，目前一些低
學歷工種已很難請人，認為當局需要考慮是否擴大輸入外勞，「學
歷提升會令很多畢業生都不願意做一些中、基層的工作，所以談不
上再將勞動力提升，因為根本無人肯做。」

工聯會：加強培訓 不應擴輸外勞
工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卻認為，既然當局已預計人力供

應不足，更應及早培訓，同時仔細研究如何吸引專才，以及將他們
的才能帶到香港，再傳授予本地勞動人口，不應再擴大輸入外勞。
他又指出，當局的確將不少資源投放於人才培訓之上，但要審視是
否到位及「用得其所」。

民建聯：推廣託兒 釋放婦女勞力
民建聯人力事務副發言人顏汶羽表示，當局應盡快推出更多託兒

服務，釋放婦女勞動力。他又指，當局亦應推出更多針對個別人手
短缺行業的培訓課程，以應付可見將來的短缺情況。他又認為，當
局應針對個別人手短缺的行業提供培訓課程，勞工處亦要加快勞工
市場的資訊流通，減少職位空缺與勞工錯配的情況。

政府推算本港人力需求政府推算本港人力需求
行業行業 20122012年年 20222022年年 年均年均

實際人力需求實際人力需求 人力需求推算人力需求推算 增長率增長率

金融服務業金融服務業 2323..33萬人萬人 2929萬人萬人 22..22%%

專業及商用服務業專業及商用服務業 3636..44萬人萬人 4242..22萬人萬人 11..55%%

建造業建造業 3030萬人萬人 3434..55萬人萬人 11..44%%

資訊及通訊業資訊及通訊業 1010..44萬人萬人 1111..99萬人萬人 11..44%%

地產業地產業 1313萬人萬人 1414..33萬人萬人 11%%

住宿及膳食服務業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2828萬人萬人 3030..77萬人萬人 00..99%%

總計總計 347347..55萬人萬人 379379..44萬人萬人 00..99%%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勞工及福利局勞工及福利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 在昨日的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有議員要求除了政府男僱員能享有5天全支薪侍產假
外，亦希望政府起帶頭作用，推廣及鼓勵社會各大企業提供有薪侍
產假予男員工。

望政府起帶頭作用
民建聯梁志祥表示，「在這方面，政府除作帶頭外，會否加強對
相關大企業，鼓勵他們提供男士侍產假。」
勞工處於今年初進行問卷調查，蒐集政府資助公營機構向僱員提供

侍產假的情況，受訪33間機構中，61%提供全薪侍產假，其餘則沒有
提供。提供侍產假的20間機構中，85%提供5日侍產假，其餘提供3
天，其中10間則毋須考慮僱員的婚姻狀況，另外10間則只批給已婚
僱員，而63%受訪機構規定僱員申請侍產假前，須受聘最少40星期。

婚生非婚生均受惠
工聯會郭偉強認為，政府應統一申請男士有薪侍產假的條件，政

府或公私營機構僱員在非婚生嬰兒出世後，也應享有侍產假，「政
府會否統一這些公營部門和政府僱員看齊，大家都不爭拗，不論婚
生或非婚生也好，需要有薪侍產假的都提供。」

失業率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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