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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岳任「香港文化協進智庫」主席
5月註冊成立《智庫叢書》昨舉行首發式

朱文盧文端楊孫西施子清等出席
中聯辦宣文部部長朱文，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
文端，大紫荊勳賢楊孫西，香港書法學會會長施子清，香
港文化產業聯合總會監事會主席張斌，福建社團聯會副主
席兼秘書長周安達源，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
會長王國強，經民聯主席梁君彥、副主席林健鋒，中出會
長張學修，前立法會議員張文光，「新思維」召集人狄志
遠，香港專業進修學院校監劉佩瓊，「團結香港基金」副
總幹事李浩然，著名學者楊汝萬、鄭赤琰等，出席了昨日
的首發儀式。

張文光狄志遠赴首發式
林建岳在首發儀式上表示，「世界上成功的智庫大體有
兩種：一種是有政府背景的智庫；一種是工商界支持和主
導的智庫。香港的工商界有心有力，應該發揮財力和人才
的優勢，在推動香港智庫發展方面擔當重要角色，作出獨
特貢獻。成立『香港文化協進智庫』，也是希望在政策研
究方面為國家為香港做點實事。」
據了解，全國港澳研究會委託《「一帶一路」與香港系
列研究》的項目協議書，已於今年8月中簽署。該課題研
究的最大特點，是以具有實際可行性和操作性為最大考
慮，不僅研究「一帶一路」戰略給香港帶來的各種機遇，
而且探討香港與「一帶一路」相關地區的合作，希望所研
究的項目在香港落地對接。智庫邀請了香港和內地10多
位專家學者參與研究，香港方面的專家有馮國經、王冬

勝、王于漸、楊汝萬等。
作為項目研究的第一個成果，智庫將於明年初出版「一

帶一路」專著，幫助香港各界了解「一帶一路」對於香港
的重要性，也為中央有關方面和特區政府落實「一帶一
路」戰略提供參考。
另據介紹，《香港特區選舉制度與競選工程》是一本兼

具學術性和實用性的選舉工具書，既對香港政治生態與選
舉文化、香港政黨與選舉的關係、「佔中」與「六四定
律」等問題進行深入的學術探討，更全面介紹了香港歷屆
區議會、立法局和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制度安排與選舉
概況，系統詳述各種傳統選舉策略與效應，以至選舉中的
投訴及訴訟個案。這些內容不僅對研究者具有很高的參考
價值，而且對於一般市民了解香港選舉亦大有裨益。

林建岳盼為國為港做實事
出席儀式的嘉賓還有：原全國政協委員蔡德河，上海市

政協常委屠海鳴，香港文化產業聯合總會監事會副主席陳
寧寧、 副會長肖建華、行政總裁陳景祥，中國和平統一
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姚志勝，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副會
長沈家燊，經民聯地區事務委員會主席方平、行政總裁何
鑄明，香港廣東社團總會總幹事黃清芳，香港青年時事評
論員協會副主席陳志豪，京港學術交流中心總裁助理陳錦
雲，港澳研究會會員宋小莊、林健忠，聯合出版集團副總
裁、新民主出版社董事長吳靜怡，三聯書店常務副總編輯
侯明，新民主出版社副總經理王瑋，聯合物流公司總經理
李家明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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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進智庫」昨日舉行

「智庫叢書」《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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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首發儀式。智庫主

席林建岳表示，研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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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叢書，是智庫的重要

工作和責任。他透露，

智庫已承擔全國港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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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與香港系列研究》

項目，既探討「一帶一

路」國家戰略及其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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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項目的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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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參與方面

取得突破性進展。

據 介 紹 ，
「香港文化協
進智庫」於今
年5月在香港註

冊成立，由全國政協港澳台
僑委員會副主任林建岳博士
任主席，由李曉惠教授任總
裁。

智庫具三方面功能
該智庫具有三方面功能：

一是研究香港工商界參政問
題；二是為香港文化產業發
展提供政策研究服務；三是
就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和香港
發 展 重 要 問 題 進 行 政 策 研
究，提供建議。

智庫將匯聚社會精英及專
業人才，分析社會走向，提
供 輿 情 動 態 、 對 策 研 究 報
告，出版書刊等。智庫的成
立得到了各界和學術界名家
的支持。

張斌陳寧寧等
任智庫顧問

智庫有幸聘請「香港文化
產業聯合總會」監事會主席
張斌、副主席陳寧寧和總會
副會長鄭家純、何柱國、劉
長樂、許家印、楊受成、黃
志祥、牛根生、肖建華、郁
國祥、趙薇及高級顧問熊澄
宇擔任智庫顧問，聘請劉兆
佳、王于漸、楊汝萬、鄭赤
琰、程介明、宋恩榮等知名
教授擔任智庫學術顧問，聘
請宋小莊等專家擔任特約研
究員。

■記者 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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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岳主席(左)在李曉惠總裁陪同下向中聯辦宣文部朱文部長
(中)贈書。

■林建岳主席(左一)在李曉惠總裁(右一)陪同下向盧文端(中)、
楊孫西(左二)及蔡德河贈書。

■■中聯辦宣文部朱文部長中聯辦宣文部朱文部長、、智庫林建岳主席智庫林建岳主席、、
李曉惠總裁與眾嘉賓於新書首發式上合影李曉惠總裁與眾嘉賓於新書首發式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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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虧損 鳳凰衛視香港台擬裁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有消息指，鳳凰衛視

香港台開台4年一直未達收支平衡，須精簡人手。鳳凰
衛視發言人昨日表示不評論消息，僅指順應香港市場需
要作架構及節目重組，部分員工受影響，又強調不影響
節目24小時廣播。
有鳳凰衛視員工透露，管理層上周五與香港台各部門

主管開會宣佈消息，指香港台開台以來一直未達收支平
衡，加上今年鳳凰整體業績虧損，必須開源節流，繼早
前交還鳳凰優悅的數碼廣播牌照，再向香港台「開刀」
精簡人手，有關員工會於本星期「收信」接獲通知。該
員工形容現時公司士氣一般，但自己已開始找工作謀後

路。另有資訊台員工表示，自己部門未受影響，亦是從
媒體得知有關消息，公司未有公開宣佈。

強調維持24小時廣播
鳳凰衛視發言人昨日表示，不評論香港台「未達收支

平衡」、「精簡人手」等消息，僅指為順應香港市場，
對香港台作架構及節目重組，部分員工受影響，但不回
應受影響員工人數及影響內容。發言人澄清，香港台並
非停播，強調會維持節目24小時廣播。
鳳凰衛視由1996年3月31日啟播，從單一頻道發展成
現今擁有6個電視頻道，為全球華人提供華語電視節目。

黃錦星視察打擊非法棄置建築廢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環
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上午視察剛安
裝於馬鞍山大水坑村垃圾收集站的
攝錄監察系統，實地了解打擊非法
棄置建築廢物的工作。黃錦星表
示，明白調查和檢控非法棄置個案
的工作存在困難，亦需要加大投放
資源；為了保持香港清潔，各相關
部門必須繼續緊密合作，以加強打
擊非法棄置建築廢物活動。
為加強監察非法棄置建築廢物

活動及協助搜證工作，環保署推
出試驗計劃，在12個黑點安裝攝
錄監察系統，監察系統可記錄非
法棄置廢物過程，讓環保署根據
涉案車輛資料，追查車主及非法
棄置廢物者身份，作出調查及檢
控違法者。同時，安裝攝錄監察
系統有助阻嚇在公眾地方非法棄
置廢物的行為。環保署會因應試
驗成效及需要，研究在其他黑點
安裝攝錄監察系統。

■黃錦星到馬鞍山大水坑村垃圾收集站
視察剛安裝的攝錄監察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Y世
代常被僱主批評「唔定性」，有人力
資源公司調查發現，每5名Y世代就
有4人考慮轉工，大多數人對現有工
作缺乏滿足感，希望嘗試不同工作。
負責調查的公司表示，Y世代具抱
負，若僱主想保留人才，必須為他們
提供清晰的發展規劃。

不足半數人滿意現有工作
招聘及人力資源服務供應商任仕達昨

日公佈今年第三季度「Workmonitor
流動指數」調查結果，指月前以網上
問卷訪問本港400名成年在職人士，
發現在1980年至2000年出生的Y世代
僱員較年長世代更頻繁轉換工作。其
中，18歲至24歲組別中，33%受訪者
正尋找工作，25歲至34歲組別亦有
26%。不足一半的Y世代僱員（46%）
對現有工作感到滿意。
受訪Y世代僱員認為，企業聲譽及

文化是他們找工作時最重視的因素，
顯示他們比其他世代都更關注企業的
社會責任、職業操守及其對環境的影
響。他們又對自身工作前景有信心，
83%受訪Y世代僱員認為，可以在半
年內找到另一份類似工作。
任仕達香港董事俞國輝表示，Y世

代員工考慮更換工作的頻繁程度令人
擔憂，截至2020年，Y世代員工將在
全球勞動力市場中佔據半壁江山，如
何長期吸引及挽留年輕世代員工，將

成為香港企業面臨的最大人力資源問題之一。
他形容，Y世代「是最具抱負的一代」，在每
個行業均大受歡迎，企業必須建立更具吸引力的
公司文化和管理風格，吸引人才逗留及加入。
俞國輝指出，76%受訪者表明正努力爭取晉升
機會，商業領袖適應這些新興勞動力的需求，並
制定各種計劃挽留及激勵人才顯得尤為重要，建
議企業為Y世代人才提供清晰的職業發展規劃，
有助增加他們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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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倡有薪培訓「谷百業加人工」
實質工資指數較沙士前僅增2.1點 運輸業大跌一成

工聯會職業訓練及促進就業委員會昨日引述統計處
數據，比較各選定行業督導級及以下僱員於2002

年3月與2013年12月的實質工資指數，平均僅增加2.1
個百分點。製造業、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業、以及
運輸業錄得跌幅，分別跌1.2個百分點、2.5個百分點及
10.8個百分點。
委員會主任周聯僑批評，爆發沙士後10年間的工資水
平增幅「少得涼薄」，僱主於沙士期間要求僱員共度時艱
後卻化身無良僱主，久久未提升僱員薪金至應有水平，更
以增加工時、削減福利、聘兼職代替長工等剝削打工仔，
打擊僱員士氣，不利公司與香港整體經濟發展。

周聯僑：建造業加薪 成功吸新血
特首將就來年施政報告諮詢公眾，周聯僑認為，政府
必須與商界合作，按行業需要推動有薪假期培訓，提升
人才質素與行業競爭力，令老闆有錢賺，繼而加薪回饋
僱員。身為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的周聯僑以建造業

為例，指業界自從大幅加薪並提升行業形象後，成功吸
引年輕人入行，解決行業人手不足問題，認為值得其他
行業借鑒。

梁芳遠：旅業憂迫放無薪假
旅遊及酒店業不包括在統計處收集數據的選定行業之

內，本身是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理事長的委員會副主任梁
芳遠表示，旅行社員工工資較沙士前下跌逾一成，前線帶
團導遊收入更大減一半；旅遊業界員工現時被迫清假，擔
心下一步被迫放無薪假。她批評，清假做法令員工人心惶
惶，認為企業更應把握時間，做好員工培訓，或想辦法提
升旅行團質素，而並非只是打「價格戰」削減企業盈利，
同時卻扣除僱員分紅，令僱員薪金不斷下跌。
委員會又批評，政府一方面強調要重新確立職業教育

定位，卻未有同時推出合適而足夠的政策配合，令外界
依然視職業教育為「次等教育」，建議教育局把職業教
育定位為「多元出路」，讓青年無憂地各展所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

「密密做、人工低」是本港基層打

工仔境況，工聯會引述統計處數據

指，2013年本港各主要行業實質工

資指數，較爆發沙士前平均僅增加

2.1 個百分點；數個行業更錄得跌

幅，運輸業實質工資大跌一成。工

聯會要求政府與商界合作，推動有

薪培訓，提升人才質素與行業競爭

力，令老闆賺錢，僱員加薪。

統計處選定行業
實質工資指數

選定行業

製造

進出口貿易、
批發及零售

運輸

金融及保險活動

住宿及
膳食服務活動

地產租賃及
保養管理

專業及商業服務

個人服務

註一：設定2002年3月實質工資指數為100

註二：調查只涵蓋督導級及以下僱員

資料來源：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書面回覆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
偉強提問、統計處、工聯會職業訓練及促進就業委員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敏婷

實質工資指數
（2013年12月）

98.8

97.5

89.2

100.9

101.1

108.8

114.9

135.7

與2002年3月相比

-1.2

-2.5

-10.8

0.9

1.1

8.8

14.9

35.7

■■周聯僑周聯僑（（左左））與梁芳遠與梁芳遠
（（右右））要求政府與商界合力要求政府與商界合力
推動有薪培訓推動有薪培訓。。 陳敏婷陳敏婷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