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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首季僅17%老闆擬增聘
各行就業展望多按年跌 料加薪 4% 保險 IT 等吃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2016 年經濟起伏不定，港人及
企業猶如坐過山車，心情及業績上上落落，展望 2017 年會否有轉
機？Manpowergroup 昨日公佈 2017 年首季就業展望調查報告，
訪問 728 名本港僱主，發現 79%的受訪僱主未有計劃於來季調整
現時員工數目，只有 17%僱主打算在未來 3 個月增加人手，更有
4%僱主打算縮減人手。幸而大部分僱主對加薪持審慎樂觀態度，
預期明年平均加薪幅度介乎 2%至 4%，當中保險業、資訊科技、
電子商貿業務及建造業加幅相對理想，至於今年重災區的零售餐
飲業則暫未見倒閉潮。
10 月底進行，訪問
調查在
728 名本港企業僱主對明

窄，但之前的強勁跌勢兼經
濟前景不穩，令僱主招聘變
得審慎，但由於農曆新年假
期將至，刺激業界增聘人手
應付需求。

年首季招聘人手的意見。調查
發現，6 大行業均錄得正向的
就業展望指數，但與去年同期
相比則錄得輕微下跌，反映僱
專才加薪多 建造業「最金」
主因經濟前景不穩而減慢招聘
步伐。至於服務業就業展望指
至於打工仔最關心的加薪
數則錄得+20%，是 6 大行業之
方面，徐玉珊稱，明年企業
中最高，較上一季上升兩個百
加薪幅度平均為 2%至 4%，
分點，但按年下跌 3 個百分
僱主基於經濟發展、企業可
點；金融、保險及房地產的就
承擔的風險及員工表現去評
業展望指數為+15%，與上一 ■徐玉珊指，資訊科技人手的 核。她續指，保險、資訊科
季相若，但按年下跌 5 個百分 強大需求持續帶動服務業招聘 技及電子商貿的平均加薪幅
意慾。
楊佩韻 攝 度為 5%至 8%，當中以資訊
點。
科技的加薪相對為高，加幅為 6%至 8%，相
IT人才需求大 零售請人迎新年
信是業務專才供不應求，期望以加薪挽留人
Manpowergroup 大中華區高級副總裁徐玉 才。
至 於 零 售 餐 飲 方 面 ， 加 薪 幅 度 為 2% 至
珊指，資訊科技人手的強大需求持續帶動服
務業招聘意慾，當中以數據分析、雲端科技 4%，因為人民幣升值令貨品價格上升及內地
及應用程式開發的職位最為積極。不過酒店 訪港旅客持續減少，對生意造成打撃，但業
業仍受過往旅客減少的影響，加上環球經濟 界持續面對人手短缺的問題，不得不加薪挽
不穩定，令酒店及旅客相關的服務行業僱主 留人才。徐玉珊表示，暫時未看到有倒閉潮
的出現，反而是部分中小企打算凍薪，以渡
招聘意慾放緩。
徐玉珊稱，採礦及建築業來季的就業展望 過難關。同樣受到經濟變動影響，銀行業平
指數為+16%，按年下跌 7 個百分點；金融、 均加薪幅度為 4%至 6%，航空及貨運業則加
保險及房地產則錄得+15%的招聘意慾，按年 薪2%至4%。
不過建造業連續 8 年的薪金幅度有調整，僱
下跌 5 個百分點。她解釋，香港第三季經濟增
長雖較前季加快，但經濟仍存在隱憂，僱主 主預料加薪 4%至 14%不等，如以紥鐵、木
工、天花間隔等工種加幅較多。徐玉珊指，
因此等不明朗因素而調整員工數目。
不過批發及零售業錄得+12%的就業展望， 近期工廈及住宅裝修增多，加上基建等項目
招聘意慾按年上升 4 個百分點。徐玉珊稱，雖 仍在推展，帶動業內發展，但仍舊面對人手
然零售銷售數字及整體訪港旅客人數跌幅收 短缺的問題，故誘使加薪幅度持續上升。

■六位參與「技術員訓練
計劃」的學員，畢業後可
成為技工。圖為華倫（前
排中間）及曾穎妍（後排
中間）。
莫雪芝 攝

機電培訓千學員 巴漢盼「升呢」技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本港
機電業界從業員逾 22 萬人，當中約半數
人已年逾 50 歲，入行新血少，已出現青
黃不接，為此機電工程署投放 6 億元，
計劃今年起五年內培訓逾千名學員，他
們須接受為期三年至四年的培訓，其間
「邊學邊賺」，月薪約 9,000 元至 1.1 萬
元不等。
機電工程署署長陳帆昨日表示，升降
機及汽車維修技術人員需求尤其殷切，
期望加大資源為行業注入新血。

下月起招200人 邊學邊賺前途好
機電署推行學徒訓練計劃 60 年，於
2012 年正名為「技術員訓練計劃」，歷
年培養超過 6,000 位技術人才。
今年 9 月機電署由逾 1,500 報名者選出
255 位學員，成為首批「邊學邊賺」的
受惠者，畢業後可成為技工。機電署將

於下月 17 日至明年 3 月 17 日進行新一輪
招募，料有 200 個見習一級技術員及見
習二級技術員的空缺。
機電署總工程師黃錦熙表示，學員畢
業後可投考機電署職位，如技工及監工
的起薪點由逾 1.5 萬元至 2 萬元不等，之
後可晉升督察、高級督察以至管理值班
工程師，頂薪點可達 9.9 萬元，認為技
術人員晉升階梯清晰、薪金吸引，「前
途光明」。

巴裔學員：機械自然損耗不怕失業
今年 26 歲的華倫是首位參與「技術員
訓練計劃」的少數族裔人士，於 2014 年
加入成為見習二級技術員，負責機械維
修。
他曾經任職酒店禮賓部，但是工作時
間浮動，而技術員無論工時及前景都相
對穩定，「所有機械都會自然損耗，也

專家倡港生表現對學科熱情
晉德書院教育基金昨日公佈各地學生申請牛津劍
橋及獲取錄數據研究，在2011年至2015年，牛津取
錄港生平均率為12.7%，比新加坡的15.6%和內地的

12.96% 為 低 ； 至 於 劍 橋 平 均 取 錄 率 ， 港 生 為
16.12%，仍比新加坡的17.39%為低。
基金理事廖若兒稱，近日牛津劍橋面試期，兩校
收生除考慮成績外，也特別注重面試表現，建議港
生應多表現對所選學科的熱情，並以多角度、創意
思維和自信回答問題。她又以其中一開放式面試題
「你認為你聰明嗎？」作例子，提醒學生如回答聰
明就要作解釋，但並非回答自己智商有多高、學業
成績多好，而是要用不同理據支持，例如在哪個學
科或生活層面作例子顯得如何聰明；亦可以不同身
份和角度解釋，例如科學家如何判別什麼叫聰明，
而哲學家又如何解釋可謂聰明等等。
參與研究的教育機構 Norton House，升學策劃部
主管劉鑑賢則提到，香港不少學生成績卓越，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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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仲綺 攝

海外頂尖大學未必太了解，或會不敢報讀這些院
校，建議本港中學可多向學生提供海外升學資料，
例如增聘負責海外升學的教師作輔導。

海園拓新飲食區 聖誕魔幻秀吸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海洋公園 2015 至 16 年
度虧損2.4億元，入場人次按年下跌18.8%，是自1987年
脫離馬會獨立後最嚴重的虧損。不過海洋公園仍積極拓展
園區及新客源，包括豪擲 8 位數字資金打造聖誕重頭戲
「超時空魔幻匯演」及過千萬元設立新飲食區，以配合 12
月底聖誕消費旺季及南港島線通車的優勢。至於人薪方
面，行政總裁李繩宗指，不會裁員及減薪，而是採取自然
流失方法去開源節流，更打算在明年 40 周年推出新優
惠，期望吸引更多遊人到場。

料港鐵南港島通車有助增人流
李繩宗表示，上個財政年度錄得虧損，相信是受到訪港
內地旅客減少影響，但強調印度、菲律賓、韓國、台灣等
■海洋公園今年聖誕
「超時空魔幻匯演」
，請
地區旅客進場有一定的升幅。不過他認為，內地旅客的市
來多名國際知名的魔術師表演。 梁祖彝 攝
場仍然很大，因為內地愈來愈多中產人士，相信他們對公
園仍有需求。他續稱，今年7月至9月的入場人次，較今
年首6月的跌幅收窄，相信南港島線開通後，會吸引更多
內地個人遊及本地遊客進入公園，又有信心今年聖誕檔期
12月13日(第16/144期)攪珠結果
入場人次與去年相若。
他續稱，海洋公園本來沒打算南港島線可以在本年年底
開通，故對此感到高興，並相信公園有足夠能力應付因開
通南港島線後增加的人流，直言「公園都接待過700萬至
頭獎：$15,276,750
（0.5 注中）
740萬人次，有經驗及能力」。李繩宗補充，公園打算在
二獎：$2,168,560
（1 注中）
湖邊設立新的飲食區及安排晚間入場時段，以應對通車後
的遊客需求，至於活動及門票等安排仍在籌備當中。
三獎：$78,670
（73.5 注中）
另外，海洋公園今年聖誕推出重頭戲「超時空魔幻匯
多寶：$7,638,375
演」，請來多名國際知名的魔術師，包括全澳一叮（Aus下次攪珠日期：12 月 15 日
tralia's Got Talent）總決賽入圍人馬，在場呈現綜合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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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合研揭動脈硬化「元兇」蛋白

牛津劍橋取錄率 港生遜星洲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英國牛津大學及劍
橋大學被視為尖子學生的升學之選，有機構統計了
2011年至2015年間香港學生申請該兩所名校數據，
發現成功獲取錄比率只得12.7%和16.1%，較鄰近亞
洲地區如新加坡低。負責該入學率統計的機構指，
牛津劍橋收生注重面試表現，不時問及「你認為你
聰明嗎？」等開放式問題，而港生一般不夠靈活和
欠創意，建議港生面試時可多靈活放開自己和表現
自信，以增加錄取機會。

■曾穎妍從小喜歡汽
車及模型，今年加入
計劃成為計劃首名汽
車維修女學員。
莫雪芝 攝

不會擔心失業！」
能操流利廣東話的華倫是香港土生土
長的巴基斯坦人，自小入讀主流學校，
能讀能寫，笑言：「我廣東話好過英
文！」他指父母均支持他的選擇，「覺
得只要我鍾意就是最好！」他希望明年
8 月畢業後加入機電署。

計劃首見汽車維修女學員
今年也出現計劃中首名汽車維修的女
學員，現年 23 歲的曾穎妍，中七畢業後
擔任圖書館助理數年，惟覺得工作沉
悶，加上從小喜歡汽車及模型，於是今
年加入計劃。
她指女性從事汽車維修的確屬於少
數，但認為女性勝在細心及富耐性，惟
不夠男學員有力，「有時換胎需要他們
幫手。」她指家中有親戚開車房，家人
也不感陌生，十分支持她的選擇。

■ 黃 聿（右）
表示，血液
的不同流動
方 式 會 對
YAP/TAZ 活
性 產 生 影
響。
柴婧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心血管疾病對人類的殺
傷力巨大，是全球最常見的死因之一。中文大學聯同
內地及台灣的高校及研究機構進行的研究發現，一種
名為 YAP/TAZ 的「血管內皮細胞轉錄調控因子」與
「動脈粥樣硬化」（即動脈漸漸狹窄和硬化）的形成
及血管炎症有密切關係，並揭示了通過抑制人體內
YAP/TAZ的兩種蛋白質活性可減低動脈硬化的機理。
研究亦發現他汀類（statins）藥物治療動脈硬化效果最
為顯著，為心血管疾病治療提供新方向。上述研究近
日在國際頂尖科學雜誌《自然》發表，備受國際關
注。
「動脈粥樣硬化」是指動脈內壁積聚血脂（主要為
膽固醇）、鈣沉積物及其他免疫細胞等形成斑塊，是
導致中風和心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其發病機理複
雜，目前尚未明確。而由中大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教
授黃聿領導，連同天津醫科大學及台灣細胞及系統醫
學研究所組成的團隊，經過約 4 年研究，發現 YAP/
TAZ 於形成「動脈粥樣硬化」及血管炎症有密切關
係。

受血液湍流激活 致血管發炎斑塊

■聖誕老人和他的小精靈助手亦已在「聖誕老人樹屋」
準備好與遊人拍照。
梁祖彝 攝
蹈、魔術及雜技的表演，包括雙人懸浮、火籠逃脫、閃電
變扇等，讓人驚喜連連。
匯演由 12 月 17 日起至 1 月 2 日，於海濱樂園怡慶坊舉
行，每天4場至5場，每場可容納近1,000名觀眾。

周日起
「約會熊貓」滿3歲可參加
同時海洋公園在12月18日推出常設保育活動項目「約
會大熊貓」，放寬年齡至3歲或以上小童參加，較以往只
接受8歲或以上遊客參加的要求寬鬆。李繩宗指，放寬要
求與虧蝕沒有關係，而是收到不少家長的查詢能否讓年紀
較小的孩童參加。
他續稱，項目是現有的「大小熊貓護理員」簡化版，並
強調未來不會削減保育支出，仍會繼續作教育工作。「約
會大熊貓」逢星期日舉行一場，每位 430 元，兩人同行
690元，價格未包入場門票。

黃聿解釋，動脈斑塊最容易於血管內彎曲、分叉、創傷部位及
外科手術
（如支架）
造成的血流擾動區域形成；由於這些區域內流
動的血液會形成湍流，湍流會令血管壁受損。是次研究發現，湍
流增加YAP/TAZ活性，而一旦激活YAP/TAZ活性，便會產生
炎症，甚至增加斑塊形成。
黃聿說：「YAP/TAZ 可受血流方式的控制，從而降低血管內
壁損傷，抑制斑塊形成」，換言之，只要抑制人體內 YAP/TAZ
兩種蛋白質活性，便可減低動脈粥樣硬化形成及抑制血管炎症。
黃聿亦比較了眾多臨床常用的治療降血脂或抗動脈粥樣硬化藥
物，結果發現他汀類藥物最有效。

他汀類藥最有效 抗癌藥效用待研
YAP/TAZ除了與心血管疾病有重要關係，早期研究亦曾提出
YAP/TAZ 有「癌基因」之稱，可控制細胞分裂；激活 YAP/
TAZ 活性會令細胞不受控制地增殖，形成腫瘤。黃聿表示：
「心血管治療藥物可能亦可用於治療腫瘤，反過來，抗癌藥物也
有可能用於治療心血管疾病。」因此，黃聿與團隊未來將循此方
向繼續研究。
黃聿又提到，本月底團隊將對實驗老鼠進行進一步研究，「相
信可以為運動鍛煉預防動脈粥樣硬化提供新的理論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