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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才北上就業 住房福利受捧
優惠月租僅千餘元 看準內地勝在機遇多

■香港金融管理學院副院長錢鏘龍。
記者郭若溪攝

■■英語能力強依英語能力強依
舊是港人優勢舊是港人優勢。。

記者郭若溪記者郭若溪攝攝

■■近日在深圳舉行的第十近日在深圳舉行的第十
五屆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五屆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
會專場招聘會提供萬餘職會專場招聘會提供萬餘職
位空缺位空缺。。 記者郭若溪記者郭若溪攝攝

港才深圳可享住房補貼
前海人才住房

■ 優先面向前海金融、現代物流、信息服
務、科技服務和專業服務等產業的人才

■同等條件，優先配租給港籍人才

■ 首租不超過兩年，期滿後可續租一次，期
限不超過兩年

■ 住房數約 200 套，每套月租金 1,120
元-1,600元

普通類人才

■ 提供居留和出入境便利，住房公積金繳存
和提取、子女入學等方面也能享受優惠待
遇

■ 住房公積金繳存和提取：可在深繳存公積
金，並按照規定提取公積金、使用公積金
貸款

■ 子女入學優惠：小學和初中教育，可享受
免費義務教育待遇；高中教育，減免

學雜費、借讀費和擇校費等費用

記者郭若溪整理

「90後」港人孫先生從美國本科畢業後返港就業，月薪4萬多港元，
工作三年後於去年決定到深圳工作，「在
香港工作，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沒那麼緊
密，上班談工作，下班就各自回家，生活
節奏太快，時時都在『搏』。反而在深圳
同事間的工作環境相對輕鬆，感覺發展更
好。」
記者了解到，不少選擇到內地就業的港
生，對兩地薪酬待遇的差距早有了解。孫
先生告訴記者，深圳新工作的工資遠不及
香港工資的一半，如果僅從待遇上考量，
離港或不是首選，但是在勝在機遇更多，
不愁沒有跳槽的機會和晉升空間。「先是
尋找合適自己的定位，然後再慢慢發現新
的機會和崗位，趁着年輕，多鍛煉。」

兩地薪酬差距漸縮小
「現在的內地早已有能力提供高
薪。」香港金融管理學院副院長錢鏘龍表
示，回歸20年來，兩地差距早已縮小，
「過去內地經濟還未發展的時候，香港工
資1萬港元，內地只有2,000人民幣，對
比懸殊，港人就不會願意北上。反觀現在
香港一份工作剛入職也不過1萬多2萬港
元，內地基本也可以達到1萬多人民幣，
差距就已經縮小。同時，不少名企還能提
供百萬高薪引才。」
此外，內地大量開建人才公寓，對比
香港擁擠不堪的居住條件，內地的住房
福利對港籍畢業生有很大的吸引力。譬
如，深圳前海為港籍人才提供的「深港
合作住房」，優先面向前海金融、現代
物流、信息服務、科技服務和專業服務
等產業的人才。同等條件還優先配租給
港籍人才，每套月租金僅 1,120-1,600
元，最長可租住4年。

港生思維開闊受青睞
隨着內地企業拓展海外市場數量的不

斷增多，對擁有廣闊國際視野、較強獨立
創新能力的港籍畢業生仍有較大需求。海
歸招聘會展區內的一家廚房電器領域企業
招聘負責人告訴記者，其產品多往歐洲銷
售，此前一直都是在香港和內地兩邊招聘
人才，但在兩年的實際工作對比中發現，
港籍畢業生思維開闊，相對更加西化，能
獨立處理困難，工作態度認真、敬業及更
積極與別人溝通，且能更好地將英語靈活
應用到工作中。
「相比而言，內地雖然也有英語考級

證書等證明語言能力，但在應用中卻仍
有差距，且內地生相對而言更加靦腆，
工作中即使是有能力都會比較謙虛。總
體而言，香港人才還是要比外籍人才實
用，畢竟文化相近，溝通還是方便。」
該負責人說。
記者在華潤集團展位看到，現場提供

包括銷售、行政管理等全職崗位，招聘人
數百人。該公司相關招聘負責人指出，每
年均會於全國進行招聘，包括各大高校的
校園招聘，在珠三角舉辦的招聘會中，越
來越多港人前來遞交簡歷，願意到內地工
作的港人更比去年上升近1成。「港人工
作中更自律，也遵守職場規則。以前在普
通話上面是短板的情況也有很大改善，求
職的港人普通話基本說得很好。」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郭若溪郭若溪 深圳報道深圳報道））第十五屆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會近第十五屆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會近

日在深圳舉行日在深圳舉行，，系列專場招聘會提供萬餘職位空缺系列專場招聘會提供萬餘職位空缺，，兩天入場參觀洽談人兩天入場參觀洽談人

數累計數累計88..33萬人次萬人次。。現場不少港籍畢業生專程前往面試現場不少港籍畢業生專程前往面試，，認為內地就業認為內地就業

選擇多選擇多，，部分崗位更會在部分崗位更會在「「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拓展沿線國家拓展，，會有更多外派會有更多外派

工作機會工作機會，，發展機會更大發展機會更大。。同時同時，，內地能提供高薪的崗位越來越內地能提供高薪的崗位越來越

多多，，月租僅千餘元的人才公寓更受港人追捧月租僅千餘元的人才公寓更受港人追捧。。有企業指出有企業指出，，願意到願意到

內地工作的港人比去年上升近內地工作的港人比去年上升近11成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
外國專家局局長張建國昨日在深圳說，
2016年到中國大陸工作的外國人員達
90餘萬人次，而來中國大陸工作的外國
專家數量上世紀80年代每年不足萬人
次。同時，當年中國留學回國人員達
43.25萬人，創歷年新高。
「經濟發展和就業機會是吸引外籍人

士和留學生的最大因素。」張建國表
示，「還有就是中國政府、企業、高校
等機構對科研的投入越來越多。」
「這幾年中國發展迅速，市場潛力巨

大，留學生紛紛回國。」美國耶魯大學
畢業生黃啟洋在深圳舉行的第十五屆中
國國際人才交流大會上說，「深圳對創
業扶持力度很大，創業氛圍很好，鼓勵
敢試敢闖，產業鏈也完善，最適合有想
法的『海歸』。」

人才進大於出 專家籲抓住機遇
近年來，中國綜合國力顯著提升，已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與世界經濟深
度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速產業結
構優化升級和新舊動能轉換，加之「互
聯網＋」「中國製造2025」等，都為外
籍人士和留學人才施展才華提供了廣闊
的舞台。 據統計，中國留學回國人員
總數已達265.11萬人，出國留學完成學
業後選擇回國發展的留學人員比例由
2012 年的 72.38%增長到 2016 年的
82.23%。業內專家預測，未來5年，中
國可能迎來「進大於出」的人才歷史拐
點，從世界最大人才流出國轉變為主要
的人才回流國。
「中國一定要抓住全球創新資源加

速流動和中國經濟地位上升的歷史機
遇，支持國際組織、國際知名高校、
科研機構、跨國公司來華開展科研合
作，組建科研項目辦公室，成立研發
中心，實現引資、引才、引技相結
合。」張建國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珠海報道）「畢
業季」臨近，「2017屆
高校畢業生校園招聘
會」連日來在北京師範
大學珠海分校舉行，吸
引萬科、沃爾瑪、農夫
山泉等374家企業線上
線下提供7,727個職位
空缺，創歷史新高。相比傳統企業
崗位一般月薪在三四千元（人民
幣，下同）左右，網絡主播、網遊
設計師、新能源技術等「創新」職
位動輒以過萬元搶人。

傳統產業月薪4000難生活
據現場應徵者反映，不少傳統企

業給予應屆畢業生的崗位月薪在
3,000元至4000元左右，但在廣深
珠等城市生活，至少要6,000元才
能頂得住，因此暫時仍選擇觀望。
來自澳門的會計師事務所連續第

二年北上，目標招募41人。負責人
稱，澳門的會計專業人才緊缺，該

公司去年首度到珠海引進「嘗到了
甜頭」，「僅在北師大珠海分校便
招了3人，素質都不錯，因此今年
再加大招聘力度，赴澳工作月薪達
1.2萬到1.3萬元」。
隨着「互聯網+」深入，網絡主
播、網遊設計師等職位也迅速冒
起。陳同學告訴記者，最近不少網
遊公司在招聘會上都開出每月1.5
萬元的設計師薪酬，雖然工作強度
大，但挺有吸引力。有文化傳播公
司以過萬月薪招聘網絡主播，要求
高顏值、有才藝，宣稱可通過培
訓、包裝打造平民明星，但在高校
招聘會上頻遇冷。

人才是創
新 創 業 之
本。深圳近

年來大力實施人才強市戰略，先
後推出了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
「孔雀計劃」等一系列政策，已
累計引進海外留學人員8萬餘
人，在人才的有力支撐下，深圳
GDP 已達 1.95 萬億元，增長
9%。隨着香港與內地交流越來
越密切，在給香港帶來無限商機
的同時，也應意識到隨之而來的
人才競爭危機。
香港能保持過往的強勁表現，

主要歸功於其完善的基礎建設以

及發達的金融市場。但若想進一
步提高其競爭力，人才就是關鍵
因素。然而如今的香港由於某些
政客不斷挑起政治紛爭，令社
會、經濟發展受到阻滯，大批高
校優秀畢業人才選擇北上廣東省
及內地就業、創業。在 IT人才
中，這一比例甚至高達8成。

同時，香港房價高企，人才居
住環境差，幸福感低，也限制了
人才的發展。如何能為各類人才
創業營造更加良好的環境，軟硬
件兼施留住人才，才是形成香港
未來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先決條
件。 ■記者郭若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香港工業發展曾盛極一時，推動香港
經濟起飛，此後隨着香港製造業的北移，
本地經濟則更多地轉向服務業、金融業發
展，與製造業等領域相關的就業崗位隨之
大幅減少，不少理工類專業的香港畢業生
便將視線放在了選擇更多的內地市場。
香港金融管理學院副院長錢鏘龍接受
本報記者採訪時指出，香港高校對人才的
培養全面，很多都仍開設有機械製造、自
動化等專業課程，此類理工科學生畢業後
往往在香港會遭遇供過於求的窘境，缺少
對口的崗位吸納他們，反而內地提供有很
多高薪崗位，就業選擇更多。
「自G20去年在杭州召開後，很多過
往只知道西湖的港生發現，原來杭州也有

很多電子商務、動漫產業領域的就業機
會。阿里巴巴、娃哈哈等知名企業在香港
舉辦招聘會時，本科生遞交簡歷都是大排
場龍。」錢鏘龍指出，對於很多港生來
說，大學讀了個喜歡的專業，畢業後如還
是從事對口的工作，並且給的報酬並不
低，那麼就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

交通便捷 消弭地域阻隔
隨着兩地交通的越加便捷，地域的阻

隔早已不是障礙。港籍學生小周告訴記
者，自己有意向選擇在武漢就業，「每月
搭乘高鐵返港交通很方便。內地現在的生
活消費已和香港相差無幾，在內地工作完
全可以利用到各自優勢，譬如內地的低房
租，服裝電器等就可返港再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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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理工科出路少 轉戰內地選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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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外流 港應有危機意識

珠海高校招聘會
創科職位月薪動輒過萬

■在前海工作的港人可申
請龍海家園人才住房。

本報深圳傳真

■■去年到中國大陸工作的外國人達去年到中國大陸工作的外國人達
9090餘萬人次餘萬人次。。圖為外國人入駐深圖為外國人入駐深
圳華強北國際創客中心圳華強北國際創客中心。。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畢業季畢業季」」臨近臨近，，招工招工
大戰開鑼大戰開鑼。。 記者方俊明記者方俊明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