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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僕加薪最高2.44% 7年最低
薪趨調查指標遜私營 工會感失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影

響香港17萬名公務員的薪酬趨勢調查

昨日揭盅，高、中及低級公務員的薪

酬趨勢總指標分為2.53%、3.51%及

3.78%，但扣除遞增薪點（俗稱跳

Point）後，淨指標分別為 1.38%、

2.44%及1.82%，是自2010年以來的

新低。有職方代表坦言，對加薪的幅

度感到失望，因參考私營機構亦至少

有3%的加幅，高於通脹。若按以往

慣例，中及低級公務員的加薪幅度會

看齊，今年料同加薪2.44%。

公務員加薪流程
■薪酬趨勢調查公佈初步結
果

↓

■職方審核及確認報告內容

↓

■薪酬趨勢調查呈交行政會
議

↓

■行政會議考慮薪酬趨勢淨
指標及香港經濟狀況等6
項因素，決定薪酬調整幅
度

↓

■建議稍後呈交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審議

↓

■落實加薪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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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趨勢調查報告調查110間公司、涉及
15萬私營公司僱員於過去一年的財務年

度的加薪情況。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主席黃錦
沛表示，待職方代表核實調查內容後，呈交政
府。他續說，調查數據如實反映過去一年的薪
酬變動，是專業、公平及公正。他承認有數據
滯後情況，但沒有回應薪酬調整指標見新低的
原因。

「應至少高於3%通脹率」
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黃孔樂坦言，對加薪幅
度感到失望，因根據私營市場的人力調查平均
加薪約3%至4%，甲類物價指數亦達2%，預
期加薪幅度應至少高於3%通脹率。
他續說，受公務員退休潮影響，今年的遞增薪
點創下10年新高，「新入職的公務員愈多，須
扣除的遞薪點則愈多，但入職公務員的吸引力減
低，擔心較難吸引有志加入公務員團隊的人才。」
他促請特區政府在調整薪酬時，除參考薪酬
趨勢指標外，應一併考慮香港經濟狀況及生活
費用變動等因素。
被問到會否對淨指標破新低感失望，華員
會副會長利葵燕表示，需時審核報告內容，
強調報告並非單一的考慮因素，現階段未有
確實數字的訴求，但應至少追上通脹，以免
影響公務員的購買力，「最低限度要追得上
通脹，否則便是一個倒退。」她續說，公務
員辭職人數創15年新高，60%離職者更在試
用期內辭職，希望當局在調整薪酬時，多考
慮公務員的士氣。

公僕士氣納考慮因素
翻查以往記錄，今次有淨指標的加薪幅度為
2010年以來最低，而近年加薪普遍達4%，當
中2011年低及中級公務員加薪6.16%、高級公
務員獲加薪7.24%。按照程序，薪酬趨勢調查
委員會將於各方職方代表商討報告內容，經確
認後，將呈交由行政會議決定加薪幅度。
除了薪酬趨勢淨指標外，行會亦會考慮政府
財政狀況、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以及公務
員士氣等5項其他因素，最後呈交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審議。

公務員局：調查具公信力
公務員事務局表示，已收到薪趨會提交
2017年薪酬趨勢調查的初步結果，會方下周
將開會決定是否確認「薪酬趨勢總指標」。
發言人指出，薪酬趨勢調查行之有效，極具
公信力和可靠性，多年來一直客觀地提供私營
機構的薪酬變動數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薪
酬趨勢調查報告建議，扣除每年遞
增薪點後，高級公務員加薪
1.38%、中級公務員加薪2.44%、
低級公務員加薪1.82%。有人力資
源顧問認為加薪幅度偏低，情況與
私人市場相若，反映今年經濟情況
較去年差。有立法會議員期望，政
府能按其他因素適當調整薪酬，獲
得合理和高於通脹的加幅，以提升
公務員士氣。
安俊人力資源顧問董事總經理周

綺萍表示，今年公務員加薪幅度偏
低，情況與私人市場相若，「去年
私人市場加3.5%，今年加2.8%至
3.2%」，反映今年經濟情況較去年
差。她續說，今年有5%至10%企
業凍薪，大企業如國泰航空亦僅加
薪2%，相信政府調查亦涵蓋相關
數據，使加薪幅度較低。
不過，她認為加薪幅度偏低不會

影響大學生入職意慾，因近年經濟
波動，亦有企業裁員，相反公務員
工作相對穩定，故公務員職位一向
受歡迎。
對於2015/16年度公務員辭職人

數創15年新高，周綺萍指出，加
入公務員多考慮中長期發展，不會

因一年加薪幅度低而離職，至於公務員普遍
在試用期內辭職，相信是因不適應及工作壓
力所致。

郭偉強：中低層「得個桔」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主席郭偉強表示，中低級公務員加薪僅追上
通脹，有如「得個桔」，面對公務員退休
潮，員工流失率高，期望政府多與公務員接
觸，因應其他因素作適當調整，提升公務員
士氣。
他續說，公務員加薪將影響私人市場來年
的加薪幅度，希望政府作出調整後，打工仔
可享受經濟成果，獲得合理及高於通脹的加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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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公務
員有清晰的遞增薪點制度，隨年資跳
升，為避免雙重加薪，政府在計算薪
酬調整時，須先扣減遞增薪點。不
過，近年受公務員退休潮影響，新入
職的低級公務員增多，變相所扣減的
增薪點亦較多，拉低中、低級公務員
的加薪幅度。職方代表華員會副會長
利葵燕更形容，遞增薪額數字被扭
曲、不尋常。

低層多新血 增薪點扣額升
利葵燕指出，近年正值公務員退休
高峰期，且自然流失及新聘公務員人
數增多，拉高需扣減的遞增薪額，其
中低級公務員的遞增薪額是自1989年

以來最高，令數字被扭曲。她要求政
府在確定薪酬加幅時，正視有關因
素。她預期遞增薪額點愈來愈高，因
新入職的公務員愈來愈多，需待若干
年後退休高峰潮回落。
扣減遞增薪點的安排自1989年實
施，以回應職方認為當時的指標沒有
計算私營公司的勞績獎償（即花紅制
度）。扣減遞增薪點的安排實施前，
薪酬趨勢指標沒有計及勞績獎賞，惟
職方代表留意到部分私營機構每年調
整薪酬時，勞績獎賞被視為重要一
環，且比重愈來愈大，要求當局重新
審視機制，把勞績獎賞納入計算之
內。
不過，由於不少私營機構的勞績獎

賞與增薪點很難區分。政府任命委員
會研究得出結論，如果在計算薪酬趨
勢指標時包括勞績獎賞在內，便須加
入一項平衡因素。至於已達到所屬薪
級表頂薪點的公務員，因他們不再享
有遞增薪額，其獲得的增薪會較薪酬
趨勢指標的平均增幅少。有意見認為
薪酬趨勢淨指標是扣減了遞增薪點，
對已達頂薪點的公務員造成不公。
前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曾表

示，扣減遞增薪點的做法，是按照
1988年的調查實行，行之有效，任何
改變都涉及龐大與長遠的財政影響，
且薪酬趨勢總指標包含了私人機構的
僱員離職獎賞，扣減遞增薪點做法合
理。

華員會：遞增薪額數字被扭曲

■利葵燕（右）形容，遞增薪額數字被扭曲。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薪酬趨勢調查昨日出爐，高、中及低層公務員的加薪指標分別為1.38%、2.44%及
1.82%，是自2010年以來的新低。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港鐵昨天又發生嚴重故障，東鐵線服務受阻長
達四個半小時，令市民出行大受影響。港鐵作為
香港最主要的公共交通運輸系統，一旦運作不
暢，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付出沉重的社會代
價。港鐵近期故障頻繁，不僅顯示在管理方面存
在缺陷，也反映了在設備老化之下維修和保養方
面的不足。港鐵必須盡快徹查原因，全面檢討和
交代事件，並汲取教訓，改善管理，加強維護，
降低事故發生率，切實保障市民安全出行的需
要。同時，特區政府亦要加強對港鐵管理層的問
責，確保港鐵的營運水準和服務質量。

昨天下午3時許，紅磡站附近的一段架空電纜
出現跳掣，導致來回紅磡至九龍塘的列車服務暫
停，南行的乘客都要在九龍塘站全部落車，轉乘
港鐵觀塘線，或乘港鐵提供的免費接駁巴士出紅
磡。有乘客指港鐵指示未夠清楚，一時間九龍塘
站擠滿轉車的乘客，人頭湧湧。港鐵工程人員事
發後立即進行搶修，至晚上7時32分，東鐵線列
車服務才逐步回復正常。

據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港鐵已經發生超
過10起導致服務不同程度受阻的嚴重事故，情
況令人憂慮。港鐵網絡擴大，近年不斷有新路
線投入服務，新舊系統並存，都對保養維修帶
來巨大挑戰。新路線系統品質應較為可靠，而

使用年期長的舊路線，已呈現系統老化問題，
不時出現如訊號故障、列車故障和電纜損毀等
事故。港鐵作為一間實力雄厚的公營機構，每
年利潤過百億元，有責任承擔更多企業社會責
任，既維護港鐵的良好企業形象，同時為香港
創造一個安全可靠的乘車環境。因此，應盡快
展開詳盡「體檢」，找出有問題的環節，進行
全面維修；平日也應展開定期巡查，更換老化
機件，加強保養工作，以降低故障發生的幾
率。而治本的方法則是逐步將整個系統更新，
港鐵應主動負擔增加的相關費用，切勿斤斤計
較，將成本轉嫁到乘客身上。

特區政府作為港鐵最大股東，應加強對港鐵管
理層的問責。雖然港鐵每次事故發生後，均會成
立專責小組調查，然後提交報告，並提出一些指
引及建議，但情況沒有明顯改善，事故不減反
增；責任人鮮有受罰，或只是輕輕受罰。據港鐵
年報顯示，港鐵事故雖然屢見不鮮，但去年整個
港鐵董事局及執行總監會成員的酬金，由2015年
的6970萬元升至9090萬元，升幅高達30.4%。
這難免令人對港鐵管理的問責性產生質疑。特區
政府應盡快檢討現時的港鐵管理機制，將港鐵管
理層的薪酬與其服務水平真正掛鈎，以保障社會
和市民的最大利益。

加強問責及維護 保障港鐵服務水準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昨日公佈公務員薪酬調

查報告建議，扣除每年遞增薪點，建議公務員
加薪幅度介乎1.38%至2.44%。雖然數字直覺
上偏低，並感覺追不上市面物價升幅，卻也客
觀反映了本港整體人力資源市場的狀況。一些
公務員員工代表對加薪幅度不滿，可以理解，
但薪酬調整機制是過去20多年行之有效的制
度，能夠維持加薪的穩定性及可預期性，亦是
反映市場的實際情況，應予肯定和遵循。本港
公務員團隊一向以高效廉潔、服務市民著稱，
對社會貢獻良多，應該與政府和市民大眾同坐
一條船，繼續顧全大局，盡忠職守，與廣大市
民同甘共苦。

此項薪酬趨勢調查結果是整合超過110間大
小型私營機構的薪酬，客觀反映出過去一年本
港人力資源市場的薪酬變動，總體上是專業及
公平公正。不過，有公務員員工代表對建議加
薪幅度的不滿，主要理據有二：一是現時物價
指數升幅高於2%，希望加幅追及通脹。翻查
資料，本港基本消費物價通脹率在第一季減慢
至1.4%，《財政預算案》預測全年通脹率也
就在1.8%至2%，整體與本次薪酬調查的建議
加薪幅度相若，不存在明顯跑輸通脹。更為重
要的是，過去20多年來公務員薪酬都依照調查

結果而調整，並不僅僅按照通脹率，其最基本
的原則就是與市場同步、與市民同甘苦，以示
公僕團隊與社會同心同德、同坐一條船。既然
相關機制行之有效，各方應予尊重。員工代表
不滿的理據二是指加薪幅度「無考慮到士氣等
因素」。不過，公務員作為服務市民的團隊，
理應具有責任感和使命感，士氣高低實在不能
單純以金錢衡量。

誠然，本港今年第一季度 GDP 增幅錄得
4.3%，但薪酬調查卻以過去一年為指標，近月
的經濟增長明顯未能在薪酬上得到反映，這種
滯後是整體人力資源市場的常態，全體打工仔
都需要共同面對，並非僅僅公務員如此。只要
全年經濟繼續保持向好的勢頭，公務員和私人
機構的員工在稍後就可分享到經濟增長的紅
利。

本港公務員團隊一向廉潔奉公、高效有
為，過去每年的調薪，也難免出現不同的聲
音，解決爭議的最好辦法就是跟機制辦事。
公務員的薪酬機制自1989年改良以來，實踐
20多年，其間亦對調查樣本作過調整，總體
而言行之有效，不應該輕言推翻結果，否則
只會引發更大的爭議，影響社會對公務員的
良好觀感。

公僕加薪跟機制 做好大局同甘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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