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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如
何開闢土地、增建房屋是社會討論熱
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土地及建
設諮詢委員會主席黃友嘉在其
facebook專頁上發文指出，從1977
年至1997年的20年間，香港人口從
458萬暴增41%至649萬，港人生活
亦不斷改善，特別是住屋；惟往後
20年人口才增加了90萬，但人均居
住面積卻在不斷下跌。他認為，這是
因為港英政府有政治空間填海造陸，
現時卻有人希望特區政府一事無成，
間接令市民受害。
黃友嘉指出，1997 年後的二十

年，香港人口在基數大了許多的情況
下，人口才增加了14%，但人均居住
面積卻不斷下跌，普通市民苦到不得
了，「我們整天怪這怪那，轉移視
線，倒不如做少少實事，確實增加土
地供應吧。」

有人想特區政府一事無成
他更指出，有人討厭特區政府，希

望它一事無成，包括解決房屋問題，
「有這種情緒唔緊要。但起碼不要累
街坊。不要把市民變成 collateral
damage（間接受害）。」
有人留言回應指，造成現時的房屋

問題是港英年代搞郊野公園與高地價
政策，然後地產商經過環保團體拖後
腿而成，唯一方法是靠特區政府逐步
拆牆鬆綁，着實增加土地供應，而政
府需要攞到大多數市民嘅共識，否則
做乜都寸步難行。」
有人則回應表示，香港是彈丸之

地，靠制度優勢才有今天，如不發揮既有優
勢、開發土地、廣納全球人才，香港前途有
限。
他說：「無視百萬市民及其下一代每天正活
在水深火熱的環境中，如能設身處地，換位思
考，就知道別人每天的苦難，不再講一些似是
而非的理由去反對開山填海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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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協昨日舉辦網台節目，邀請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及多名成

員，與四組中四至中五青少年討論土地方
案。
有青年代表以網上問卷收集200名25歲

以下青年對填海的意見，結果發現部分受
訪者對填海方案認知不足，建議政府應加
強宣傳，增加大眾對方案的了解，同時應
善用填海地興建廉租屋及青年宿舍、增加
創業空間及文娛用地，以回應青年需求。
黃遠輝回應指出，填海用地受周遭環境
限制，實質用途未必能直接回應青年需
要，但形容有了填海選項如同有了麵粉，
雖不能直接滿足青年訴求，卻可將市區部

分設施重置到填海地，可給予更大規劃空
間。
他並提到，諮詢期內收到很多針對填海

的意見，包括對環保的關注，會適當納入
報告。他重申，填海選項需經城規會、環
境影響評估等法定程序，並要得到郊野公
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批准。
有青年建議政府放寬鄉村式發展用地的

地積比和高度限制。黃遠輝指出，現時有
法例要求，有關用地上的村屋樓高不得超

過3層，但該些土地往往配套不齊備，例
如欠缺大型排污設施等，若進行大規模發
展，將無法承受大量人口，「如果要釋放
這些土地，政府需要做許多工夫，包括調
整現有的丁權政策。」

年輕人盼高球場改建屋
亦有青年代表收集的問卷調查發現，不
少年輕人認為應把粉嶺高爾夫球場改作房
屋用途，以配合鄰近的古洞北粉嶺北發

展，並建議政府改善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
場的交通接駁，方便市民前往使用，取代
粉嶺高爾夫球場的角色。

曾鈺成籲考慮配套是否足夠
有份出席節目的小組成員曾鈺成表示，

在進行任何發展前，應考慮設施的保育價
值及是否有足夠的地區配套，他認為粉嶺
高球場與上水港鐵站距離較遠，如果配套
做得不好，反而會招致地區居民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諮詢踏入

最後階段，有青年團體建議應善

用填海地興建廉租屋及青年宿

舍、增加創業空間及文娛用地，

以回應青年需求。小組主席黃遠

輝昨日表示，填海用地受周遭環

境限制，實質用途未必能直接回

應青年需要，但可將部分設施重

置到填海地，給予政府更大的規

劃空間。

■青協領袖學院及M21網台推全新節目《青年說》，首輯近100位青年討論本港土地供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的最新
數字顯示，今年5月至7月的失業率為2.8%，與4月至6月相
同，同期間的就業不足率則由1%微升至1.1%。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羅致光表示，本港勞工市場依然偏緊，失業率維持不變，
總就業人數繼續錄得穩健的按年增幅，若按年比較以撇除季節
性因素的影響，大部分主要服務行業的失業情況均見改善，其
中零售業、資訊及通訊業和倉庫及運輸輔助活動業的失業率跌
幅尤其顯著。
數字顯示，本港總就業人數由4月至6月的386.9萬人增加約

2,900人至387.2萬人，同期間失業人數增加約2,300人至11.4
萬人，就業不足人數則增加約2,700人至4.4萬人。
兩個期間的各行業失業率變動不一，但幅度大致輕微；就業
不足率亦變動不一，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有相對明顯的上升。
展望未來，羅致光指受本地經濟增長動力穩健所支持，短期

內勞工市場應會維持偏緊，但鑑於最近外圍不明朗因素顯著增
加，有機會對出口前景、本地經濟氣氛及資產市場構成影響，
當局會保持警覺，留意該些不明朗因素對本地勞工市場的潛在
影響。

聘「中高齡」每月獲4000元培訓津貼
勞工處將於下月1日起將「中年就業計劃」易名為「中高齡
就業計劃」，並推出優化措施，向聘用60歲或以上已離開職
場或失業的年長求職人士的僱主，發放每月達4,000元的在職
培訓津貼，為期6個月至12個月。
勞工處將於下月20及21日在屯門大會堂舉行「中高齡就業

新里程招聘會」；並於下月25日及26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行
「青春試翼創新天招聘博覽會」。

失業率2.8%
零售跌幅顯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今年財政預算推出25億元「配
對補助金」予8所資助大學、職訓局及演藝學院，再次成功吸
引大額捐款。城市大學昨日獲恒基兆業地產集團主席李兆基捐
贈1.2億港元，以支持該校長遠發展，包括設立冠名講座教授
席及獎學金，以促進學術發展及學生學業成就。

郭位：致力育才及尖端研究
城大由校長郭位代表與李兆基簽署捐款協議，並對其致以衷
心感謝，他表示，城大將致力培育人才及開展尖端研究，應對
社會需要及發展，確保捐款用得其所。
城大會將捐款用作支持策略發展項目，及成立「李兆基數據
科學及工學講座教授席」與李兆基獎學金基金。捐款亦可讓城
大向「配對補助金」申請配對，以籌募更多經費幫助發展。

李兆基捐1.2億
挺城大長遠發展

■李兆基昨日向城大捐款1.2億港元，支持該校發展。
城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入境
事務處昨日在入境事務學院舉行該
署「資歷認證課程」啟動暨證書頒
發典禮，標誌着入境處的訓練課程
邁進新里程。主持典禮的入境處處
長曾國衛表示，課程獲得專業資格
後可鼓勵及促進入境事務隊成員終
身學習，加強個人自身的競爭力。
展望未來，入境處會繼續把不同的
內部訓練課程申請列入《資歷名
冊》內。
為進一步提升入境處的部隊質素、
向同事推廣終身學習的文化及促進入
境事務隊成員的個人發展，入境事務
學院於去年積極展開籌備工作，透過
公開招標程序，揀選了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協辦入境事務助
理員職系的入職和在職訓練課程，並
取得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資歷
架構的認可資格。

在資歷架構下，新
入職的入境事務助理
員完成入職訓練課程
後，可獲頒資歷架構
第四級別認可的《入
境事務及管制專業文
憑》，級別與副學士
學位及高級文憑同
等。
高級入境事務助理

員和總入境事務助理
員完成相關在職訓練
課程後，亦可分別獲
頒資歷架構第四級別的《入境事務及
管制預修管理專業證書》及第五級別
的《入境事務及管制前線管理專業證
書》，兩個級別分別與副學位及學士
學位同等。
入境事務學院是香港首個機構提供

入境事務相關的專業課程。

曾國衛勉成員終身學習
曾國衛表示，課程獲得專業資格後
可鼓勵及促進入境事務隊成員終身學
習，加強個人自身的競爭力。他勉勵
各位學員要秉承入境處的信念，對不
斷轉變的環境，保持敏銳的觸覺，因
時制宜，使入境處繼續成為一支高素

質的專業紀律部隊。
昨日共有154名學員出席證書頒發

典禮，包括27名總入境事務助理員、
24名高級入境事務助理員及103名入
境事務助理員。
展望未來，入境處會繼續把不同的

內部訓練課程申請列入《資歷名冊》
內。

入境處訓練升呢 最高認證同學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特區政府昨日起至
本月30日公開招募文書助理（CA），最低學歷要
求僅為中四，起薪點逾1.3萬元，頂薪近2.3萬元。
香港文書職系公務員總會總幹事梁籌庭指出，是次
招聘提供約1,200個空缺，加上學歷要求不高，料
有很多人申請。他表示，文書助理多傾向聘請中
年婦女，與傾向聘請DSE畢業生的助理文書主任
有所分別，並提醒欲應徵者「打字測試如5分鐘
內錯多於5個字，便被踢出局」，必須多加注意
及訓練。
文書助理工作性質包括一般辦公室支援服務、財
務、統計、顧客服務及資訊科技支援服務等。
據公務員事務局的招聘資料顯示，申請人須已完成
中四學業，其中修讀科目應包括數學，或具備同等學
歷；中文文書處理速度每分鐘達20字、英文文書處
理速度每分鐘達30字和具備一般商業電腦軟件的應
用知識等，起薪點13,045元，頂薪點為22,865元。
有關職位將於今年10月至明年5月期間進行遴選面

試，並於今年11月或12月發第一批聘書，遴選面試
最後結果將於明年6月底公佈。
梁籌庭表示，應徵文書助理須接受打字測試及一般
商業電腦軟件應用測試，通過技能測試者便能獲安排
進行面試。

打字測試勿只求快不求準
他提醒應徵者在打字測試中，勿只顧速度而忽略準

確度，因為準確度低會被踢出局。他續說，考官通常
會在面試時測試應徵者對文書助理工作的認識，應徵
者也要多加留意。
公務員事務局提醒申請者，如已於本月3日申請助

理文書主任職位，並符合資格參加技能測驗，只須就
兩個職位（即文書助理及助理文書主任）的申請參加
一次技能測驗。測驗成績會評核申請人是否符合資格
參加次輪遴選面試。

政府請文書助理
中四學歷頂薪2.3萬

青年大使做導賞 膽粗粗談趣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

韻）部分人認為青年總是愛埋
怨，但其實有很多青年熱愛香
港，且願意發揮個人才能，助
旅客感受香港充滿動感及具人
情味的城市魅力。
旅遊事務署及香港青年協

會昨日委任近 200 名青年為
「香港青年大使」，他們將
接受一系列培訓，未來一年
駐守海洋公園、山頂凌霄閣
及啟德郵輪碼頭等本地旅遊
熱點。
有青年大使表示，參與計

劃讓她對香港更有歸屬感，
更認識了猶如家人的好友，
期望將好客之道薪火相傳，
積極推廣香港地道文化及特
色旅遊。

有大使繪林建岳畫像贈對方
「2018/19香港青年大使計

劃」由旅遊事務署及香港青年
協會聯合主辦，香港優質顧客
服務協會協辦，昨日舉行委任
及頒獎典禮，旅遊事務專員黃
智祖、旅發局主席林建岳、青
協會義務司庫馮玉麟及香港優
質顧客服務協會司庫賴智衡等
人出席。
典禮除了委任及頒獎儀式

外，更有大使即場繪林建岳的
畫像並送予對方、以唱歌及跳
舞說出香港故事等。
黃智祖於致辭時表示，青年

大使計劃實踐旅遊事務署去年
發表《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
中，支持旅發局宣傳工作和提
升旅業界服務及專業水平兩項
目標，寄望他們未來為旅客帶
來更佳旅遊體驗，同時提升香
港形象。
他笑說，自己身處場內猶如

年輕了20年，相信青年們的活
力及努力會感染身邊人及旅
客。
馮玉麟表示，計劃舉行至今

已是第十八屆，培養3,600位
青年大使合共服務36萬小時，
認為他們透過前線服務體驗及
同伴間之溝通協作，會得到不
同的探索及鍛煉機會。
他期望青年大使未來發揮所

長，並全面裝備自己，展現本
港獨特的都會文化，為旅客帶
來美好回憶。

青年找到友誼自信目標
計劃不但讓旅客受惠，更令

青年們找到友誼、自信及目
標。青年大使鄧愷晴及關咏柔
便因此成為好友，當中關咏柔
曾在機場接待來自印度的旅
客，對方向她查問到旺角最便
宜的方法。
她說：「我介紹了機場巴士

予他們，但他們不太相信，令
我感到少許無奈，但我決定找
齊資料對比一下，最終他們也
很信任我。」
她認為，旅客身處外地要保

障自己是正常事，故擔任大使
要調整自己心態，對自己有信
心及以誠待人，視旅客為朋
友，打開心扉跟他們互動。
鄧愷晴則在準備中西區推廣

活動時，訪問老街坊有關區內
的趣聞軼事，令她對社區有更
深了解，更學會「膽大心
細」。
薛同學懂得英語、廣東話、普
通話及菲律賓語4種語言，她未
來有意投身酒店及旅遊業。

■入境事務處「資歷認證課程」啟動暨證書頒發典禮上，完成訓練課程的學員獲頒證書。

■嘉賓與青年大使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