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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姬文風、
李摯）瑞士洛桑管理學院近期公佈《2018年
IMD世界人才報告》，顯示香港人才競爭力
顯著下跌。多名政界及教育界人士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具國際標準的人
才，均會選擇一些政治穩定、和諧，有良好
發展機會的地方工作，但近年香港政治爭拗
不斷，反對派更不斷跑到海外唱衰香港，製
造負面感覺，除令海外人才卻步外，本地精
英也會流失，故大家應向「在家中家外放
火」的反對派「說不」。

劉兆佳：累本地人才外流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報
告提及香港的「人才競爭力」下跌，對香
港社會是善意的提醒。他指，近年「佔
領」行動、議會拉布等政治鬥爭，使很多
政府的政策無法如期推行，不少香港的人
才也厭倦這種政治爭拗，希望離開香港，
另覓其他地方發展，在此消彼長下，人才

競爭力當然受到影響。

湯家驊：內耗加劇趕專才
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直言，政局不穩定是

人才流失的原因之一。近年香港太多政治爭
拗，包括大型的違法行動，加上個別傳媒和
反對派不斷渲染香港自由「倒退」，令國際
社會對港評價下跌，對人才流失有一定影
響。此外，社會內耗加劇，令希望安定發展
的專業人士敬而遠之，而政治爭拗的「後遺
症」，也令香港發展停滯不前，故不少專業
人士轉向其他地方，尋求更好發展機會。

林健鋒：唱衰香港損競爭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

表示，反對派在議會內製造矛盾、阻礙施
政；在議會外撕裂香港、分化社會，更多次
跑到海外唱衰香港，發表與事實不符的言
論，導致不少海外人才對來港發展卻步，令
香港競爭力受損。

馬逢國：「車輪」抹黑製亂象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逢國認為，導致海外人

才不想來港發展有三大因素，分別為生活費過
高、香港政治氣氛差和周邊地區更為吸引。他
指出，過去一段時間，反對派議員「車輪式」
跑到海外「說三道四」，製造很多不正確的假
象，令海外人才感到香港社會「一片亂象」，
在此情況下，如何吸引人才來港發展。

陳勇促向反對派說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會長陳勇指

出，具資格的人才，都會選擇穩定、有發展
機會的地方，但近年香港社會政治爭拗不
斷，除有反對派發起違法「佔領」之外，更
有旺角暴亂、「踢喼」等事件。此外，反對
派常到海外「抹黑、唱衰」香港，對一些不
太了解香港實際情況的海外人士，均產生質
疑。他強調，若要重回正軌，應該向這些
「在家中家外放火」的反對派「說不」。

政爭暴力為禍 人才卻步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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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姬文風、李摯）教育
評議會主席何漢權指出，本
港近年深受校園政治化問題
影響，吸引人才的優勢大打
折扣，這或可從個別大學的
管理層職位長期懸空、相關
招聘工作的「熱烈」程度可
見一斑。他指大學的研究人
員需要穩定環境專注研究，
「現實卻是本港校園近年接
連發生暴力衝擊、圍堵禁錮
事件，多少專業教師受過不
尊重對待，甚至有人受傷，
怎會不嚇人！」

何漢權憂損港吸引力
何漢權感嘆，上述暴力情

況何曾會在新加坡校園發生，
正所謂「東家唔打打西家」，
若本港校園環境未來持續不穩
定，擔心本港的吸引力會繼續
下滑，最終自食其果。

金耀基：爭吵難留人
前中大校長金耀基認為，

吸引及挽留人才是香港發展成
功與否的重要元素，而社會、
工作及政治環境均會左右地區
的人才流動，「這與整個社會
是否穩定和諧有關，社會爭吵
就難留住人才。」
他並補充，良好的法治基

礎有助挽留人才，因這會有利
促進各國投資，為人才搭建更
好的平台與環境。

校園屢見暴
教界斥趕才

反 對 派反 對 派反輸入人反輸入人才才實 錄實 錄
2013年10月，特區政府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發表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提出應對人口老化、勞動人
口下降的五大方向，包括以更積極進取的策略，訂明目標吸
納對象，吸引更多海外及內地人才來港，累積人力資本。時
任工黨主席李卓人則力踩該文件，指責文件「以商為本」，
最實在的內容是輸入外勞。
在2015年施政報告中，時任特首梁振英強調，足夠及優

質的人力資源是香港社會和經濟持續發展的首要條件，並提
出多項措施，包括放寬「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
計劃」及「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下的逗留安排，及調整「優
秀人才入境計劃」下的綜合計分制，吸納更多擁有優秀教育
背景或國際工作經驗的年輕人才來港發展。

妄言「人口換血」恐嚇打爛飯碗
反對派隨即聲言這是「人口換血」。工黨當時表明「反對
輸入專才」，聲稱如果實行有關建議，香港基層、中層及專
業的僱員都會受到「威脅」。「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
國威聲稱，政府「沒有盡責」培育本地人才，又抹黑稱這會
「破壞」香港專業服務水準。他更離譜地聲言這是「媚共賣
港」，稱內地人將分攤本地資源，「溝淡」香港「本土」人
口比例，以「全面掌控香港」。

林鄭曾批反對派言論偏激
時任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主席、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批
評，這些反對以任何形式吸納外來人才的言論偏激，質疑旨
在危言聳聽，製造社會分化。她強調，在全球化的經濟下，
強大多元的人才庫有助吸引更多投資，促進產業發展，香港
沒有任何理由將外來人才排拒於門外。
反對派就連民間提出的輸入人才、增強香港競爭力的建議
也打壓。2016年10月，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經濟研究報告，
建議香港採用類似美國「綠卡抽籤」計劃，讓符合年齡組
別、教育水平和工作經驗的內地人透過抽籤來港工作。報告
又提出，香港每年要額外輸入1.5萬名移民，才能有助提升
香港人力資本、改善人口老化及抑制勞動人口下滑。
不過，「香港人口政策關注組」召集人、「新民主同盟」

荃灣區議員譚凱邦聲稱，香港仍然有「足夠」勞動人口，認
為政府以人口老化為「藉口」。工黨秘書長譚駿賢就聲稱，
政府一旦「把關不嚴」，僱主可藉聘請內地人「壓低」港人
員工的薪酬。
今年8月，政府首次公佈香港人才清單，以吸引世界各地
優秀人才，配合本港經濟高增值及多元化發展。被裁定喪失
立法會議員資格的姚松炎撰文，聲言香港本地仍有很多增加
勞動力的空間，包括婦女就業，但政府的支援政策「欠
奉」，相反在輸入外勞措施方面就「落足馬力」，聲稱有關
做法會令本地人才更難尋找工作。

反對派為私利不斷妨礙吸才政策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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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在人才競逐的戰爭中，反
對派不但極力反對政府吸引人
才的政策，屢屢聲稱要保留香
港資源用於本地、保住香港人
飯碗的他們，更怪招連出，包
括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聯同公
民黨為外傭爭取居港權，讓他
們可享受港人同等福利；而李
卓人所在的工黨則為「假難
民」爭取福利，並支持將他們
的「黑工」行為合法化。

漠視民意 阿人高調撐
2011年外傭居港權案，令職

工盟及公民黨的立場備受質疑及
抨擊。當時已在港工作超過7年
的外傭約12萬人，一旦勝訴將
可享受港人同樣的福利，包括房
屋、醫療、社會保障制度等，但
李卓人竟高調支持外傭爭取在港
居留的「權利」，不僅漠視港人
利益，有勞工團體更批評外傭或
「搶去本地工人飯碗」，職工盟
亦視而不見。
當時一個民意調查顯示，逾

80%受訪者並不贊成外傭爭取香
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做法。惟以職
工盟為首的37個民間團體發表
聯署聲明，支持外傭爭取在港居
留的「平等權利」云云。
據當年的統計，約12萬名外

傭已在港工作超過7年，若他們
享有居港權，每年額外教育及
醫療開支可達86.6億元，對政
府庫房構成嚴重負擔；公屋輪
候冊亦可能增加逾 10 萬個家
庭，輪候時間將大幅延長。當
時工聯會方面指出，外傭一旦擁
有居港權，他們在港的工作層面
將會大為擴闊，估計屆時外傭會
加入市場競爭，嚴重影響本地家
務助理的就業機會，變相搶去本
地工人飯碗。
時為立法會議員的李卓人聲稱

部分政黨「誇大」外傭居港權的
影響，更揚言是「危言聳聽」。
除了高調支持外傭爭取居港

權外，李卓人及其黨友、有
「假難民之父」之稱的張超雄
又一直包庇「假難民」，後者
倡藉此去「填補勞工空缺」。
李卓人近日於一個論壇上聲稱
冀政府加快審批免遣返聲請申
請的速度，惟政府早前向立法
會申請延長處理聲請的職位任
期時，工黨卻又認為有關職位
無須保留，令人費解。

全球各地都在努力吸引人才全球各地都在努力吸引人才，，特區政府過去多年亦提出多項應對策略特區政府過去多年亦提出多項應對策略，，包括放包括放

寬多項人才入境計劃的逗留安排寬多項人才入境計劃的逗留安排、、公佈人才清單等公佈人才清單等，，致力吸引更多高質年輕人致力吸引更多高質年輕人

才來港發展才來港發展。。對於政府提升香港競爭力的舉措對於政府提升香港競爭力的舉措，，反對派不僅沒有支持反對派不僅沒有支持，，反反

而出於為反而反的政治目的而出於為反而反的政治目的，，置香港競爭力和前途於不顧置香港競爭力和前途於不顧，，在失業率在失業率

持續維持在極低水平的情況下持續維持在極低水平的情況下，，以以「「保住本地人才飯碗保住本地人才飯碗」」為反對藉口為反對藉口；；更挑動兩地矛盾更挑動兩地矛盾，，炒作炒作

「「人口換血人口換血」」的謬論的謬論，，竭力阻撓政府吸引人才措施的落實竭力阻撓政府吸引人才措施的落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鄭治祖

2016年10月
事件：團結香港基
金建議以更有效方
法 ， 吸 引 更 多 年
輕、具高教育水平
的移民，又提出香
港每年要額外輸入
1.5萬名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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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20152015年施政報告中年施政報告中，，政府提出輸政府提出輸
入內地人才入內地人才，，反對派即危言聳聽反對派即危言聳聽，，聲言聲言
會造成會造成「「人口換血人口換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工黨印發傳單反對輸入專才。

■李卓人(右一)無視港人利益，高調支持外傭爭取居港權。圖為他在2011年的一個論壇上撐外傭。資料圖片

■張超雄屢包庇假難民，被「封」為「難民之
父」。 資料圖片

■反對派力撐外傭永久居港權，引發強烈抨擊。圖為
2011年，公民黨梁家傑被一眾市民譴責。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