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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俊威、馬靜）受人工與
材料價格上漲、設計與施工方案調整等因素影響，
香港特區運輸及房屋局透露，港珠澳大橋主橋將超
支約100億元人民幣，款項由內地、香港及澳門三
地共同承擔。

港珠澳橋超支百億三地分擔

南非專版 2017年11月23日（星期四） 聞新港澳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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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世界人才報告是根據各地在投資
與發展人才能力、吸引與留住人

才能力，以及人才質素3個範疇約30項標
準，評估出全球63個國家或地區在吸引人
才方面的排名。
今年排名榜頭十名均為歐洲國家或地

區。瑞士繼續蟬聯全球第一，得到100
分，第二位及第三位是丹麥和比利時，分
別得89.36分及83.8分。

生活質素報酬高瑞士摘冠
報告指，瑞士提供高生活質素及報

酬，對高技能人才保持吸引力，而瑞士亦
擅於發展具有需求的技能和能力，使瑞士
繼續成為全球最能吸引人才的地方。在學
徒培訓、保健設施、教育制度、大學教育

等多方面，瑞士都名列第一。

生活開支高港排十二位
亞洲國家及地區方面則以香港居首，

香港今年的全球排名為第十二位，得77.9
分，但排名就較去年下跌三位。其中，香
港在投資及發展能力方面稍升三位，但吸
引人才能力及人才質素的排名都下跌，生
活開支、教育開支等都是主要弱項，但在
金融能力、國際經驗及具競爭力的資深管
理層三方面都排名第一。

而新加坡則與香港比分拉近，得
75.63分，全球排名第十三位，比去年上
升兩位。新加坡的強項包括吸引到外國高
技術人員、海外學生人數等，弱項同樣包
括生活開支及教育開支等。

在其他亞洲國家或地區之中，台灣及
日本的排名均沒變動，分別排在第二十三
位及三十一位；內地則排在第四十位，上
升兩位，三大範疇排名都較去年有所上
升。

東華學院商學院署理院長陳榮照接受
傳媒訪問時指出，香港排名下跌估計與近
年經濟低迷導致薪酬加幅少有關，加上現
時青年重視生活和工作平衡，如果工時太
長會容易流失人才。

至於排名最差的國家或地區，依次為
委內瑞拉、蒙古國、羅馬尼亞、克羅地
亞、烏克蘭和保加利亞。報告指出，其中
多數為東歐國家，雖然生活開支較低，但
個人和財產安全排名均相對較低，勞動力
增長亦出現停滯。

全球人才榜 港稍勝新加坡
雖蟬聯亞洲一哥惟人工加得少漸被追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近日

公佈《2017年IMD世界人才報告》，瑞士在63個國家或地區中

位列第一，香港雖蟬聯亞洲首位，但在全球排名中，較去年下跌

三位，只位列第十二位，而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卻從後追貼，排

在全球第十三位（見表），兩者差距再度收窄。有學者認為，香

港排名下跌估計與近年經濟低迷導致薪酬加幅少有關。

分項排名
國家或地區 投資與 吸引與

人才 發展人才能力
留住人才能力 質素

瑞士 5 1
1

香港 24 11
6

新加坡 41 17
2

中國內地 42 54
30

台灣 25 26
22

日本 18 22
48

資料來源：《2017年IMD世界人才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在全球人才榜中在全球人才榜中，，新加新加
坡發力後追坡發力後追，，排名與香排名與香
港比分拉近港比分拉近。。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香港在瑞士洛桑
人才報告排名下跌，
有學者估計與近年經

濟低迷導致薪酬加幅少有關。事實上，
近年香港薪酬在扣除通脹之後，實質增
長不過2%，上班族面對日益水漲船高
的樓價與生活開支顯得捉襟見肘，更遑
論留住人才或吸引海外人才。

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今年6月平
均工資率按年上升3.8%，約68%公司平
均工資率錄得升幅，27%下跌，其餘與
去年同期相若。但撇除以甲類消費物價
指數計算的消費物價變動因素後，6月
實質平均工資率只較去年同期上升
1.5%。

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機構ECA Inter-
national早前公佈的“薪酬調查趨勢調
查”報告中指，香港企業來年平均加薪
4%，與鄰近的澳門、新加坡及台灣相
若，但扣除通漲後香港只是實質加薪
1.8%，在20個亞太區國家或地區中，排
行第十。而調查更發現，內地明年料平
均加薪6%，實質加薪3.6%，比香港多
一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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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澳門特區政府保
安司司長黃少澤21日表示，由於博彩及周邊行業涉
及龐大利益，加上新娛樂場相繼落成，預料不法分
子會蠢蠢欲動，不排除會對澳門帶來不穩定因素，
但現時仍沒有跡象顯示博彩業發展影響社會治安。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記者21日從澳門
特區政府發言人辦公室獲悉，澳門8·23“天鴿”風
災調查報告顯示，澳門氣象局前局長馮瑞權等人的
行為可能構成違紀。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已對責任人
採取紀律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香港特區政府
21日與澳門特區政府及9個泛珠三角區域知識產權
管理部門，在湖南省長沙市舉行聯席會議。會上，
香港特區政府與有關各方簽署《“一帶一路”背景
下泛珠三角區域知識產權合作協議》。

保安司：博彩業未影響治安

調查指前氣象局長或涉違紀

泛珠區域拓展知識產權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學生
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21日公佈首
個協作解難評估結果，香港15歲青少年
在52個國家或地區中排第三，僅次於新
加坡與日本。研究發現，在家使用電腦
者，其協作解難能力顯著高於家中無電
腦的學生。有教育界人士指建議學校多
推廣上網學習支援計劃以幫助學習。此
外，澳門學生在本次測試中表現優異，
協作式問題解決能力位處世界前列。

13%達第四級最高水平
PISA 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策劃，每3年進行1次，以
母語評估全球15歲學生的閱讀、數學和
科學能力，主要研究結果已於去年12月
公佈，而同一研究中的協作解難評估屬
首度舉行，結果則於21日公佈。連同香

港在內，共有52個國家及地區、12.5萬
名學生參與。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香港學
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HKCISA中
心）於2015年以隨機抽樣方式邀請香港
138間中學的1,600名15歲學生參加電
腦化評估，以測試港生的協作解難能
力。結果顯示，52個國家或地區中，港
生協作解難能力平均分為541分，位列
第三。相關評級分5級，最差為“第一
級以下”，其餘為第一至第四級，有
13%港生達到第四級最高水平，高於
OECD平均值（7.9%），但不敵新加坡
和日本。

HKCISA中心也分析了家庭資訊科
技資源對學生表現的影響。研究發現93%
受訪學生在家裡可使用電腦，其協作解難
能力顯著高於家中無電腦的學生。

津貼中學議會執委、獅子會中學校
長林日豐21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若學生能在家中善用電腦上網找尋
合適資訊、針對問題尋根究底，有助累
積知識及解決難題。香港特區政府近年
提供上網學習支援計劃，鼓勵基層學生
向非牟利機構借電腦回家使用，學校可
在此方面多推廣，令更多學生受惠。

澳門學生表現優異
在本次測試中，澳門15歲學生協

作式問題解決能力平均得分為534分，
在51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8，得分高
於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分500分。同
時，超過85%的澳門學生已經達到PISA
協作式問題解決的基準水準，顯示澳門
15歲學生的協作式問題解決能力相當不
錯，位處世界前列。

港生“協作解難力”全球第三

為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香港歷史博物館在國家文
物局，及中亞國家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大力支持
下，將於11月29日至明年3月5日舉辦“綿亙萬里──
世界遺產絲綢之路”文物展，逾30多間博物館或文物機
構借出220件珍貴絲路文物（當中逾半是國寶級文物），
向市民展現燦爛的絲路文化。圖為四件一級國寶21日向
傳媒開箱預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PISA”最新有關15歲中學生以電
腦協作解難的評估結果顯示，香港在50
多個國家/地區中排名第三。圖為中學生
上課情形。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 超
級豪宅越搶越貴，樓王寶座年內不斷
換位。16 日截標的山頂MOUNT
NICHOLSON第三期8套分層單位，
一手成交記錄冊20日顯示，其中12C
及12D兩套分層單位由同一組買家以
合共逾11.6億元（港元，下同）購
入，呎價高達132,060元，打破今年9
月恒地西半山天匯頂層46樓B室呎價
10.5萬元的紀錄，重奪亞洲分層住宅
樓王寶座，亦較去年11月該屋苑曾
創同一紀錄的第二期16樓成交呎價
高約26%。

由九倉及南豐合作的山頂
MOUNT NICHOLSON，第三期早

前推出8套分層招標，16日截標。剛
售出的MOUNT NICHOLSON 第
三期 12C 及 12D 室，面積分別為
4,242及 4,579方呎，均為四套房間
隔，可眺望維港景，成交價分別為
5.602億及6.047億元，連標準單位裝
修，並不包括車位及任何稅項。

負責銷售的會德豐地產主席梁志
堅表示，MOUNT NICHOLSON第
三期今次推出招標的8個單位，反應理
想，接獲逾30份標書，包括香港本地
及非本地買家，有些買家更帶了風水
師到現樓參觀。其中12樓C及D室，
成交呎價高達13萬元，貴絕全亞洲分
層樓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未來
三年東江水將逐年加價。香港發展局
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指，已與廣東省政
府達成2018年至2020年的新東江水供
水協議，繼續採用“統包”方式，購
入每年上限8.2億立方米的供水，水價
按年增幅 0.3%，3 年分別調整為
47.9259 億 元 （港元，下同）、
48.0700億元及48.2141億元。

東江水供水協議將於本年年底期
滿，粵港兩地政府在今年初已開始磋
商未來三年的新供水協議。文件指目
前東江水佔香港食水供應約70%至
80%，可補足香港集水量不足的缺
口，為應付香港的實際用水需要，現
行東江水供水協議所採用的“統包總
額”方式維持不變。

文件解釋，特區政府繼續以“統

包”方式買水，而不是“按量付
費”，是因為廣東城市發展迅速，東
江水資源一直競爭激烈。廣東省方面
認為，如果不在供水協議訂明每年供
水量，將難以確保香港在乾旱時，可
獲充足供水，而且假如以“按量收
費”方式買水，水價可能更高。發展
局表示，水費上調是根據兩地物價變
化調整，認為水平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 匯豐私人銀
行（瑞士）就被指以不當手法
賣雷曼迷債遭證監會紀律處分
一案作上訴，外電報道指，香
港證券及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
21日簽發裁定，駁回匯豐的上
訴，並責令該行支付罰金4億元
（港元，下同），較原罰款6.05
億元減少三分之一，但仍是證
監會歷來最大罰款額。該行為
證券提供意見及證券買賣牌照
同時被停牌一年。

香港證監會對匯豐私人銀行
作出的紀律處分行動決定，與該
行在2003年至2008年期間銷售
結構性產品，即雷曼兄弟有關。
該行銷售的相關結構性產品的內
部監控措施及銷售手法，被證監
認為未能符合守則，並作出紀律
處分，包括罰款6.05億元。其後
匯豐向上訴審裁處提出覆核，認
為證監會的處罰過重。

審裁處21日裁定，駁回匯
豐有關覆核，認為證監會對匯豐
的指控合適，但罰款減至4億
元，仍然創證監會歷來最大額罰
款。

審裁處21日還裁定，匯豐
持有“就證券提供意見”的第四
類牌照自 11 月 21 日起暫停一
年；“證券交易”的第一類牌照
自11月21日起部分暫停一年。

■■山頂山頂MOUNT NICHOLSONMOUNT NICHOLSON第三期第三期1212CC
及及1212DD獲同一組買家購入獲同一組買家購入，，呎價創新高呎價創新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續“統包”買東江水 逐年貴0.3%

匯
豐
私
銀
遭
罰
4
億
涉
證
券
牌
停
一
年

港山頂豪宅呎價13萬 貴絕亞洲

國寶訪港絲路

世界人才榜
排名 國家或地區

1 瑞士

2 丹麥

3 比利時

4 奧地利

5 芬蘭

12 香港

13 新加坡

23 台灣

31 日本

40 中國內地

資料來源：《2017年IMD世界
人才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