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日舉行的 「廣州市南沙區內地
首批港澳工程人才職稱證書頒發儀式」
上，16名港澳人才獲頒職稱證書。這是
在內地取得專業職稱的首批港澳工程人
才，他們在內地承接和開展建築工程項
目時，將享有與內地工程師同等的資質
和待遇。這標誌着香港工程師首次進入
了國家專業職稱系统，其最大的意義，
在於打通了港澳和內地在工程領域專業
人才評價的通道，為港人在大灣區發揮
所長提供了越來越廣闊的空間。
香港和內地在專業認證方面的要求
不盡相同，香港只要取得資格認可就可
以執業，但內地有職稱要求，分高、副
高、中、初級職稱，港人取得相關職稱
後才能在內地開展業務。港人如何才能
取得內地專業職稱呢？廣州南沙在全國
範圍內首創《廣州市南沙區建築和交通
工程專業港澳人才職稱評價管理辦法
（試行）》，毋須逐級申報，最高可直
接申請正高級職稱，為南沙打造大灣區
人才高地建立新機制。
這是廣州市南沙區的一項重大制度
創新。首次港澳人才晉升內地稱職評審
於今年一月開始接受報名，共有29名港

澳人士申請，涉及工程設計、施工和管
理等專業領域，經過嚴格評審，最終有
16人脫穎而出。
有在內地從事工程的香港企業表
示，其公司此次有2名資深工程師和10
多名年輕工程師申報內地職稱，過程順
利，通過申報後發現南沙的做法對香港
年輕人來說非常靈活， 「門很寬，這是
給港澳青年最大的支持。」 有獲得職稱
的港人表示，本身並非學工程出身，但
在南沙工作期間負責工程建設項目，累
積了不少經驗，這次也是抱着一試的心
態進行申請，沒想到很順利通過，這令
他喜出望外，表示 「拿到職稱對自己的
工作和未來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早在2003年首簽《內地和香港
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以來，兩地就開始探索專業資
格互相認可的問題，但過去由於種種客
觀因素的掣肘，導致開放程度不足，香
港專業人士獲得內地資質認可的難度相
當高，成功者人數並不多。但自從《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推出後，情
況有了很大的改觀。以法律界為例，過
去香港律師需要參加全國考試，通過率

極低。去年開始，內地為香港律師專設
考場，實際上是放寬了香港律師到內地
執業的門檻，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容海
恩等成為第一批通過相關考試的香港律
師，經過短期培訓後就可以在內地執
業。第二屆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今年六
月舉行，吸引了更多人參加。
大灣區向香港專業人士打開更多方
便之門，從法律、稅務、會計和醫療，
延伸至規劃、旅遊及建築。作為深港現
代服務業合作區的深圳前海，在專業開
放方面走在全國最前列。廣州南沙不甘
後人，在工程職稱認證方面推出新猷。
這一切都說明，內地大力支持香港，而
香港專業人才既熟悉國際市場、又熟悉
內地市場，優勢明顯，非常 「吃香」 ，
未來發展前景廣闊。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這是香港得
天獨厚的優勢。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為專業人士提供前所未有的發展機
遇，最重要的是抓住機遇，以己之所
長，貢獻國家之所需。另一方面，內地
不斷為香港專才提供便利，特區政府有
關部門也要積極做好配套對接工作，推
動大灣區專業服務的深度交流合作。



內地向香港專才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寬

深入調查612基金
隨着對 「612基金」 的調查不
斷深入，其 「人道支援」 的光環
剝落殆盡，露出騙財真本色。該
基金其實是黑暴期間最大的一隻
「人血饅頭」 ，讓一班 「黃」 大
狀貪婪真面目無所遁形。
數據最能說明問題。該基金
打着支援反修例被捕者的名義，
收到近2億元捐款，其中 「法律費
用資助」 是基金開支最大的項
目，花費了約6600萬元，佔基金支
出的四成。經濟上受益最大的，
非 「黃」 大狀群組莫屬。
「黃」 大狀打着 「義務」 旗
號，與被捕「手足」剛接觸時，可
能不收費，一旦 「釣魚成功」 ，
案件進入法律程序後，就變臉收
錢了，「手足」到此時只有捱宰的
份。基金網站更說明， 「若被捕
人數有所增加，而被捕者願意聘
用收費較高的資深律師，其差額
需由被捕者支付。」 有關「資深律
師」 不僅收取基金資助，「手足」
還要另外付款，真是太好賺了。
該基金還推出所謂 「第二位

大律師資助計劃」 ，獲得法援的
被告在現有律師和大律師外，增
聘 「第二位大律師」 協助出庭處
理案件，而第二位大律師的資歷
只有5年以下，聲稱此舉是讓無足
夠經驗的年輕律師累積經驗。顯
而易見，基金宗旨非為支援 「手
足」 ，而是支援沒有多少業務可
做的年輕 「黃」 大狀。
被捕的 「手足」 越多，可榨
取的油水越豐富。夏博義等大
狀、政客熱烈鼓動年輕人 「違法
達義」 ，真實目的已是一清二
楚，除了搞破壞要達到政治目
的，更有個人的經濟盤算。
最蹊蹺的是，該基金自成立
以來，一直沒有開設自己的銀行
戶口，只是借 「真普聯」 戶口；
「真普聯」 沒有自己地址，只是
借用教協的地址。既無戶口，又
無地址，目的是隱瞞資金來源和
去向，逃避執法部門的追蹤。有
關部門要繼續深入調查，絕不能
讓違法者逍遙法外。

龍眠山



港青灣區就業 拓視野提升競爭力
團體冀推次輪計劃 引入專業技能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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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去年推出了 大
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向
參與機構提供每名僱員每
月一萬港元資助，為期十八
個月的資助計劃即將結束，
《大公報》遙距視像訪問了一名正在內地的獲
聘港青，分享駐內地工作和生活的點滴及得
着。港青坦言一年多的經歷，不但拓闊視野，
還在內地建立了人脈網絡，提升競爭力。
有青年團體冀政府盡快推出計劃 2.0
，優化
聘請條件，包括增加資助金額，以鼓勵參與計
劃的機構聘用更多求職者、拓闊參與年齡層及
加入專業技能職位等，讓更多港青受惠。
大公報記者 葉浩源（文、圖）

新聞話
熱

▲港青周盼是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下
首批獲聘請前往內地工作的畢業生。

﹂

﹁

建社交群組 分享相關資訊
周盼說： 「我在畢業後曾在香港從事
跨境電商工作，留意到內地互聯網產業發
展迅速，一直想試下北上發展，於是便報
名參加這項計劃。在內地工作和生活的一
年多，我學會了用內地的健康碼、生鮮配
送、外賣、打車等手機軟件，令所需服務
和生活更加便捷，即使在疫情封城期間，
深圳依舊保障了外賣和生鮮配送。這些體
驗都大大地提升了我對內地的好感和印
象，文明、發達、宜居、友善。而且，比
起以前在香港的辦公室工作，這邊的工作
更多元化，能夠接觸更多的業務和城市，
拓闊了我的視野，和認識了很多內地朋
友，建立人脈網絡。」
計劃為港青開闢到大灣區工作的機
遇，經計劃下聘請的畢業生可獲不低於
18000港元月薪。周盼坦言在疫情及目前
經濟較差的環境下，他獲得的待遇及福利
已比大部分同學好得多。原來，除了基本
月薪，根據《廣東省就業創業補貼申請辦
理指導清單（2021年修訂版）》，他還獲
發每月1000元人民幣的生活津貼。此外，
公司還提供包括住房福利、醫療福利及其
他生活津貼等。然而，離鄉別井工作總是
有得亦有失，對他來說便是少了陪伴家人
的機會。
除了是一般打工仔，周盼亦有另一重
身份。由於他在早期已創建了計劃內最大
的社交群組，經常在社交媒體分享該計劃

范潔儀期望政府對大灣
▼
區工作的港青，繼續在補
貼資助、稅務、住宿等方
面提供支持及諮詢。

政府鼓勵青年北上尋機遇，去年一月
推出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計劃共收
逾兩萬份求職申請，但最終只有一千餘人
獲聘入職，至今剩下約八百人仍然在職。
正在蘇州出差的港青周盼，是 「大灣區青
年就業計劃」 下首批獲聘請前往內地工作
的畢業生，任職於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全資子公司名氣家（深圳）信息服務有限
公司的市場部，從事品牌新媒體賬號的推
廣，亦負責整合行銷方案協同業務，是煤
氣公司在計劃下共聘用的12位同事之一。

◀周盼（左）表示，內地的工作更多元
化。

的相關資訊，從而讓他認識到上千位有志
到內地工作的港青，社群亦會舉辦線下聚
會及一起參加活動，交流心得。他開心地
說生日、過年和團圓節日的時候，家人都
不在身邊，他就是和這班同齡的年輕人一
齊度過，不會孤零零，亦好快融入內地文
化： 「其實灣區的生活環境同香港已無差
別」 。

倡彈性處理兩地工作時段
周盼認為，國家及特區政府近年來大
力推動大灣區發展，這項計劃讓港青趕上
了這趟順風車，累積工作經驗，打造一份
亮麗履歷表，對日後在大灣區尋找機遇絕
對有幫助。他希望未來政府可以加強宣
傳，邀請更多類型的公司參與，給予更長
的招聘時間，以及對過關提供更多的協
助，他說始終家人在港，可趁周末或短假
期返港，但現因疫情未通關，的確令部分
同學卻步。
煤氣公司企業人力資源總監范潔儀表
示，期望政府對於決定留在大灣區工作的畢
業生，可繼續在補貼資助、稅務、住宿等方
面提供支持及諮詢，舉辦講座供畢業生了解
內地文化及基本情況，以便他們融入內地工
作環境，亦能夠理解
國內的法律法規及營
商環境。她續建議，
計劃資助的職位毋須
劃分為創科及非創科
類，並彈性處理兩地
工作時段及協助企業
掃一掃 有片睇
解決出入境問題。

▲周盼的深圳辦公室的露台環境十分優
美。

劃一資助一萬元 難吸引創科人才
香港創科發展協會
主席陳迪源表示，政府
在2021年初推出 「大
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時，以創新科技界最為吃香，因最初
指創科職位或有兩萬多港元的月薪津
貼，但最後計劃劃一資助一萬元，大
部分受聘畢業生月薪在計劃下限

誘因
不足

18000元，這個待遇級別對創科人才
並不吸引。他透露，本港創科相關專
業畢業生，能獨立完成編寫程式工作
的新人月薪約19000元至20000元，
而不懂寫程式的新人則介乎14000元
至16000元，故認為今次計劃未提供
到足夠誘因予創科畢業生。
陳迪源建議政府除了支持港青北

上發展，亦可推出措施鼓勵內地創業
的港人回流，創造更多本地就業機
遇。
工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主任林偉
江表示，計劃的聘請條件為本地大學
或大專院校畢業生，並着重於創科職
位，但由於其服務對象主要為基層青
年，故未能廣泛受惠。

勞工處應介入 主導職業配對
負責推行計劃的勞
工處回覆《大公報》查
專家
意見 詢， 「大灣區青年就業
計劃」 於2021年1月推
出，共有逾410間機構參與，提供近
3500個職位空缺，其中，創科及非
創科職位約各佔一半，當中超過七成
屬專業、經理及行政級的職位。計劃
招聘期已於2021年8月底完成，計劃
秘書處共收到超過20000份求職申
請，當中容許畢業生同時申請多個職

位，最終共接獲1091名畢業生的入
職通知。

2409個職位空缺未用盡
換言之，參與計劃的機構尚未用
盡2409個計劃資助的職位空缺。工
聯會的林偉江及創科發展協會的陳迪
源均表示勞工處應介入主導職業配
對，或鼓勵參與計劃的機構聘用更多
求職者；二人並指出計劃只限於
2019年至2021年在香港或香港以外

的院校完成學士學位或以上學位課
程，並在港可合法受僱工作的香港居
民參與計劃，建議政府放寬申請者限
制，例如擴闊至2017年、2018年的
學士學位畢業生合資格申請，讓參與
企業有更多人才選聘。
截至2022年7月中，約800名畢
業生仍在職，其中近九成已到大灣區
內的城市工作。大部分畢業生的入職
時間為2021年5月之後，暫時仍未有
畢業生完成18個月的服務期。

本地職位空缺增加 畢業生受惠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
利好 主席鄧灝康表示，在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
因素
劃」 下，參與機構獲政
府資助部分薪金，解決了兩地大部分
職位的待遇差距，增加青年前往大灣
區工作的誘因，但始終要與家人朋友
分隔兩地，仍是青年其中一個最大的

考慮因素。
另一方面，他認為計劃生不逢
時，因疫情通關限制，增加了港青往
來兩地的隔離成本，令不少本身對計
劃有興趣的青年打退堂鼓。而且，香
港近年出現移民潮，佔多數的中產或
科技人才離港，變相多了本地職位懸
空，令一眾初出茅廬的畢業生受惠。

他亦留意到內地青年對來港工作
的興趣日增，漸漸形成兩地青年互相
交換工作地方。他補充，創新科技行
業仍是吸引港青到大灣區工作，例如
培訓KOL的機構等一類香港仍落後於
內地或大灣區的產業，計劃對畢業生
仍有很大吸引力，希望政府盡快推出
計劃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