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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科學園投

資8億港元興建的宿舍「創新斗

室」昨日落成，建築高17層，提

供逾500個住宿單位，為香港首

個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完工

的多層住宅項目。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出席「創新斗室」開幕

禮時表示，香港要全方位推動創

科發展，必須要善用與鄰近的深

圳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的

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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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推創科須善用深圳協同效應
「強強聯手」打造「一區兩園」創科基地 為兩地人才創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隨着特
區政府的「保就業」計劃於去年11月
結束後，倒閉潮一觸即發。勞工處數據
顯示，去年12月至今年2月期間，破產
欠薪保障基金的申請宗數多達817宗，
涉款7,514萬元，按年激增近四成，其
中零售業是重災區，申索金額高見
1,279萬元，按年急增近四倍。
資料顯示，自去年11月「保就業」

計劃結束後，破欠基金的申索金額隨即
節節上升，由去年12月錄得248宗申索
申請，涉及2,834萬元，申索金額按年
增14.8%；申索金額之後直線上升至今
年 2月的 1,374 萬元，按年急增 1.28
倍，涉及234宗。
在眾多破欠個案中，早前被律師會接

管的黃馮律師行涉款不菲。香港文職及
專業人員總會和勞工服務中心及工聯會

權益委員會副主任鄧家彪，一直協助黃
馮律師行全體員工追討欠薪及遣散費，
並先後3個月協助全體員工入稟勞資審
裁處。
總會透露，黃馮律師行共有54名員

工追討近500萬元款項。該54位員工
中有兩位於2月18日獲勞資審裁處判
處勝訴；兩名員工隨即申請法律援
助，並在3月18日正式展開清盤前21
天限期償債聲明書，聲明書預計在4月
8日屆滿，法援處屆時便可正式展開清
盤行動。
但勞工處除了為兩位獲勝訴的員工

安排申請破欠基金外，至今仍未批出
任何特惠金。
總會其後促請勞工處加快批出破欠予

所有入稟法庭員工，好讓員工獲得基本
保障，避免員工無辜受事件牽連。

應徵水上樂園 畢業生：海園財政穩健 零售業申破欠 涉款1279萬年增近四倍

●海洋公園招聘約400位員工，招聘期約一
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下，失業率持續高企。海洋公
園早前宣布，為最快於8月開幕的水上樂園
籌組團隊，招聘活動由上月31日展開，招
募約400位員工，招聘期約一個月。連日來
吸引不少市民到場應徵，昨日有應徵者表
示，疫情下找工作的難度較以往高，海洋
公園的工作較為穩定，加上有救生資格，
故來試試投考。

應徵者持保安牌望帶來優勢
應徵者陳先生昨日到海洋公園職員招
聘中心，了解與保安相關的職位。他表
示，曾任職保安工作，持有保安員牌，
知悉海洋公園為水上樂園作招聘，故特
意前來，認為收入會較為穩定。他相
信，以往的保安經驗、持有保安牌會為

他帶來優勢。
有剛畢業的應徵者透露，曾多次向不同

公司提交履歷表和工作申請，惟仍未有回
音，認為疫情下，找工作較以往困難，期
望能藉此機會找到首份全職工作。
他表示，在仍未畢業時，已取得救生資

格，亦曾任兼職救生員，相信能有助應徵
水上設施營運專員職位，認為海洋公園的
工作會較穩定，「因為早前樂園出現困難
時，也獲政府幫助，相信它財政穩健，在
經濟好轉時應該沒有營運問題。」
海洋公園為打造亞洲首個全天候臨海水

上樂園，早前宣布籌組水上樂園團隊，招
募約400位員工，包括超過100位全職水上
設施營運專員，同時招募急救、保安、訪
客服務及總務範疇等多個崗位的人才，職
級涵蓋初級員工至監督和經理等。全職水

上設施營運專員的求職者將應邀接受體格
評估，當中涵蓋視力、心臟健康、強度，
以及基本游泳能力測試。

●行政長官
林 鄭 月 娥
（左四）昨
日出席科學
園創新斗室
開幕禮。

林鄭月娥致辭表示，作為本港第一個採
用「組裝合成」建築法完工的多層住

宅項目，創新斗室由418個組件組裝而
成，除了建築時間較短之外，對工地的安
全、質量控制、環境的影響、減廢節能等
都大有益處。
「事實上，在抗疫期間，『組裝合成』
建築法就為我們極速完成了鯉魚門度假村
檢疫中心、竹篙灣檢疫中心和由中央支援
香港的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而鯉魚門度假村的項目更獲得英國土木工
程師學會的嘉許。」她指特區政府會聯同

建造業界大力推動「組裝合成」建築法和
其他屬於「建造業2.0」的工作，並正在籌
辦於今年稍後時間由她主持的「國際建造
領導高峰會」，集思廣益，共謀策略，更
好結合科技和建造，幫助香港邁向2050年
碳中和的目標。

讚創新斗室助企業留人才
林鄭月娥表示，創新斗室的落成，除了

有助園區裡的企業及科研機構吸引新僱員
以及挽留現有人才之外，它亦促進互動的
交流。但住房畢竟對於科技發展只是一個
配套，香港在創科發展是取決於香港的科
研實力、良好的創新環境、獨特的開放優
勢、長期建立的國際聯繫等。當然，特區
政府近年的政策領導和資源投入亦都是不
可或缺的。
她指，過去3年多，本屆政府循着八大
政策方向推動創科的發展，投放了超過

1,000億港元的政府開支以落實多個創科項
目，其中包括積極推動成立「InnoHK創
新香港研發平台」，在醫療科技和人工智
能及機械人科技兩個範疇促進本地大學與
世界知名的院校合作，以及匯聚更多人
才。
林鄭月娥強調，香港要全方位推動創科

的發展，必須要善用與鄰近的深圳以至整個
粵港澳大灣區的協同效應。她在2020年施
政報告中就提出與深圳在科技創新上「強強
聯手」，合作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
新中心。特區政府現在正促成香港科技園公
司承租及管理深圳福田科創園區的部分地
方，讓有興趣開展大灣區業務的機構和企業
落戶，當位處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
科技園於2024年開始分階段落成後，一個
享有「一國兩制」獨特優勢的「一區兩園」
創新科技基地將會出現，為兩地人才創造更
多就業和創業的機會。

她表示，香港近年創科發展得到中央肯
定和大力支持，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
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以
及積極推進高質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包
括首次把深港河套納入粵港澳重大合作平

台的建設。在國家安全和政權安全得到保
障後，香港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用
好中央支持以及「一國兩制」獨特優勢，
繼續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並在科技
創新方面成就令人振奮的新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