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續三年凍薪 建造業青黃不接
香港熟練技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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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恩璣）香港建造業
總工會昨日公布2021/22年度薪酬調查，並
指與業界商討後，15項主要工種將維持凍
薪，這已是連續第三年凍薪。建造業工人出
現老齡化、工程項目「一時餓死、一時飽
死」等問題，長期凍薪更導致人才流失，為
免業界青黃不接，建造業總工會建議特區政
府加大力度進行培訓，加大技能提升力度，
補充業界新血，並推出短期合約工程，及有
序安排長期大型工程項目等，助業界可持續
發展。
建築業總工會今年成功以電話訪問了
1,727名會員，結果顯示整體失業率為9%，
就業不足率14%，兩項數據均比去年同期下
跌19個百分點。不過，51歲至70歲年齡階
層失業率較高，佔整體失業受訪者人數的
73%。

95%會員稱不轉行不轉工種
另外，56%受訪者認為今年的就業情況比

去年好，95%受訪者表示不會轉行或轉工
種，並對特區政府抗疫工作充滿信心，有

78%受訪者更表示已接種新冠疫苗。
該工會指，受惠於立法會財委會通過大型

基建項目的撥款及特區政府疫情期間加推的
短期合約工程等，最新數據顯示業界剛剛走
出「寒冬」，但包括紮鐵、模板、混凝土等
15個主要工種目前仍需凍薪，希望有利於平
衡薪酬與人手供求的關係，呼籲各建造業工
人堅守崗位，共度時艱。
工會認為，特區政府必須關注業界人才不

足的問題。建築業總工會理事長黃平表示，
建造業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已存在多年，同
時工友老齡化問題亦日趨嚴重，逾半工人均
年屆60歲或以上，約有20萬人。
他建議，特區政府加強培訓力度並提供相

關支持，吸引年輕人入行，重啟因疫情停辦
的「銀卡」課程（指定行業安全訓練），以
便工人進入指定工地，也令新入行的工人得
到鍛煉機會。
他續說：「工人培訓需要長時期，如果政

府日後在工人嚴重不足的時候，才開展培訓
工作，一定會造成人手嚴重短缺，從而成為
輸入外勞的藉口。」

倡有序安排長期大工程項目
黃平提到，立法會財委會在沒有拉布的問

題下，過去一年共批出81個項目，確實為
建造業恢復提供一劑「強心針」，但不少問
題亦因而顯露，「一時好多工程排晒隊，一
時冇工程做，一時餓死、一時飽死。」他直
言，有關情況對業界打擊非常大，有些工種
如裝修，長期開工三四個月後長時間失業。
他建議特區政府推出短期合約工程，並有序
安排長期大型工程項目，聽取業界訴求，將
困局化作機遇，為經濟復甦和未來發展提前
作好準備。
建造業總工會權益主任吳偉樑指出，現在

有牌的中工（半熟練技工）、大工（熟練技
工）總共不夠4,000人，又因為長期失業、
凍薪，「師傅」級工人流失，技術工藝亦隨
之流失。他強調，特區政府應趁「待業」、
「開工不足」的時候作出長遠投資，提供有
津貼的專業培訓，讓工友能力得以提升，補
充業界新血，當經濟好轉時，就可以為業界
提供足夠人才。

●建造業總工會建議特區政府加大力度培訓，補充新血，並推出短期合約工程及有序安排長期大型
工程項目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首屆世界航商大會在港舉行
李小鵬尹宗華等致辭 促進航運產業鏈轉型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 首屆「世界航

商大會」昨日在港舉行，大會以

「互利共生、連接未來」為主

題，旨在進一步促進行業上下游

密切聯繫，積極推動航運產業鏈

的轉型升級。國家交通運輸部部

長李小鵬、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尹

宗華等致辭。李小鵬表示，交通

運輸部將積極支持香港鞏固提升

國際航運中心地位，更好融入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尹宗華則希望

大家能利用世界航商大會這一平

台，加強交流，分享真知灼見，

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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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疫情
下面授及網上的混合教學已成為教
育新常態，為加強對學生電子學習
的支援，教育局昨日公布推出5億
元的「優質教育基金電子學習配套
計劃」，促進學校、大專院校、教
育及專業團體，及商界間的深入合
作，以發展、增加及提供電子學習
配套，特別是有潛質被廣泛採用的
學習系統、平台或工具，為整個教
育界帶來裨益。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於優質教育基

金預留20億元，以支援所有學生能
有平等機會進行電子學習，基金在
今年5月已率先撥出15億元，支援
學校為有需要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
置及上網服務。教育局發言人昨表

示，基金會另外撥款5億元成立電
子學習配套計劃，以雙軌形式，一
方面邀請現有獲資助的電子學習項
目進一步發展及推廣其成品，另一
方面開放予大專院校及辦學團體發
展新的配套項目。
為吸引具質素的申請，並讓獲資

助的電子學習可持續發展，是次計
劃將放寬限制，容許受款人擁有項
目的知識產權，及在進行期間賺取
收入支付推行費用。
教育局並已發信邀請中小學及幼

稚園加入計劃成為夥伴學校，協助
構思及測試新的電子學習項目。相
關資料及詳情已上載至優質教育基
金網頁（www.qef.org.hk），截止申
請日期為2022年2月底。

教局撥5億元推電子學習配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恩
璣）近年社會各界都在協助
香港青年創業，助他們把握
國家發展機遇。保良局於特
區政府的「粵港澳大灣區青
年創業資助計劃」資助下，
推出「創業經理人」的服
務，從600隊創業隊伍申請
中，初步挑選 12 隊予以資
助。有青年打算透過資助
「開拓版圖」，進駐廣州作
進一步發展，亦有青年想藉
此推廣其硬幣手工藝。保良
局表示，有關服務的第二輪
申請將於本月31日截止，將
再選出10隊予以資助。
獲得60萬元資助的「Wheres」於2018年

開業，主要為手作品牌提供線上線下銷售平
台，從產品推廣、策劃、文案等各項細節上
給予協助。創始人陳迪峯表示，曾與「一個
月都難賣一件」的本地設計背包品牌合作，
通過他們的營銷管理，現在每個月都有數萬
元銷售量，「過程好有滿足感，好似湊大一
個細路。」
合夥人伍婉雯自身已是超過10年的手作
人，3年前她放棄穩定的全職工作毅然投入
創業，「如果家唔做，可能一世都唔會去

做。」

受助者盼進駐廣州發展
「Wheres」現已有兩個舖面，未來計劃與

合作的香港品牌、本地設計師一同進駐廣
州。陳迪峯表示，廣州有大量的廠商，相信
有更多元化的發展空間，「希望運用這些年
累積的經驗，與更多的當地品牌合作，幫助
他們成長。」
另一品牌「幣傢伙」則獲得12.5萬元資

助，創辦人江瑞晶與楊嘉文通過保留硬幣原
有紋理的方式，打造出獨一無二的首飾。江
瑞晶提到，曾有客人希望用一枚5元澳門幣

製作戒指，「個5元硬幣好厚、好難整，但
最後見到個客攞到成品好開心，原來呢個硬
幣係佢同老婆嘅定情信物。」
保良局副主席陳正欣對青年創業十分支

持，認為年輕創業者雖然不一定具備完善的
人脈關係和豐富經驗，不過，他們的熱情和
對特定領域的專注是成功的關鍵。
保良局希望為這些年輕創業者提供進一步

支持，相關服務第二輪申請將於本月31日
截止，將會再選出10隊予以資助。申請隊
伍須具備一年內於香港或大灣區城市開業的
實際創業構思，或是已開業不多於3年的初
創業務。

保良「經理人」助創業 次輪申請月底截止

李小鵬致辭時表示，航運業作為基礎
性、先導性、戰略性和服務型產業，

在國民經濟和對外貿易中具重要地位。改
革開放以來，中國航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
成就，成為服務國民經濟循環、促進經濟
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李小鵬：挺港鞏固航運地位
他指出，香港作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
際航運中心，航運業高度發達，特別是航
運金融、保險、法律等實力雄厚。包括招
商局集團、中遠海運集團等國內外航運企

業，為國際航運中心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李小鵬強調，交通運輸部將積極支持香

港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地位，更好融入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希望香港進一步發揮
航運要素集聚的優勢，在促進全球航商溝
通交流方面，進一步發揮更大作用，增進
全球航運界相關機構、企業廣泛交流及合
作。

尹宗華盼把握時勢抓機遇
尹宗華致辭時指出，中國是世界經濟增

長的重要引擎，也是去年唯一實現正增長
的主要經濟體。今年前三個季度，中國
GDP同比增長 9.8%，貨物進出口增長
22.7%。當前，中國正在積極構建以國內
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
的新發展格局，高水平推進「一帶一路」
建設，將為全球航運業發展帶來無限生機
和廣闊空間。
他續指，貿易和物流是香港四大經濟支

柱之一，香港航運業具有多方面優勢，競
爭力很強。他希望大家把握時和勢，抓住
機遇，在參與中國高質量發展進程中，自

身獲得豐厚的回報。
招商局集團繆建民在大會上發表主旨演

講，他指出，世界正步入大變局中，全球
海運遭遇瓶頸和障礙，包括結構發展不平
衡、應對能力不充足，以及生態環境不和
諧等。
他認為，要在產業發展中佔據主動，航

運業需擁有開放、包容的從業心態。現時

行業內先進、高效的技術手段不斷湧現，
智能經營系統、區塊鏈提單等數字化服務
悄然改變行業生態。他又提到行業「脫
碳」勢在必行，他建議健全監督機制，平
衡各區域之間的脫碳進度，形成公平、合
理的碳交易體系，航運企業亦需與研究機
構密切合作，構建全球航運的新生態。
此次大會圍繞構建新時代全球和諧航運

生態圈、科技創新驅動行業轉型升級、航
運業「減碳」路徑及技術選擇和科技創新
驅動航運產業轉型升級等重點熱點進行深
入探討和交流。
本屆大會由招商局集團聯合波羅的海國

際航運公會、國際航運公會和香港船東會
共同主辦，會議為全球嘉賓提供現場親臨
和線上直播兩種參會方式。

●●李小鵬通過視頻致辭李小鵬通過視頻致辭。。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攝
●尹宗華致辭。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
京）本港新冠疫情近期趨於緩
和，在闊別兩年後，香港中華
廠商聯合會於下周六（30日）
起，一連九天假葵涌運動場復
辦「第八屆香港美食嘉年
華」。今次展會設有超過260
個攤位，多間參展商推出低至
一折「震撼價」的商品，更有
價值過百萬的多重抽獎，展會
亦增加「嘩鬼」巡遊等多種活
動，打造萬聖節節日氣氛。廠
商會預計入場人次會有 15
萬，總生意額達到1億元。
廠商會昨日舉行記者會，宣

布以「有營美食 健康樂活」
為主題，於10月30日至11月
7日舉辦美食嘉年華，分為
「健康養生區」、「休閒食品
區」、「餐飲用具區」及新增
的「香港原味道市集」四個主
題展區。
展會設有超過260個攤位，
包括食品飲料、糧油麵食、參
茸海味、健康食品、本地新鮮

蔬果、魚類及農產品、廚具用
品及家電等。部分食品優惠價
低至一折，包括兩元燒肉汁及
有機特濃豆漿、3元魚蛋醬、5
元陶瓷刨限量出售。市民在場
內購物均可使用電子支付方
式。
新增的「香港原味道市集」
內有20個攤位出售本地種殖
蔬菜、魚類、農產品等。
有份參展的蔬菜與魚類統營

處的代表指，他們與多個本地
農場合作 ，將根據當日供貨
量出售有機菜、水耕菜以及急
凍本地魚等。
除購物優惠外，展會特設

「印游賞」、「每天幸運
賞」、「幸運大賞」三重賞，
將送出健康食品、家居、廚具
等總價值超過百萬港元的獎
品。現場亦有「推廣大使」黃
淑儀的星級廚藝示範、萬聖節
嘩鬼大派對、DIY工作坊、攤
位遊戲等精彩活動，適合市民
一家大小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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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至19.9
元的原隻豬
手，將於展
期每天限量
20隻。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本地
的 新 鮮 蔬
果、魚類及
農產品，將
於美食嘉年
華上推廣。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陳正欣（左）聽取「Wheres」創始人陳迪峯（中）及合夥人伍婉
雯（右）的創業大計。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幣傢伙」創辦人江瑞晶與楊嘉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