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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促設「人才基金」助吸建築專才

從事「建築、土木工程及建設環境業」的專業人士/技師
總體實際人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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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業專才人力情況

各職級

工料測量師

土力工程師

結構工程師

私人市場
每月平均薪酬（元）

初級 22,395

中級 31,975

高級 55,209

初級 21,500

中級 42,501

高級 80,001

初級 22,329

中級 42,501

高級 76,154

公務員薪金
（不包括首長級公務員）（元）

助理工料測量師 39,560至57,395

工料測量師 68,975至112,925

高級工料測量師 120,520至138,855

助理土力工程師 39,560至57,395

土力工程師 72,225至112,925

高級土力工程師 120,520至138,855

助理結構工程師 39,560至57,395

結構工程師 72,225至112,925

高級結構工程師 120,520至138,855

建造業界私人市場和政府薪酬對比

資料來源：滬港經濟發展協會等聯合研究報告。 製圖：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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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提前交土地提前交 建成即入伙建成即入伙
香港特區政府以「提速、提效、提

量」工作目標解決房屋問題，上周出

爐的施政報告提出落實「公屋提前上樓計

劃」，房委會將透過規劃、設計及施工措施，

讓公屋項目能盡早分階段落成，從而加快公屋

申請者上樓。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昨日透露，已

確定1.2萬個公屋單位將於未來5年提早落

成。有建築業人士指出，該計劃下公屋工地會

及早交付進行工程，施工起步快的同時，也會

在配套設施（如商場等）未落成前提早安排公

屋戶入伙，使居民可提前3至18個月「上

樓」，大大縮短公屋輪候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晉）
香港文匯報昨日出版專題報道，
揭示本港屯門西有鋼鐵廠長遠投
資發展，因土地規劃方案遲遲未
有定案而發展受限的問題。立法
會議員洪雯昨日在立法會提出書
面質詢，要求特區政府交代該區
填海和規劃的最新進度，以及會
否訂立清晰的土地使用規劃，以
便企業作出相應投資決定。發展
局局長甯漢豪回覆表示，會以
「交椅洲人工島」和「北部都會
區」為背景，為龍鼓灘地區及屯
門西研究不同的土地用途組合和
布局，政府會盡快向立法會申請
撥款啟動相關規劃及工程研究，
目標是在30個月內完成，最早有
望在2027年開展填海工程。
香港文匯報昨日報道，有本港鋼

鐵企業近年一直部署投資在屯門踏
石角發展綠色煉鋼，但因特區政府
一直未就該區土地規劃提出定案，
令他們對大額投資有所猶豫，揭示
本港土地規劃與工業發展之間的矛
盾問題。
洪雯在書面質詢中要求特區政府

交代屯門龍鼓灘填海和重新規劃屯
門西地區的最新進度及何時有定
案；會否考慮該處現有企業的發展
需求，從供應鏈上下游關係的角度
出發，理順及整合散落於新界各處
棕地的上下游企業，並將它們集中
於屯門西，以減省企業物流及運輸
成本和提升其營運效率；以及政府
會否從香港不同階段發展需求的角
度出發，訂立清晰長、中、短期土
地使用規劃，令企業能夠在有清晰
的時間表和明確的預期下，作出相
應投資決定。

局方盡快向立會申撥款
甯漢豪在書面回覆中表示，「北

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會為龍鼓灘地
區和屯門西的未來發展帶來新機
遇，包括高增值的經濟活動。因
此，局方認為應該以「交椅洲人工
島」和「北部都會區」兩個發展引
擎為背景，為龍鼓灘地區及屯門西
研究不同的土地用途組合和布局。
局方會盡快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以
啟動相關的規劃及工程研究，包括
檢視不同的發展選項。目標是在30
個月內完成相關研究，最早有望在
2027年開展填海工程。

她表示，政府會在規劃及工程研
究階段，了解相關持份者的營運情
況及意願，研究會探討保留或搬遷
重置現有設施的需要和可行性，同
時會研究可否在新的規劃布局下於
區內提供土地，為部分受政府項目
影響的現有工業設施或棕地作業提
供遷置空間，制訂及評估不同的土
地用途組合和布局選項，以增加將
來發展的彈性及靈活性。
洪雯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過去數屆政府已多番就屯門
西的土地規劃進行研究，但始終沒
有定論。今次發展局因應「北部都
會區」新機遇再推規劃研究，令銳
意發展綠色煉鋼的企業，時刻承受
着要搬廠的不確定性。倘若該企業
決定冒險投資巨額設新廠，但最終
的土地規劃又要其搬廠，「有關賠
償或許需由納稅人埋單。」

洪雯倡明確發展大方向
她強調，特區政府必須訂立清晰

的土地使用規劃，不能只是概念性
方向，並要訂立詳細的產業發展藍
圖，讓產業了解自己的發展前景，
建議政府的有關規劃研究分階段進
行，確保先明確好該區發展的大方
向，盡力取得各持份者的共識，讓
區內產業早日知道自己是否要搬
遷，可以在有明確預期下作出投資
決定，然後再盡快仔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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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昨日出版專題報
道，揭示屯門西有鋼鐵廠因土地規
劃而發展受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施政報告出
提出多項建設工程，包括土地、住屋、交
通基建等，但本港面對建築業專才短缺問
題。有團體聯同政策研究所進行研究，發
現建築業專業人員的空缺量未來十年將快
速增加，促請特區政府跨部門規劃人力資
源政策、成立「建築業人才基金」計劃，
並為人才提供住屋或子女教育及醫療津貼
等，以吸納更多建築業人才來港服務。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嶺南大學潘蘇通滬
港經濟政策研究所及周文港立法會議員辦
事處，昨日共同發布《人才政策研究：香
港建築業專才人力情況》。周文港引述報
告指出，本港人口老化，資深專才進入退
休潮，且生育率持續偏低，加上吸納人才
速度下降，令不同行業也面對人才青黃不
接問題，出現「斷層」危機。
其中建築業專業人員人力資源不足情況
已持續多年，不少政府部門反映，建築業
專才今年的流失率達10%至15%，目前建
造業僱員人數在2.7萬人左右，職訓局預
計2025年的需求約為30,474人，而隨着多
個大型建造工程即將展開，建築業整體承
載力備受社會關注，吸納專才刻不容緩。
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所
長何濼生表示，過去三年，建築業專才平
均薪酬增加3.7%至8.3%，升幅遠高於一
般行業，反映對外來人才需求強勁，是次
研究亦發現建築業專業人員空缺量未來十
年將快速增加，而在政府價低者得的投標
制度下，加上政府部門工作穩定和遠超市
場水平的薪酬，成為吸走專才的最大助
力，令業界愈來愈難招聘及留住有經驗的
人才，市場「粥多僧少」下互相高薪挖
角，令行業不穩定。

若專才缺失 多項目難推行
周文港表示，若建築業界專業人才缺

失，無法滿足市場需要，建築業不少工程
包括政府多個項目將無法進行，基層工人
亦「無工開」，不利本港發展。現時全球
在打人才戰，他建議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牽頭負責跨部門人力資源政策規劃工作，
並借鑑新加坡、深圳以至其他城市的吸納
海外人才計劃，制訂更進取及全面兼顧的
人才措施。
他還建議成立建築業界「官商協調」聯
席會議，與業界保持緊密溝通，此外加入
建築專業領域相關工作到「人才清單」，
以及成立「建築業人才基金」計劃，為人
才提供住屋或子女教育及醫療津貼。

何永賢昨日在立法會書面回覆黃元山議員的提問時
表示，施政報告提出，政府會與房委會和房協緊

密合作，全力提量、提速、提效、提質，推高首5年公
營房屋供應量，縮短公屋輪候時間。根據今年9月的預
測，第一個五年期（即2023/24至2027/28年度）的傳
統公營房屋建屋量會增至約12.8萬個單位，同時額外
興建約3萬個「簡約公屋」單位。
對於施政報告提出落實「公屋提前上樓計劃」，她
指，現階段已確定1.2萬個單位可於下年度至2027/28
年度提早落成，申請者可提早3至18個月上樓。

個別公營項目工程進度落後
她表示，個別公營發展項目的工程進度受疫情影

響，導致勞工短缺及建築材料從內地運送到港等問題
阻延了項目進度。她透露，原定在2022/23年度落成
的大埔第九區富蝶邨的6,800個公屋單位，和葵涌麗祖
路項目的800個「綠置居」單位，將會延後一年至
2023/24年度落成。
她指，現時勞工供應及來港運輸安排已大致上恢復

正常，房委會會持續監察各項目進度並作出相應的緩
解措施，包括督促承建商增加人手、加快進度、加強
巡視地盤、舉行地盤會議、進行地盤監督和實地檢查
等，以期有效及迅速地幫助解決地盤施工上遭遇的困
難，務求追回落後，使相關項目盡快如期竣工。

「公屋提前上樓計劃」是行政長官李家超競選政綱
之一，目標是在一些公屋項目的配套尚未落成前，提
早安排住戶入住。消息人士透露，計劃首階段的1.2萬
個提前上樓公屋，主要分布於屯門、元朗、粉嶺、上
水、青衣及葵涌等。政府會採取先建住宅、後建社區

設施，安排申請者先入住。
有建築業人士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在該計劃

下，本身施工工程已「贏在起跑線」，因為房委會會
透過規劃、設計及施工措施，例如盡量安排部分土地
提前交付作建築工程。
此外，入伙時間也快人一步，業界人士解釋，興建

公共屋邨一般分為三個部分：住宅、商業（例如商
場、街市）和社區（例如社區會堂等），傳統做法是
所有商業、社區及住宅項目悉數完成才入伙，但在該
計劃下，當住宅部分完工便能安排住戶入伙。
業界人士又指，提前入伙會在交通配套、社區支援

符合基本要求下才安排住戶入伙，私樓也經常採用這
方式，「其實私樓都經常咁做，商場仍未竣工，住宅
項目就入伙，一直無出現太大問題，現在只是套用在
公屋項目上。」該計劃的精髓是給住戶選擇權，「住
戶可以等到配套齊全才入伙，也可以先入伙，及早搬
離劏房、及早享受，所以對縮短公屋輪候冊的效果，
好視乎住戶的接受程度，如果反應踴躍，好多人唔介
意配套未齊，縮短輪候冊的效果是最好。」

◀▲ 何永賢指，已
確定1.2萬個單位可
於未來 5年提早落
成，申請者可提早3
至18個月上樓。圖
為公屋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興偉 攝

1.2萬公屋5年內增速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