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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文章版權屬於相關報社，如須轉發，必須獲該報同意)  

 

澳門新聞總數：4 篇 

1. 濠江日報：逾百離岸公司僱員 求助勞工界議員表訴求   

2. 正報：管專協慶祝 34周年會慶 培養更多優秀管理人才 

3. 力報：培訓本地救生員 不假外求 

4. 澳門會展經濟報：崔世安：從政策資源加大支持澳門青創發展 

 

 

香港新聞總數：4 篇 

1. 香港 01：銀髮產業發展潛力大 林正財：不應設退休年齡上限 

2. 晴報：公司太子女上場 36 年老臣子即被炒 300 億 

3. 星島日報：中大調查 近九成人支持延長至 14 周有薪產假 

4. 香港電台：懷孕員工身體不適缺勤不獲續約 職工盟：法律有漏洞 

 

 

其他新聞：2篇  

1. 華僑報：現代電視：東莞市松山湖管委會率團來澳招商引資冀莞澳加強青年人才

培養  

2. 現代電視：杭州廈門再推落戶新政：技能型人才成“新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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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新聞 4篇 

1. 逾百離岸公司僱員 求助勞工界議員表訴求  

[2018-10-8]  政府早前宣佈將廢止本澳離岸業務法律制度，由於政策信息不清晰，加

之業界不利傳言此伏彼起，引起一眾於離岸公司上班的僱員的強烈不安與焦慮，擔憂

引發失業潮，飯碗不保。日前，近一百二十名離岸公司僱員向勞工界議員尋求幫助，

希望促成政府採取積極措施，保障相關僱員的就業權益。工聯總會副理事長、議員李

振宇、林倫偉及文職人員總會理事長梁普宇接見相關僱員。 

 

突廢業務法僱員感焦慮 

絕大多數離岸公司僱員表示，他們普遍擔心政府廢止離岸業務法律制度後，或將導致

大量離岸公司撤走，直接影響約一千七百名僱員及其家庭的生計，同時可能會對本澳

銀行、地產、會計核數及物流等行業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認為在現時國際經濟形勢

不明朗、政府對未來經濟研判由「穩中向好」調整為「穩中有變」的情況下，法案對

本澳經濟造成的影響將難以估計。 

 

相關離岸公司僱員指出，歐盟去年十二月將本澳列為不合作稅務管轄區時，作為回應，

政府曾表示正在檢討和研究完善離岸業務法律制度。但時隔不足一年，政府卻一刀切，

將相關制度完全廢止，令一眾離岸公司僱員深感失望，認為政府做法雖然回應了經濟

合作與發展組織對本澳離岸業務制度的批評，卻枉顧了僱員的就業權益，質疑政府因

改變政策而導致相關僱員勞動權益受損，難道不應承擔應有的責任？ 

 

他們續表示，離岸業務法律制度自一九九九年實施以來，近二十年來對促進就業和推

動本澳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現在政府廢止相關制度，可能會影

響本澳的投資環境，打擊投資者的信心，降低本澳對外資的投資吸引力。他們指出，

雖然政府表示歡迎離岸公司繼續在澳發展非離岸業務，但並未推出明晰的鼓勵措施，

在缺乏誘因的情況下，離岸公司會否繼續營運存疑。即使有離岸公司願意轉為有限公

司繼續營運，按本澳現行法律，實體有限公司可以不聘用本地人，這令他們更感到彷

徨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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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保障就業權益 

李振宇、林倫偉及梁普宇希望政府能夠傾聽並重視相關離岸公司僱員的意見和焦慮，

認真思考解決方案，不管是考慮離岸公司曾經為本澳經濟發展所做的貢獻，還是保障

居民就業權益，政府都不應置之不理。他們冀望政府未雨綢繆，做好應對法案生效前

後可能出現的一系列問題的準備，尤其要做好政策措施的宣講、確保僱員就業的服務、

公積金和遣散費的妥善處理、轉職培訓，以及勞動權益保障等工作，讓相關僱員對職

業前景感到安心。 

 

據悉，離岸公司僱員將於週一至週三同步進行簽名和網上調查工作，匯總資料後計劃

約見官員，反映期望和訴求，冀事情得到圓滿解決。 

 

 

2. 管專協慶祝 34周年會慶 培養更多優秀管理人才   

[2018-10-9]  澳門管理專業協會昨日舉行三十四週年會慶晚宴，會長崔世昌表示，未

來協會將繼續為澳門引入最先進的管理理論和培訓課程，務求為各階層的管理人員提

供最全面的課程支援，透過分享世界各地最新的管理經驗，讓更多在職人士立足澳門，

放眼世界，並藉終身學習，實現人生目標。 

 

活動昨晚七時半假旅遊塔舉行，社會文化司司長代表、高教辦主任蘇朝暉，中聯辦經

濟部副部長級助理張建華，外交公署參贊張堅，勞工局局長黃志雄，澳門基金會行政

委員會委員黎振強，房屋局局長山禮度，民署管委會主席戴祖義，交通局局長林衍新，

教青局局長老柏生，行政會委員梁慶庭、鄭志強，議員麥瑞權、李靜儀等出席。 

 

崔世昌表示，隨著特區政府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落實逐漸深化，區域整合定將

成為澳門未來發展的主旋律。面對如此難得一遇的發展機遇，應把握良機，在各方政

策的助力下，以更具前瞻性和積極務實的思維，共同為澳門開闢更大的發展空間。協

會一直以來秉持著為澳門培養管理專才，致力為本澳的人才培育及未來發展盡一分綿

力。34 年來，協會與時俱進，為在職人士提供多元化、優質及靈活的學習機會，專注

於培育本地管理人的專業技能、知識和自信，從而成為德才兼備的社會傑出人士，以

提升本澳社會的總體競爭力，達致企業長青。展望未來，協會將銳意創新，繼續為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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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引入最先進的管理理論和培訓課程，務求為各階層的管理人員提供最全面的課程支

援，透過分享世界各地最新的管理經驗，讓更多在職人士立足澳門，放眼世界，並藉

終身學習，實現人生目標。 

 

蘇朝暉表示，34 年來，協會堅持創會宗旨和人才培育的使命，引入現代管理學理論，

開設各種專業培訓課程，為澳門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管理精英，無論政府部門、本地企

業、服務團體機構或是學員本身的專業成長都獲益良多。創意經濟的發展，需要有相

應的管理知識和技巧才能加以推動，需要融合宏觀文化視野、基本藝術感知，以及產

業經營管理行銷知識能力三者於一體，才能為創意城市的建設注入源源不絕的動力。

為此，特區政府亦將繼續加大資源投入，全力支持各個專業團體開展人才培訓服務，

特別是創意、創新產業人才的培養。他希望協會繼續發揮社會精英雲集、實務經驗豐

富的優勢，善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及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契機，緊扣時代需求，為

培養更多具有國際視野、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優秀管理人才作出更大的貢獻。 

 

協會理事長劉永誠致感謝辭稱，過去一年，協會深切體會到企業求才殷切，在職人士

對持續進修的需求大增，這些都表明了學習型社會的構建已成為社會主流，亦激勵協

會優化教學質素，為本澳社會提供一流的教育服務。除了為在職人士提供各類專業證

書課程、學位課程、專題工作坊和講座，協會還將續辦“設施管理師”「一試兩證」課

程，為有需要的專業人士提供系統的設施管理知識。此外，協會亦將進一步加強與鄰

近城市的區域合作，拓展本地的設施管理培訓，致力將專業培訓帶到大灣區城市群。 

 

 

3. 培訓本地救生員 不假外求 

[2018-10-10]  多個公共泳池因承判救生員服務公司救生員罷工而關閉事件，持續已

一個多月，至今仍未解決，受影響公共泳池依然關閉。每年 8 月及 9月都是游泳旺季，

但市民今年游泳旺季到公共泳池游泳權利因承判服務公司救生員罷工而被剝奪，目前

已踏入秋初，夏季即將完結，預料受影響公共泳池，本泳季重開機會不大，亡羊補牢，

當局應檢討判給救生員服務政策，未能依合約提供服務公司，應剔除在候選名單，將

合約判給具質素公司，嚴格監督，以確保合約得到充分履行，不容承包服務公司與員

工間糾紛，影響市民大眾使用公共設施權利。 



澳門管理專業協會  Macau Management Associ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事件中，體育局應嚴厲責成承包救生員服務公司解決其與員工間糾紛，以免影響市民

權益。救生員罷工事件發生在 8 月中，因未能提供足夠救生員當值，導致體育局轄下

部分公眾泳池的正常運作受到影響，要關閉孫中山泳池、竹灣泳池及嘉模泳池露天泳

池，嘉模室內泳池、氹仔中央公園泳池及黑沙公園泳池亦要縮減開放時間。為求能衽

盡快解決事件，體育局從中斡旋，安排與勞工局、泳池救生服務承包公司及救生員代

表舉行四方會談，勞資雙方達成協議，救生員同意 8 月 24 日復工，但承判公司以救

生員編排工作仍有細節需要考慮為由，不僅未即時安排救生員當值，此後亦石沉大海，

沒有向公眾交代未能安排救生員當值原因，有關公共泳池至今仍未能重開，令市民極

表不滿。 

 

今次事件，反映本澳需要培訓更多救生員，應對市場需要，近年不少新落成住宅屋苑

都設有會所，附設游泳池，加上近年亦有不少酒店度假村竣工陸續啟用，泳池亦需救

生員當值，本地救生員供應不足，大部分游泳設施都是向外求，大部分來自內地，罷

工事件涉及的 24 名救生員，當中 23 人來自內地。救生員是季節性工作，薪酬福利待

遇吸引力不足，難吸引本地人入行，況且目前只有少數個別團體舉辦救生員培訓班，

但可預見將來，救生員需求會日益增加，政府應重視培訓工作，投放更多資源，提供

救生員培訓課程，完善救生員薪酬福利待遇，吸引本地人入行，紓緩救生員不足問題

及減少外求。無論是公共泳池、海灘，酒店度假村或屋苑會所泳池，開放期間都應有

救生員當值，確保泳客安全。 

 

 

4. 崔世安：從政策資源加大支持澳門青創發展 

[2018-10-11]  行政長官崔世安 10 月 8 日與創業青年代表交流，他強調，特區政府在

明年度施政方針中將加大力度支持本澳的創新發展，同時，政府會研究在現有良好的

青年創業孵化平台上，從政策資源方面予以支持，讓本地青創發展更進一步。 

 

崔世安在出席當日舉行的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國家級眾創空間揭牌儀式後，與約 20

名創孵中心青年會員和始創企業代表進行交流，他們的創孵項目涉及創新科技、網絡

服務平台、網上教育培訓、科研、時裝設計及精品製作等。出席交流會的還包括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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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梁維特、澳中致遠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董

事長崔世平、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柯嵐及經濟局局長戴建業等。 

 

交流會上，約 10 名中心青年會員和始創企業代表先後發言，主要就企業項目進駐創

孵中心後的營運情況、創孵成果、資金及融資需求、申請資助的審批流程、洽商及辦

公空間、人力資源、政府政策支持、以及轉化科研成果為生產項目等內容表達意見和

建議。 

 

崔世安指出，今次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獲批成為首個於澳門的國家級眾創空間，特

區政府十分重視。創孵中心成立的時間並不長，能取得如此成就，他就此向中心會員

表示祝賀。 

 

他強調，特區政府將繼續支持本澳青創和創新科技的發展，並藉着交流，加深了解現

時本澳青創人士的發展訴求，主要在於三方面，第一是希望政府在財政資源上持續提

供支持；第二是加快財政資源上支持的速度和流程；第三是提供更多的辦公空間，包

括相對獨立的工作空間。崔世安表示，政府會研究從政策資源上加大支持，讓創業人

士的發展可以更進一步。 

 

崔世安又表示，特區政府十分重視本澳在創新及科技方面的發展，定會在明年度施政

方針內加大支持力度。他補充，創新發展是今後澳門整體發展的需要，亦有助本澳更

好地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以至“一帶一路”的國家發展大局；國家提供了很多優惠政策

和支持，讓本澳發展所長，包括青創人士在內的澳門社會各界應把握機會，有效善用

國家在政策和資源上給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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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聞 4篇  

1. 銀髮產業發展潛力大 林正財：不應設退休年齡上限 

[2018-10-7]   隨著本港人口老化，長者安老服務需求增加，為市場帶來無限商機。

行政會議及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今（7 日）指，本港不乏高消費能力的長者群，

惟目前市場卻沒有針對相關群組需要推出產品或銷售方案，認為銀髮產業發展潛力大。

他又指，長者富有工作及社會經驗，市場應聘請更多長者重回職場工作，認為社會不

應就退休年齡設上限：「請人喺睇佢能力，唔係年齡。」 

 

銀髮產業發展潛力大  市場忽略長者消費能力 

行政會議及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今日（7 日）出席活動時表示，本港不乏高消

費能力的長者群，惟目前市場卻沒有針對長者需要制定銷售策略。他舉例說，不少大

型商場及店舖的裝潢都以青年人喜好為主，而商店亦沒配合長者需要作調整，如設有

長者專櫃等，反映市場忽略長者群組的需要。 

 

他續說，本港人口持續老化，目前長者人口有約 120 萬人，形容本港銀髮產業發展潛

力大。此外，隨著大灣區發展，預計當中有逾 1,000 萬人為長者，認為市場應正視長

者群組作出相關銷售配套。 

 

林正財：社會不應設有退休年齡 

有研究指香港人預期平均壽命長達 80 歲或以上。他指，隨著人類壽命增長，市場應

聘請更多長者重回職場工作，保持社會其競爭力及人力資源充足。 

 

他續說，長者富有工作及社會經驗，市場不應以年齡否定長者的工作能力，又舉例指

公司可參加醫管局做法，聘請已退休的醫生來擔任前線工作，減輕同事的工作負擔。

他直言，認為社會不應設有退休年齡：「請人喺睇佢能力，唔係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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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太子女上場 36年老臣子即被炒 

[2018-10-2]  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有網民聲稱為一間公司服務 36 年，已是公司

老臣子，近日太子女趁老闆不在香港，大刀闊斧「鏟走」資深員工，雖然做足賠償，

但被網民批評太無情。有人力顧問指，近年企業多轉型及轉向電子化，第二代管理人

或想換新血而棄用舊臣子。 

 

時代轉變，在職場上可能亦要破舊立新。有網民聲稱在一間公司打工 36 年，做到主

管級，但太子女上場便大搞改革，更向他「開刀」。事主收到解僱信後在帖文指，「不

到 15 分鐘已出電郵通知全公司，完全不給面子，除了一個月代通知金、年終花紅和

長期服務金，其他賠償也沒有。」事主批評太子女做法太薄情。 

 

部分人認為太子女在人情方面有理虧，但公司已支付代通知金及花紅等，已算做得足。

另有網民估計，僱主或想在長期服務金與強積金對沖機制取消前，趕快炒人以節省成

本。 

 

向老臣子開刀 或損員工士氣 

Cornerstone Global Partners 企業及投資銀行部總監郭智峰指，部分僱主為節省員工退

休補償，或向老臣子開刀，但此舉會打擊員工士氣，對公司產生離心力。「有些公司

的第二、第三代上場，有感部分老員工退休時要支付大筆補償金，所以提早動手。」

他認為資深員工有其用處，例如他們熟悉公司運作及策略，可考慮讓他們退往內部溝

通及協調工作，繼續發揮長處。 

 

近年不少企業轉型，且趨向電子化及轉用新科技。郭智峰指，在金融服務業甚少聽聞

有人在同一企業打工 30 多年，而作為舊人也要跟着公司轉型的步伐裝備自己，如學

習使用電子科技系統，與時並進才可保持競爭力。 

 

宜與時並進 保持競爭力 

嶺南大學人力資源管理和企業行為碩士課程主任林敬新博士說：「個案中的太子女可

能有感老臣子不合時宜，公司雖提供足夠賠償，但在情在理仍有虧欠。」林敬新認為

現時強積金對沖機制下，導致僱主有誘因解僱資深員工，政府應盡早取消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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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敬新續說，昔日舊人帶新人的師徒制已不太流行，一來技術轉移太快，資歷高並不

等於表現一定較新人優勝。而工作工序亦開始電子化，如飲食業及銷售業也走向電子

化，並非主要靠人手及經驗支援。即使僱主想培訓新人，也可請外判的培訓主任及提

供培訓課程，節省持續聘用舊人的成本，管理起來的彈性會較高。 

 

 

3. 中大調查 近九成人支持延長至 14周有薪產假 

[2018-10-9]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調查顯示，近九成受訪市民支持政府將法定產假增

加到 14 周的建議。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於上月19日至26日晚上，就市民對政府延長法定有薪產假看法，

用電話共訪問了 719 位 18 歲或以上的市民。結果顯示， 近九成受訪市民，支持政府

將法定產假增加到 14周的建議，同時近六成市民認為政府應當為僱主，增加的薪酬

開支作部分補貼。 

 

對於有薪產假建議增加的長度，超過半數 54.4%受訪市民認為長度適中，認為過短的

有 28.5%，認為過長者僅有 7.0%。 

 

關於延長有薪產假對企業帶來的影響，63.6%受訪市民不同意增加產假會增加經營成

本，不利營商，同意者有 28.3%。此外，76.8%受訪市民同意增加有薪產假可以令員工

更加投入工作，增加對公司或機構的歸屬感，14.6%不同意此觀點。過半數市民不同

意，增加有薪產假可能會令一些企業在招聘時歧視，尚未生育的已婚女性。 

 

 

4. 懷孕員工身體不適缺勤不獲續約 職工盟：法律有漏洞 

[2018-10-9]  職工盟較早前接獲求助，一名於物流公司任職逾 10年的員工懷孕後不

獲續約，才得悉不視為解僱，無法向僱主追討賠償。 

 

事主周女士說，懷孕時任物流業務總負責人，仍有上班，至去年 11 月身體不適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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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即以「業務縮減」為由不續約，但公司有招聘同一職位。 

 

消息指，施政報告將公布將產假增加至 14 周。職工盟表示歡迎，但指出合約僱員懷

孕不受僱傭條例保障，要求政府修例堵塞漏洞。 

 

 

其他新聞 2篇 

1. 東莞市松山湖管委會率團來澳招商引資冀莞澳加強青年人才培養 

[2018-10-8]  受澳門青年領袖議會邀請，由東莞市松山湖管委會委員黃樂瑜日前率領

的訪澳代表團，主要拜訪了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經濟局等，參觀了多家青年企業，

並舉行交流晚宴，向參加人士推介松山湖產業環境及創新創業優惠政策。此行亦增進

對澳門人才培養、專案培育、環境打造等相關政策的了解。結束來澳招商引資、招才

引智活動。黃樂瑜總結稱，未來將與澳門有更多對接機會，邀本地創業者組團赴當地

考察，冀能在人才、項目、科技等方面與澳門有更多合作。 

 

澳門青年領袖議會會長蔡強表示，計劃今年底率團赴東莞參加大灣區人才交流會，希

望帶領更多青年進駐松山湖，開闊眼界，繼而於大灣區有所作為。早前赴松山湖考察

時啟益良多。 

 

松山湖管委會委員黃樂瑜表示，通過莞澳合作，有望加強莞澳在青年人才交流、人才

培養等多方面合作，促進共贏。東莞市松山湖屬國家高新區，匯集很多知名科創企業，

經驗成熟。未來有望加強交流，整合雙方優勢，達至強強聯手。希望此行可實現具體

合作項目，為兩地長遠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經濟局長戴建業與代表團交流時稱，透過澳門的青年創孵中心，可把雙方年輕人聯接

起來。長遠希望澳門和松山湖可加強交流和溝通，局方或將組織澳門創業青年赴當地

考察交流。 

 

 

最後，青年領袖議會與東莞蟻巢創新創業中心、正家商業顧問簽署合作框架協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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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促進大灣區雙創、推動莞澳企業、項目落地合作等商討長遠合作事宜。 

 

 

2. 杭州廈門再推落戶新政：技能型人才成“新寵” 

[2018-10-10]  早在 2017 年初，全國各大城市就已展開人才“爭奪戰”。而在國慶假期

前後，廈門和杭州兩城相繼發佈有關人才落戶的新政，讓蔓延超過一年之久的“人才

爭奪”似乎又再次迎來一波新的週期。 

 

2018 年 10 月 8 日，杭州市政府發佈《杭州市人民政府關於調整完善失去戶口遷移政

策的通知》，分別適度放寬了投靠遷移和人才落戶的政策規定，將重點對技能型人才

放寬落戶杭城的限制。在此之前，早在 9 月 29 日，廈門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聯

合廈門市公安局印發《重點群體來夏落戶實施細則》通知，對五類“重點群體”納入廈

門入戶實施新政。 

 

在新增內容方面，廈門的落戶新政對符合要求的六大類人才群體皆敞開了戶籍大門，

分別設計應屆高校畢業生、往屆高校畢業生，及符合條件的中等職業院校的畢業生。

相較杭州發佈的落戶新政，杭州除了降進一步放寬人才落戶的門欖外，還支持夫妻間

相互投靠、高齡老人投靠子女的內容，讓該城的戶籍新政有新的變化特征，開始凸顯

人性化的特點。 

 

近年來，杭州、南京、合肥、武漢等二線城市發佈的人才落戶政策中都將技能型人才

納入其中，尤其是南京和杭州這兩座城市。南京市曾在 2017 年發佈《南京市戶籍准

入管理辦法》，規定 11類人才可直接申請落戶，其中就涉及了兩類技能人才的火狐標

準；在 2018 年南京試飛發佈的“1號文件”中逐漸放寬對技能人才的要求。 

 

據上海師範大學商學院副院長趙紅軍表示，當前二線城市對技能人才的渴望其背後的

主要原因，一是當前城市健康發展需要構建多層次的人才體系，因此技能人才與尖端

人才同樣重要；同時，我國中東部地區不少二三線城市的製造業轉型仍需過程，很多

產業對熟練的技術工人的需求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