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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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報：消防員招聘年增百人與編制仍有差距  

2. 澳門日報：澳委員倡灣區智慧養老人才互通  

3. 現華僑報：街總招聘會吸引三百人參與 

4. 新華澳報：澳大清華聯合培養博士後   

 

 

 

香港新聞總數：4篇 

1. 星島日報：社署擬增撥款助 60歲長者就業 

2. 香港電台：最新失業率維持不變為 2.8%  

3. 星島日報：應對人口老化問題 張建宗：必須建立人才庫維持競爭力 

4. 香港電台：醫管局稱即使超出目標 亦不會暫停招聘工作   

 

 

 

其他新聞：2篇  

1. 香港電台：美國上周首次申領失業金人數出乎預期下跌 

2. 現代電視：“孔雀向南飛”！ “滬廣深”魅力沒法擋 北京人才吸引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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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新聞 4篇 

1. 消防員招聘年增百人與編制仍有差距 

[2019-1-16]  消防局局長梁毓森表示，局方現有人員與消防總人員編制之間有 200多人的

缺口，局方希望每年可增加 100人，但存在一定困難，不過目前有能力應對市面救援工作。 

 

梁毓森於昨日在消防傳媒座談會上表示，消防總人員編制 1,589人，現有人員 1,362人，亦

即還差 227人，不過當局目前有能力應對市面救援工作。以目前招聘速度而言，局方希望

每年可增加 100人，但實際上存在一定困難，因為會有人退休。消防每年都會與招聘部門

充分反映，希望增聘更多人手，但各警務部門都需要招人。 

對於有傳媒關注到本澳不少大廈存在防火通道堆滿雜物而被阻塞的情況，梁毓森表示，消防

在處理防火通道阻塞問題上主要透過主動巡查以及根據市民反映投訴作出跟進，會將現場情

況拍照成報告，並呼籲現場住戶清理，否則將報告交由權限部門。 

 

目前消防局在此方面只是意見部門而非處罰部門，而新修訂的防火安全規章將進入立法程序，

希望可盡快出台，讓局方有執法權和處罰權，更好地跟進處理此類問題。此外局方亦將繼續

做好宣傳工作，讓居民明白保持逃生通道暢通的重要性，否則可被處罰。 

 

此外對於本澳去年發生多宗食肆石油氣爆炸事件，其中發生在北區百利新邨某食肆的氣體爆

炸事件更導致 1人死亡，會上亦有傳媒關注到燃氣儲存安全問題。梁毓森指出，現時燃氣安

全法例規定普通食肆最多可儲存 4罐石油氣，對於發生在百利新邨的氣體爆炸事件，經當局

事後調查，證實事發食肆內儲存的石油氣並未超出此一數量，但就發現有石油氣洩漏的問題，

可能是由維修保養及操作安全等原因引致。當局去年共巡查食肆 1,600多次，而自百利新邨

氣爆事件後，已要求食肆加裝氣體洩漏探測器，以期可及早發現石油氣洩漏，並由專業人員

及時排查維修。未來局方亦希望循修法渠道，將相關建議加入法例當中。 

 

 

2. 澳委員倡灣區智慧養老人才互通 

[2019-1-18]  穗港澳都是粵港澳大灣區內的核心城市，都在為完善創新合作機制，加強內地

與港澳深度合作進行大膽的探索。廣州市政協澳門委員以提案建言，穗港澳可聯手共創大灣

區智慧養老，搭建粵港澳大灣區人才互流互通的“黃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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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共建養老基金 

隨着人口老齡化趨勢日益明顯，穗港澳三地對解決人口老化問題都相當重視，都正在研究和

制訂相關政策。澳門委員沈常華認為，利用高新科技智慧養老大有可為，他以提案建議廣州

可與港澳聯手打造新興的智慧養老產業，共創大灣區的智慧養老。 

一是建立三個以上智慧養老應用示範基地，培育五家以上具有示範引領作用的行業領軍企業。

為此，可三地共同建立智慧養老基金，共同打造智慧養老示範基地和領軍企業。 

 

二是推動智慧養老關鍵技術產品研發，可考慮主要發展可穿戴設備、便攜式健康監測設備、

自助式健康檢查設備、智能養老監護設備，以及家庭服務機器人。 

 

三是加強智慧健康養老服務網絡設備和網絡安全保障以及公共服務平台建設，促進各類醫療

機構、養老機構和養老設備服務商之間的信息共享、深度開發和合理利用，通過健康養老大

數據的深度挖掘與應用推動智慧養老的產業化。 

 

四是有序對接國家健康養老標準體系，從而推動智慧養老系統在大灣區的規範化和標準化，

建立統一的設備接口、數據格式、傳輸協議、檢測計量等標準，使智慧養老產業發展規範有

序。 

 

籲設灣區智庫聯盟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快速發展，金融、法律和醫療等領域的專業人才合作交流成為常態，

也出現了人才供不應求的現象。 

 

澳門委員黎燕貞以提案建言促進粵港澳大灣區人才互流互通。 

她建議，一是通過先行先試“港人港稅，澳人澳稅”，提升港澳人才赴穗工作吸引力；同時

建設更多的國際化學校，尤其是公辦的國際學校，為港澳人才子女提供基礎教育，覆蓋幼兒

院至中學，解決後顧之憂，推動更多港澳人才進入粵港澳大灣區。 

二是穗港澳三地連手，在澳門每年舉辦如“法律，醫療，教育”等合作論壇，通過互動交流，

促進各方人才訊息互通和緊密合作；率先成立大灣區智庫聯盟，幫助創新創業人才更便利地

開展跨區域工商註冊、融資和對接上下游產業鏈。 

三是建立涉外法律中心，加強穗港澳三地的資詢與合作，並培養更多熟知國內和港澳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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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才。 

四是擴大國內高校和國際知名高校的合作，提高供給大灣區的國際化人才。 

 

 

3. 街總招聘會吸引三百人參與 

[2019-1-21]   由澳門街坊總會職業介紹服務部舉辦之「好工介紹」招聘會，於前昨兩日假

街總藝駿中心及街總祐漢社區中心舉行。是次招聘會分別與本澳大型商企永利皇宮、銀河娛

樂集團合作，以現場招聘，即時面試之形式進行，並於周六、日全天分別進行。 

 

「好工介紹」招聘會將持續致力與本澳大小型商企合作，解決其招工困難等問題，同時提供

應徵心儀工作之平台予市民。本次招聘會提供之職位空缺包括莊荷、餐飲部、酒店營運部、

市場推廣部、工程部、財務部，及行政部等多個部門職位，現場更設有即場面試，連日兩場

招聘會一共吸引約三百名本地居民查詢和應聘。 

 

街坊總會祐漢社區中心主任洪偉東表示，本次招聘會之合作目的旨在為廣大居民提供職業配

對服務，為有需要的居民解決失業或轉職等相關問題。如欲知悉更多招聘會相關詳情，可親

往街坊總會祐漢社區中心（黑沙環祐漢新街市綜合體三樓），或致電二八四八三二六二。 

 

 

4. 澳大清華聯合培養博士後   

[2019-1-22]   澳門大學與清華大學簽署兩校聯合培養博士後合作協定，雙方將共同資助聯

合培養博士後項目，依託兩所大學在工程、材料、信息、生命等優勢學科，開展前沿科技研

究與國際一流博士後人才培養，共同為國家的戰略性科研工作開展作出卓越貢獻。 

 

簽約儀式於清華大學舉行，由澳門大學校長宋永華與清華大學副校長鄭力代表兩校簽署。鄭

力表示，清華和澳大有著深厚的合作基礎，師生交流頻繁，希望通過該聯合博士後專案，使

雙方在學科建設以及科學研究方面積極探索更多形式的合作，能夠進一步加強與澳大和澳門

地區的交流與合作，更好地推動兩校的共同發展。 

 

宋永華表示，澳大在中央與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辦學條件、師資隊伍和科研成果上都有

很大發展。通過該博士後合作項目，澳大將融入國家前沿科技專案的進展之中，進一步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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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融入灣區、面向全國、走向世界，希望清華今後能繼續支持澳大的發展。 

 

澳大和清華大學一直加大科技創新和積極參與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業中心建設。澳大近年在科

技創新領域取得了豐碩、具國際影響力的科研成果，也匯聚了各個學科的大師和高水平的研

究團體；此外，成立了三個涵蓋微電子、中醫藥和智慧城市物聯網領域的國家重點實驗室，

同時亦不斷拓展新興研究領域，已經在腫瘤精准醫學、先進材料、認知與腦科學及人工智慧

領域取得了前沿引領性的科研成果。清華大學在重大基礎研究、戰略高技術、服務經濟發展

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開創性科研成果，在許多學科領域處於全國頂尖和國際知名地位，同時

積極開展科技成果轉化工作，把重點科研成果在合作地區及企業落戶。 

 

 

香港新聞 4篇  

1. 社署擬增撥款助 60歲長者就業 

[2019-1-16]  社會福利署昨就「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畫」（IEAPS）與二十六間營運機

構開簡介會，講解現行計畫合約延長半年的做法，以及二月一日起新增六十至六十四歲受助

者的服務內容。據知社署會上強調提高長者綜援年齡政策如期實行，署方不可控制，只能解

釋執行安排，當中確認會縮減工時及見社工次數，亦將按服務人數向機構增加撥款。 

 

沙田婦女會社會工作主任梁錦添指出，社署在會上確認六十至六十四歲受助者將有放寬安排，

包括每月工時最少六十小時及每兩個月見社工一次。至於提高收入豁免金額方面，政府仍需

時間研究。他續指，各營運機構早前已收到政府發出的意向書，機構需於本月二十一日或以

前答覆，是否願意延長服務至九月底，以及提供服務予六十至六十四歲綜援申請者。 

 

政府十月一日起將開展新一輪 IEAPS計畫，屆時會將現行二十六個機構負責的四十一個項

目整合至五區營運，梁錦添說會上未透露詳情，但對措施反感，「新界東百幾萬人點樣由一

個機構做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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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令不少將近六十歲的長者感到失落，捍衛綜援權利大聯盟批評政府一直迴避為綜援作

檢討，其千瘡百孔的制度早令基層叫苦連天。五十九歲的羅女士因腰傷不能工作，她早年得

到私家醫生證明未能工作，冀申領殘疾綜援，社署卻以非公院醫生信件為由拒絕。她要獨力

照顧有輕度智障的兒子，惟有申請健全成人綜援，原本期待七月年滿六十歲轉領金額多一千

元的長者綜援，只能無奈接受現實。 

 

 

2. 最新失業率維持不變為 2.8% 

[2019-1-17]   統計處公布，最新失業率為 2.8%，與 2018年 9月至 11月數字相同。就業

不足率是 1.1%，下跌 0.1個百分點。總就業人數有 386萬 7200人，增加約 5400人，失業

人數有 10萬 5400人，減少約 5400人。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說，勞工市場去年 10月至 12月仍然偏緊。與上一個期間比較，

各行業的失業率變動不一，但幅度大致輕微，同期樓房裝飾、修葺及保養業的就業不足率錄

得明顯跌幅。 

 

與一年前比較，大部分主要服務行業的失業情況均見改善。其中零售業和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的失業率跌幅顯著，部分原因是訪港旅遊業持續擴張。 

 

他說，展望未來，短期內勞工市場料會維持偏緊。鑑於本地經濟正面臨各種挑戰，政府會保

持警覺，密切留意有關發展。 

 

 

3. 應對人口老化問題 張建宗：必須建立人才庫維持競爭力 

[2019-1-18]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一個午餐會演講時表示，本港面對人口老化等問題，必須

建立人才庫，維持本港的競爭力，特別在創科方面，政府去年已引入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由

海外和內地填補相關人才空缺。張建宗又強調，除了吸引更多海外人才到港就業，亦重視提

供本地青年向上流動機會，兩者須雙管齊下，達至優勢互補，本屆政府特別重視青年的聲音

進入政府，已將青年委員自薦計劃常規化，就政府轄下 10個委員會展開第 2期招募，呼籲

年青人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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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醫管局稱即使超出目標 亦不會暫停招聘工作 

[2019-1-20]  醫管局總護理行政經理潘恩榮說，本年度會聘請 2230名全職護士，直到 1月

中已經聘請 1800多名，超過目標八成多。而今年 2月至 3月會有新一批登記護士畢業，相

信人手會再增加。他強調，即使超出招聘目標，亦不會暫停招聘工作。 

 

潘恩榮說，聘請全職護士的速度，未必追上加床的步伐，最快的方法是招聘兼職護士及護士

學生，護士學生可處理基本的護理工作，不會處理艱深的醫療程序。 

 

他又說，特別酬金是對同事辛勞的一種認同，相信同事不是為「求財」才申請，對於有前線

同事反映申請特別酬金的門檻不夠彈性，已經提醒前線管理層要彈性處理，例如是容許資深

護士以同等級的時薪作計算方法。 

 

 

其他新聞 2篇 

1. 美國上周首次申領失業金人數出乎預期下跌 

[2019-1-16]  美國勞工部公布，美國上星期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出乎預期下跌，跌至 21.3

萬人，按星期減少 3000人，市場原先預期升至 22萬人。四星期平均人數近 22.1萬人，減

少 1000人。上星期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173.7萬人，按星期增加 1.8萬人。 

 

 

 2. “孔雀向南飛”！ “滬廣深”魅力沒法擋 北京人才吸引力下降 

[2019-1-17]   俗話說，得人才者得天下。高校畢業生去哪兒了，不只是學校關注的重點，

也反映了城市的吸引力。在過去的 2018年，哪些城市對人才的吸引力更大？報告顯示，京

城的吸引力逐步下降，上海、廣州，甚至新一線城市“魅力指數”正上升。國內各所高校近

日陸續發佈 2018屆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從北京大學的報告來看，三年來的留京畢業生的

比例逐年下降，2016年留在北京的北大畢業生佔比達 46.2%，將近總畢業人數的一半。2017

年比例降至 41.68%，今年比例更下降到四成以下。專家認為，現在的年輕人更加關注生活

質量，但是北京生活成本高，環境、交通擁堵問題嚴重，競爭激烈造成工作壓力大。 

 

另一方面，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 “魅力指數”上升。 先看上海，對於本地大學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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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附力增強，基本超過半數的畢業生都會選擇留在上海工作，其中復旦大學在上海就業人

數佔比更高達 73.86%。而再往南，深圳作為創新高地，坐擁眾多高新技術企業，以華為、

騰訊、大疆等為代表的知名企業，對畢業生吸引力巨大。廣州也毫不示弱，為了吸引人才，

推出新政簡化普通高校應屆畢業生入戶辦理流程。也有資料指出，2018年應屆畢業生期望

就業地比例最高的是以成都、武漢為代表的新一線城市，佔比為 40.18%，同比上升了 2.68%。

隨著新一線城市經濟的發展、就業機會的增加，以及基礎設施的完善，對人才的吸引力也正

與日俱增。隨著越來越多城市崛起，畢業生的未來有了更多選擇，集中一地就業的情況已成

歷史，畢業生流向分散化將成為未來就業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