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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Golden50（香港黃金五十）為

一獨立非牟利非政治研究組織，由九名

香港普通家庭長大的八十後研究員加上

資深分析員林奮強於2011年夏天成立

，旨在以客觀事實和數據喚起各階層關

注香港面對的挑戰和困難，推動公共政

策，使香港更上一層樓。

HKGolden50

專家之言

我們最近詳述重塑東涌為 「飛龍」 新

市鎮及營建 「環球薈 」 （Gateway to

the World, GTTW）與西九地下商場

Sub-Culture，是兩個可以短期內大量增

加商業空間的可行方案；但硬件以外，香

港亦同時需要充沛與優質的勞動力以保持

服務業質素。

可惜，人口老化與出生率長期低企將

令勞動力出現短缺，限制香港未來的亮麗

前景。隨着嬰兒潮在未來一、兩年開始陸

續退休，由明年起勞動人口將每年減少2

萬至4萬人，或按每年0.4%至0.8%的速

度收縮。假如對香港的服務需求每年增長

5%，同時間勞動人口不斷收縮。換句話

說，就是以買少見少的工作人口服務日益

增加的顧客，我們須要每年至少提升近

6%的生產力。但受惠大量科研發展的先

進國家美國，其長期生產力每年也只增長

2%，以香港近十年私人及政府固定投資

佔產值不斷下降的趨勢看，這幾乎是不可

能的事。

擴大學額變教育樞紐

故此，我們建議投資150億元增加1

萬個（或67％）大學學額，並招收更多

非本地學生，以應付勞動力需求，同時亦

可把握內地以至全球對本港大學教育的巨

大需求，確立香港為區內教育樞紐。香港

要成為區內教育樞紐可謂萬事俱備。本港

大學質素之高獲世界認可：本港8所教資

會資助院校中，有4所排名亞洲首20位

；而雖然內地大學的學生人數遠比香港為

多，卻只有3所名列亞洲首20位。

換句話說，內地以至亞洲的學生均會

認為香港是他們接受大學教育的理想地方

；基於地理位置較近，對華南學生而言尤

其明顯。歷來首個相關調查結果印證此點

：88％的內地受訪畢業生認為，香港大

學的教育相比內地教育有明顯優勢。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主任雷鼎鳴教授

曾計算，本港每一年額外的大學教育可以

使收入提升15％至18％。我們推算1萬

名完成一個四年學位課程的學生因大學教

育而享有的額外收入為每年32億元（現

值），以35年的工作時間計算則為1120

億元。這筆對社會帶來的額外收入，遠超

大學所需的每年20億元或四年制課程80

億元的額外營運資助。但香港缺的遠不止

大學畢業生。我們預期，到2014年香港

幾乎所有教育水平的勞工均告短缺，大專

以下教育程度的勞工短缺情況尤其嚴重，

而且只會持續惡化。

如此情況不難理解：現時的十二年免

費強制教育，代表現行教育制度不再供應

中學以下學歷的勞工；同時近二十年來高

等教育擴充，更多人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

後才投身勞動市場，以致中低學歷勞工隨

着退休潮而減少。

相反，隨着服務業受惠於黃金五年，

湧入的機會持續擴張，中低學歷勞工需求

亦將增長，因為除了銀行家、律師以外，

市場同樣殷切地需求店舖助理、侍應、導

遊等不大需要高學歷的服務業職位。事實

上，去年就業人口不斷增加、整體工資增

長9.9%，而低收入人士收入增加更達雙

位數（11.7%）便是明證。為此，我們倡

議將現時的再培訓計劃（主要由職訓局及

再培訓局提供）擴充至少20%。我們預

計需投放30億元提升目前的培訓設施，

可應付每年4萬名額外學員，並需每年提

供12億元的額外營運開支。

若不擴充再培訓編制，導致生產力不

足而無法服務不斷增加的顧客，香港每年

將損失18億元。我們相信，此舉能為結

構性失業及不在勞動人口當中的人，如

54%非經濟活躍的新移民人口，提供切合

我們經濟所需的技能，幫助他們就業。

黃金五年的機遇湧入香港，不但一次

過把香港僅餘的商業空置單位吸納，亦把

勞動力 「儲備」 消弭殆盡。去年勞動力增

加了1.8%，數以萬計的中年人口重投勞

動市場。因此，自行培訓勞動人口固然重

要，然而香港人口政策蹉跎十年後仍然似

有還無、乏善可陳，也是時候一次糾正。

大部分經濟體皆有主動吸納人才及富

裕人士的政策，但香港情況相當特殊。我

們吸納的人才絕大部分為內地非商業人

才。55%經輸入內地人才計劃批出的工作

簽證都屬於學術界與藝術文化界，這些人

才固然對其所屬界別的知識與多元化皆有

所貢獻，然而逾53%來港人才每月收入

少於2萬元，他們看來並非帶動經濟增值

及製造就業的首選。

反之，新加坡的增值移民政策成功吸

納不少營商人才，以加速其經濟增長。新

加坡亦能成功留住這些人才，表現讓香港

汗顏。新加坡每年成功吸納7.5萬外地人

才成為永久居民，甫入境就獲發出即時永

久居民資格。相比之下，我們缺乏具規劃

的人口政策，只能留住數千外地人才。

醫療體系瀕臨崩潰

隨着全球人才競爭愈發激烈，我們建

議：一、採取針對人才及網絡的增值人口

政策以吸引20萬各行各業的人才，為他

們自己亦為未來十至十五年香港的全球服

務平台帶來網絡、職位和商機；二、放寬

成為永久居民的門檻，將合資格申請者的

七年連續居港規限縮短為兩年，與大部分

國家的標準看齊；三、設立一個由各相關

行業的商業代表組成的小組，輔助公務員

行使發出永久居民資格的酌情權，確保因

教育程度低而被忽略的申請人才能為港所

用。這些政策皆能吸引人才，以填補未來

十年嬰兒潮退休、出現30萬名勞動人口

減少的缺口。

人口政策缺乏全面規劃與長遠目光，

如遲遲沒有為人口老化作出應對，以及忽

視內地人對在港產子的需求，間接導致醫

療體系問題叢生。本來，香港的醫療體系

全球數一數二，出生夭折率差不多全球最

低，癌症生存率亦遠高於歐美。不過現時

體系的硬件（醫院及儀器）及軟件（醫生

及護士）同樣緊絀，勢難保持優質的醫療

服務。

我們解釋過香港過去 「迷失十年」
──人口持續增長及老化，但踏入千禧

年代後連一間新醫院都欠奉；相反，

90年代我們共興建了8間醫院。

除了醫院不足，過舊的儀器亦在傳

染病爆發時危害人們健康。據香港大學

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醫生去年

9月指出，中心90%的儀器已使用至少

二十年，他將目前情況形容為 「猶如駕

駛一輛古董車，你永遠不知道何時發生

故障」 ，一旦爆發傳染病，香港市民健

康以至生命將受極大威脅。

軟件方面，每1000名香港人有1.8

名醫生，遠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

家（OECD）的平均3.1名醫生，醫護

人員短缺導致醫療失誤報道數字急升逾

三成。其他醫療系統受壓的新聞如屯門

醫院磁力共振檢驗排期至2019年、醫

護人手流失率急升等時有所聞，在此不

贅。正如香港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

張偉麟醫生所指，公營醫療體系人手嚴

重短缺，輸入海外醫生應可紓緩醫生人

手緊張的問題。

現時的年齡分布反映，今天醫療體

系照顧65至 74歲男性約20萬人（女

性數字相若），但二十年後我們的醫療

體系於同一男性年齡組別便要照顧超過

60萬人！與此同時，隨着未來十年嬰

兒潮一代退休，我們的醫療體系將失去

大批資深醫生和護士。目前的醫療體系

負荷已如此沉重，需求急增但人手供應

急降，我們要立即行動，投資擴充醫療

服務及設施至少三成。

故此我們倡議投資至少400億元擴

充醫療服務及設施，並須增加每年120

億元經常性開支以增聘醫護人員、藥物

及其他手術用醫療物資。投資當中亦必

須為醫院及醫學研究中心（如感染及傳染

病中心）補充和更換設備。長遠而言，我

們相信需擴充醫學院以應付長遠需求，然

而目前擴充醫學院的速度遠低於醫療需求

的上升。故此，輸入外國合資格醫生以應

付當下需求，並紓緩本地醫護人手短缺同

樣重要。若要趕上同儕，香港需更徹底的

改革，我們將於第四份研究報告《如何建

立世界級醫療體系》作更深入探討。

對外資企業與外國人來說，空氣質素

是他們決定分部／總部選址與工作城市的

一大因素，雖然香港於環境問題處理上略

有進步，但仍須加倍努力。

為了保持競爭力及保障市民健康，我

們建議政府撥款60億元鼓勵專利巴士公

司更換過舊巴士，改善空氣質素，政府亦

須提高空氣質素指標至完全符合世界衞生

組織標準【圖】。

淨化空氣保競爭力

根據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編制的修

訂（本年1月）達理指數，過去五年香港

由空氣污染而生的有形經濟損失平均達每

年80億元，並導致逾600宗提早死亡。

政府改善空氣質素的努力明顯不足，儘管

過往數年二氧化氮及可吸入懸浮粒子等污

染物數量呈下降趨勢，兩種污染物的路面

排放量仍超出世衞組織標準195%。

香港空氣質素惡劣亦令外資企業與外

國人紛紛離開。雷格斯近期進行的研究顯

示，75%企業總裁認為空氣質素正妨礙香

港招攬及挽留人才。環保署數據顯示，道

路交通為可吸入懸浮粒子及一氧化碳的最

大元兇，亦為氮氧化物的主要來源之一。

按車輛類別量度，專利巴士佔路面總排放

量40%；因此，降低公共巴士排放量對

有效改善香港空氣質素至關重要。

相比新加坡，香港在專利巴士升級方

面極為遜色。2009年接近80%公共巴士

仍為歐盟II期標準或以下，而新加坡已將

其歐盟I期專利巴士升級至歐盟V期。此

外，只有0.9%專利巴士配備符合歐盟IV

期標準的引擎，相比新加坡已有20%公

共巴士符合歐盟IV期或以上的標準【表1

】。把巴士升級可大大降低污染物排放，

舉例來說，從歐盟II期升級至歐盟IV期，

巴士的氮氧化物及粒狀物質排放量分別可

降低50%及92%。

我們建議政府撥款60億元鼓勵專利

巴士公司，一次過將所有歐盟I期及 II期

巴士（巴士車隊的70%）更換為歐盟 IV

期以上。我們認為實際資助金額及有關機

制詳情可進一步公眾諮詢，但相信撥款足

以為專利巴士公司提供充分誘因，因為目

前的利潤管制計劃中，巴士公司的利潤與

平均固定資產值掛鈎。更重要的是，正如

我們認為環球薈的重點不在酒店到底有6

間還是8間，關鍵是政策能切中香港躍升

國際都會的所需。

況且提供資助以改善空氣質素並非史

無前例。舉例來說，香港政府一直提供資

助以鼓勵更換舊式柴油商業車輛，至今已

批出40億元資助。放眼國際，首爾亦為

巴士營運商提供 10億元資助，佔成本

25%，將柴油巴士更換為壓縮天然氣巴

士。當然，我們不應輕易滿足，仍須在政

策上努力，如全面更新空氣質素指標至完

全符合世衞標準；以更環保的電動巴士為

下一個升級目標作出配套，如加大試驗規

模等。更重要的是，參考香港大學公共衞

生學院研製的模型，更換這些舊巴士減少

路面污染物排放量後，可避免因空氣污染

以致每年200宗提早死亡，以及每年20

億元有形經濟損失，包括生產力損失和醫

療開支增加。

香港需要更主動的政府支持以培養其

藝術及文化界。國際都會不只以硬實力

（如經濟及 「腦力」 ）於國際舞台產生影

響力，軟實力亦同等重要，尤其是對人文

經驗和藝術表達的欣賞──忙碌勤奮的人

口需要藝術文化調劑壓力，使人頭腦清

醒。

增撥40億促西九去馬

我們倡議兩項政策：一、增撥40億

元，讓西九龍文化區（西九）能即時動工

；二、重新制訂文化區的開放流程，由現

時計劃於2015年只開放佔總建築面積9%

、即70萬方呎的第一期部分區域，改為

於2018年開放總建築面積25%。原計劃

並不足以吸引遊人特意到此一遊（不能成

為地標），西九管理局嘗試切合太多不同

的口味和偏好，計劃開放的內容亦因此太

紛繁雜亂。如此最後很可能不合任何人的

口味，公眾對文化區的興趣迅速冷卻，不

再支持管理局興建餘下的91%。此點我

們較早前已詳細討論。

以上所述的軟件投資，連同早前談及

的環球薈與Sub-Culture的硬件投資，便

是 「如何為我們的將來投資一千億」 的藍

圖【表2】。1000億元，說多：足可興建

十多間科技大學，有力改造香港；說少：

它只佔我們預計黃金五年首四年總財政盈

餘3500億元的28%，千億元投資我們遊

刃有餘。連同剛公布的財政預算案，本屆

政府已 「派出」 超過2000億元。借恒生

管理學院院長蘇偉文教授的說法，我們幾

乎忘了香港有一項徵費叫 「差餉」 。

巨額盈餘只會不停出現，我們是想政

府盲目大規模派錢退稅？還是把握黃金五

年的無限機遇，為將來投資？香港一百七

十多年的發展史，經歷了無數高低起跌，

六七暴動、八九六四、沙士危機我們都坦

然走過，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終於機會就在眼前，乘着黃金五年的

大好形勢，必須糾正投資方向，提升服務

業容量與本領；終於我們有機會建設全球

最環保的新市鎮──東涌重塑後的飛龍

（詳見上周五本欄）、受最好教育的八十

後一代有大展拳腳的舞台、退休人士不必

受通脹之苦、老人家得以享用全球最好的

醫療服務頤養天年以及文化藝術當可蓬勃

發展；終於我們有機會發揮香港潛能，躍

升國際都會，追倫趕紐，指日可待。

這是屬於香港的黃金五十年。

專家之言

千億改造香港 「才」「財」滾滾來
早前談過，香港建造硬件過程缺乏全盤考慮，以致政策錯置、 「烏龍球」 百出。可惜的是

不但硬件，軟件同樣缺乏前瞻性政策。但正如糾正硬件問題，我們應忘記以往一切錯誤，趁着

資金充裕，香港三代人又有此需要，應把軟件不足的問題一次過糾正。

服務業佔香港產值93%，而要提供世界級服務，除了需要硬件（酒店、商舖、寫字樓、醫

院、學校等）外，軟件（專業人士、銷售員、教師、醫生等）亦同樣重要。

■香港應趁着資金充裕，把軟件不足的問題一次過糾正，否則服務業將裹足不前。 （法新社圖片）

港星環保巴士數目比較 表1

歐盟前期

歐盟I期

歐盟II期

歐盟III期

歐盟IV期

歐盟V期

總計

資料來源：立法會

香港

巴士數目

456

1338

2688

1233

53

0

5768

預期退役年份

2012年

2015年

2019年

2026年

新加坡

巴士數目

0

2700

586

207

506

357

4356

更換期限

2011年

千億改造香港計劃 表2

金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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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1000（軟件680硬件320）

建議投資項目

‧ 「飛龍計劃」 重塑東涌
‧1100 萬方呎地標服務業中心環球薈（Gateway to the
World）

‧200萬方呎西九文化區地下商場Sub-Culture

‧增加1萬個大學學額，比現時增加67%

‧擴充再培訓學額4萬個

‧重新審視人口政策，吸引20萬海外及內地精英來港

‧興建更多醫院，擴大現有公共醫療系統逾三成

‧提供誘因予巴士公司更換所有舊巴士，佔現時車隊七成

‧追加撥款支持西九文化區在2018年開放至少四分之一區域

香港大氣懸浮粒子濃度

資料來源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

一般監測 路邊監測 港府最新目標 世衞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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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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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立方米微克含量

1000億
1000億足可興建十多間科

技大學，它只佔預計黃金五年

首四年總財政盈餘3500億元

的28%，千億元投資對香港來

說遊刃有餘。

> 香港黃金五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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