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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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日報：理工擬與灣區高校共育人  

2. 澳門日報：青創培育四百五十人 啟動十五項目   

3. 澳門日報：失業率 1.7%續橫行    

4. 正報：社服機構參與避險工作增加人力資源    

 

 

香港新聞總數：4篇 

1. 信報財經新聞：【StartupBeat 創科鬥室】創科研究員津貼加碼 專才庫資助期延長至 3

年 

2. 扮工男女：【勤工的決擇】打工仔救跌倒阿伯 返工仍當遲到 

3. 大公報：港澳青年創業獲支援融資超 15億    

4. 星島日報：數碼港招聘博覽 吸引 2600名求職者參與     

 

 

其他新聞：2篇  

1. 香港電台：美國上周初領失業金人數較預期多 

2. 澳門日報：廣東助港澳人士就業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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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新聞 4篇 

1. 理工擬與灣區高校共育人   

[2019-2-27]   澳門理工學院副院長李雁蓮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核心是推

動科技創新、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及建設生態人文灣區，為澳門高校帶來歷史性的發展機遇。

理工學院將積極投入大灣區建設，並推出一系列相關措施策略，如加強與灣區高校簽署合作

協議及交流，培養人才。 

 

李雁蓮表示，《規劃綱要》為本澳高校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澳門高校應肩負起應有的責任。

尤其是人才培養、科研創新及打造多元文化的人文社區等方面，發揮高校在大灣區建設的重

要作用，聯動大灣區的人才、科研和產業鏈，讓大灣區成為世界著名的第四大灣區。 

 

她指出，規劃中提及本澳建設“ 

中葡雙語人才培訓基地”、“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都與該院中葡雙語、中葡國家

經濟貿易、國際漢語教育、文創、電腦等學位課程，及中葡英機器翻譯聯合實驗室、中西文

化研究所等科研中心密切相關。 

 

李雁蓮表示，理工學院正與內地不少高校有緊密聯繫，未來將續加強與其他灣區學校簽署合

作協議及交換生計劃等。又透露日前在深圳舉行灣區會議上，理工與灣區的大學及醫院簽署

一份“護理研究知識轉移聯盟”合作協議，加強人才培養、學術交流及科研合作等方面。 

 

發佈中葡翻譯產品 

她表示，在科創方面，除了早前推出的中葡公文翻譯系統，深受政府部門及機構歡迎，計劃

下月初藉國際研討會平台，再發佈一套與中葡翻譯相關的重量級科研產品，希望把該款科技

產品打進內地市場。 

 

理工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校長韓麗麗表示，中葡雙語人才是澳門建設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

的關鍵，理工學院除了中葡雙語課程，亦在數年前開展中葡國家經濟貿易的學位課程，深受

學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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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葡翻譯約有一百五十名畢業生，約九成能找到對口工作。本地生佔全部畢業生比例

為七成，大多數畢業生擔任公職，亦有小部分到葡國的中資企業擔任協調員。 

 

 

2. 青創培育四百五十人 啟動十五項目    

[2019-2-27]   “青年創業創新培育計劃”涵蓋宣講、培訓、考察、交流、競賽、展覽、孵

化等環節，全方位助推青創。籌委會介紹，計劃開展三年實際培訓四百五十一人，學員實際

啟動創業項目十五個。今屆“全澳青年創業創新大賽”將銜接灣區賽事，參賽者可獲推送參

加《中葡青年創新創業交流計劃》赴葡交流。 

 

籌委會副主任楊文遠表示，計劃開展以來，培訓報名總計七百一十四人，僅上一年，入校宣

傳觸及人次逾五萬、培訓報名二百四十七人、一百五十六位學員獲培訓修業證書，卅七人參

加考察交流，四十二隊九十八人參加青創大賽，廿六隊參加粵港澳大賽，六隊晉級、一隊獲

銅獎、七隊廿三人參展 MIF。 

 

灣區共融合作重點 

未來一年，除新六位一體形式，大灣區內的共融合作成為重點。籌委會希望可繼續舉辦更多

青創相關活動，進一步結合各政府相關部門、社團、機構等的創業創新資源，為本澳有志創

業人士提供更多實戰經驗。 

 

籌委會副主任林家偉介紹“全澳青年創業創新大賽”及後續計劃時指出，“全澳青年創業創

新大賽”分為企業成長組、初創團隊組，優勝隊獲推參加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大

賽加強與大灣區創業比賽的銜接，今年比賽還以大灣區、葡語系國家、科技創新等元素為主，

鼓勵參賽者善用特區政府提供的資源及支持，獲得政策上的優惠。表現出色的，將獲推送參

加《中葡青年創新創業交流計劃》赴葡交流。賽事得獎者將獲啟動資金，用於各類展覽中參

展和參加赴葡交流的經費，並進駐本澳創業孵化中心。 

 

委員吳以航介紹學員參與培訓和比賽的體驗及其後續發展。過去一年多，“青年創業創新培

育計劃”學員組成“初鳥創業會”，推動創業青年交流、組織多項活動，包括初鳥飯局和初

鳥精益創業課等，更組織本澳青年參加國外的創業交流活動。參與活動的累計人數超過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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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3. 失業率 1.7%續橫行      

[2019-2-28]   統計局最新就業調查結果顯示，一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年一月總體失業率為

1.7%，本地居民失業率為 2.4%，就業不足率為 0.4%，三項指標均與上一期（一八年十月

至十二月）持平。 

 

今期勞動人口 39.84 萬人，勞動力參與率 71.5%。其中總就業人數為 39.15萬人，就業居民

共 28.71萬人，較上一期分別增加 3,500人及 3,300人；按行業統計，博彩及博彩中介業的

人數增加，運輸、倉儲及通訊業則減少。 

 

失業人數為 6,900人，與上一期相若；尋找第一份工的新增勞動力佔總失業人口 13.7%，升

1.9個百分點。與一七年十一月至一八年一月比較，勞動力參與率升 1.7個百分點，失業率

降 0.1個百分點，就業不足率則持平。 

 

據去年第四季就業數據，就業居民有 28.38萬人，相比一七年同期的 27.64萬人，升 2.6%。

當中現職年資不足一年有 2.86萬人（佔就業居民約 10%），相比一七年同期約佔 9.8%相若；

但現職年資在一至三年內的比例，由一七年第四季的 25.6%（7.08萬人），降至去年第四季

的 21.7%（6.16萬人）。緊接的現職年資四至五年、六至十年的佔比，一七與一八年相若，

反而超過十年的比例，則由一七年的 34.2%（9.48萬人）升至一八年同期的 38%（10.81

萬人）。 

 

 

4. 社服機構參與避險工作增加人力資源   

[2019-3-4]  為了提升澳門特區在防災救災方面的應對能力，社會工作局聯同教育暨青年局、

體育局和巿政署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在 2018 年設立了 16個避險中心，2019年 1月新增

2個服務地點，現在全澳共有 18個避險中心。當特區頒佈啟動疏散撤離令時，社會工作局

負責領導及協調各個避險中心的開放安排。 

 

為完善各區避險中心的人力資源分配，社會工作局自 2018年邀請了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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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及澳門基督教青年會三間社會服務機構參與協作，並於去年 9月超強

颱風「山竹」襲澳時間，各社服機構的人員發揮了重要的支援作用。2019年，社會工作局

再獲多間社服機構加入協作行列，包括有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澳門明愛

和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處。 

 

社會工作局於2月28日向上述七間社服機構的代表引介避險中心運作的安排和細節。會上，

介紹民間社服機構支援避險中心人力規章(試行版)，以及即將開展的培訓工作。社會工作局

韓衛副局長讚揚及肯定社服人員參與避險工作的貢獻精神，期望各社服機構以不同的形式合

作，提升政府與民間社服同工的緊密協作關係，與會人士並就引介的內容彼此交流意見和建

議。 

 

 

香港新聞 4篇  

1. 【StartupBeat 創科鬥室】創科研究員津貼加碼 專才庫資助期延長至 3年 

[2019-2-27]  全球千方百計爭奪科技人才，港府亦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出招。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在預算案中提出，把「研究員計劃」及「博士專才庫」的資助期上限由 2年延長

至3年，提高研究員的每月津貼額以吸引更多本地畢業生投身行業，同時將興建「創新斗室」，

解決人才的住宿問題，藉以提升香港對相關人才的吸引力。 

 

持碩士學位每月獲 2.1萬 

陳茂波宣布，將由即日起把「研究員計劃」及「博士專才庫」的資助期上限由 2年延長至 3

年，即科研機構或企業可聘用有關科研人才 3年，讓他們有更充裕的時間，在專屬的項目上

發揮所長。「研究員計劃」推行至今，資助了逾 3700名本地畢業生加入創科行列。去年推

出的「博士專才庫」已資助超過 350名博士後專才，從事研發工作。 

 

為吸引更多本地畢業生投身創科，政府由即日起，提高研究員的每月津貼額。持有學士學位

的每月津貼由 1.6 萬元提高至 1.8萬元；持有碩士學位的每月津貼則由 1.9萬元增至 2.1萬

元。另外，科技園公司正在興建「創新斗室」，為科學園的租戶、培育公司或訪問科研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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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約 500個靈活設計的住宿單位，解決科技人才的住宿需要，項目預計在 2021年或之前

落成。 

 

港大稱好 業界冀加快審批 

香港大學發言人回應說，政府計劃提高學位研究人員的每月津貼，並延長「研究員計劃」及

「博士專才庫」的資助期上限，可助大學吸引和挽留人才，有利於科研發展，對此感到非常

鼓舞。此外，政府推動「空間數據共享平台」、計劃成立智慧政府創新實驗室，以及成立香

港基因組中心及推展計劃，這都與香港大學的研究發展方向一致，有信心在有關領域上取得

更豐碩的成果。 

 

政府去年 6月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參加計劃的企業須同時聘請本港員工及實習生。陳茂

波在預算案中指出，計劃至今已批出逾 200個配額，當局會在今年上半年檢討推行細節。

據資料顯示，申請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的公司或機構在提交配額申請時，每聘用 3名經計劃獲

批准來港工作的非本地科技人才，必須增聘一名本地全職僱員（僱傭合約為期最少一年）及

兩名本地實習生（為期最少 3個月）；每名博士後專才每月津貼上限為 3.2萬元，另加強制

性公積金僱主供款（即最多 1500元）。 

 

隨着去年政府推出「博士專才庫」計劃， Labway搶先成為全港首間成功申請的本地生物

科技初創。對於預算案在人才培訓支援的政策，Labway創辦人薛志威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

生科項目研發年期較長、人才成本較高，政府延長有關計劃資助期，並提升研究員每月薪金

資助額，有助紓緩生科企業的成本壓力。不過，根據以往經驗，該計劃從申請至取得資助過

程需時，例如申請輪候時間約 3個月，整個過程大概 9 至 10 個月。他建議當局加快審批，

並作出承諾，以協助減輕業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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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勤工的決擇】打工仔救跌倒阿伯 返工仍當遲到 

[2019-2-28]  有打工仔尋日喺社交媒體分享佢朝早返工前遇到嘅事，引起唔少網民對於「返

工第一、見死不救」嘅討論。 話說呢位打工仔尋日返工前於某連鎖食肆食早餐，突然見到

有位阿伯失平衡跌倒，頭部出血，於是報警。  

 

由於差不多遲到，所以呢位打工仔就 whatsapp 咗一張相片返公司： 之後再補個電話返公

司交代情況，問公司呢種情況下遲到點處理。點知 HR同事竟然反問佢：「 點解係你報警唔

係職員報呢? 都係當你遲到囉，公司冇呢類情況指引。」  

 

呢位打工仔聽到後簡直反晒白眼，心諗：只係盡公民責任，普通市民都報得警掛? 

而呢位打工仔仲發現到另外一個現象，就係不斷叫其他幫手報警都冇人願郁，現場得三個人

及遲來嘅保安幫呢位伯伯，其他人包括現場食肆職員都冇一個肯幫手。令人感歎香港人「返

工第一」嘅冷漠特質。  

事件引來網民激烈討論，有人覺得 HR同事嘅答法好正路，佢只係表達自己意見，唔通代老

闆答無問題、唔當遲到? 之後再補個電話返公司交代情況，問公司呢種情況下遲到點處理。

點知 HR同事竟然反問佢：「 點解係你報警唔係職員報呢？都係當你遲到囉，公司冇呢類情

況指引。」 呢位打工仔聽到後簡直反晒白眼，心諗：只係盡公民責任，普通市民都報得警

掛? 

 

而呢位打工仔仲發現到另外一個現象，就係不斷叫其他幫手報警都冇人願郁，現場得三個人

及遲來嘅保安幫呢位伯伯，其他人包括現場食肆職員都冇一個肯幫手。令人感歎香港人「返

工第一」嘅冷漠特質。 事件引來網民激烈討論，有人覺得 HR同事嘅答法好正路，佢只係

表達自己意見，唔通代老闆答無問題、唔當遲到? 

 

 

3. 港澳青年創業獲支援融資超 15億    

[2019-2-28]   前海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政策推介會」昨日在港舉行，深圳市委

常委、廣東省自貿區前海蛇口片區管委會主任田夫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前海深化與大

灣區各城市合作，尤其是與港澳地區的合作，提供了新的重大機遇，特別是給予青年創業團

隊大量發展支援，現時前海青年夢工場孵化創業團隊 356家，當中 176 家為港澳團隊，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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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總額超過 15億元人民幣。 

 

目前，在前海匯聚了東亞（00023）、港交所（00388）、周大福（01929）等一大批香港企

業。截至去年底止，前海累計註冊港資企業 10800 家，合同利用港資 1021.5 億美元，較 2012

年前海管理局剛成立時的註冊港資企業 21家，合同利用港資 7.37億美元，分別增長了 514

倍和 138.6倍。 

 

「只要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有利於內地與香港互利共贏，有利於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地位的事情，前海都將一如既往大膽探索、積極爭取、努力實踐。」田

夫直言。 

 

田夫指出，前海已成為粵港澳合作最緊密、最成功的區域之一。據介紹，自 2015年起，前

海每年提供 500個青年暑期實習計劃，每年接待香港青年參觀交流約 6000人。去年 12月，

前海管理局首次在港各大專院校進行校園招聘，成功聘請 7名香港畢業生。 

 

深圳市政府黨組成員、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局長杜鵬，在現場介紹了前海開發

開放總體情況、前海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相關情況，以及未來推進深港合作的部

署和安排。他指出，目前港企作為前海經濟支柱的作用日益顯現，未來會進一步在金融、青

年創業、法治、投資和貿易便利化等方面與香港深化合作。 

 

 

4. 數碼港招聘博覽 吸引 2600名求職者參與 

[2019-3-3]   數碼港昨日舉行第五屆「數碼港招聘博覽」，有近 100家科技企業及初創公司

參與，提供大約 600個職位，吸引 2,600名求職者，包括學生、應屆畢業生以及有意投身

創科行業人士到場參與，並於職業論壇及招聘講座了解創科行業的最新發展。 

 

數碼港行政總裁任景信表示，科技行業瞬息萬變，而且五花八門，企業要找到合適的科技人

才甚具難度，年輕人要找到能一展所展的公司亦不容易。今次的招聘博覽為企業和求職者，

提供理想配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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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聞 2篇 

1. 美國上周初領失業金人數較預期多 

[2019-2-28]   美國上周新申領失業援助人數增加 8千人，升至 22.5 萬人，多過市場預期。

4星期平均新申領失業援助人數減少 7千人，減至 22.9 萬人。數據又顯示，持續申領失業

援助人數增加 7.9 萬人，升至 181萬人，創 10個月最高。 

數據反映美國勞工市場可能轉弱。 

 

 

2. 廣東助港澳人士就業創業    

[2019-3-5]   粵人力資源社保部門透露，為配合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將力拓港澳居

民就業創業空間。 

 

省人社廳指出，粵港澳人才交流、創業就業具有優勢。一是港澳擁有世界一流專業人才、與

內地互補產業結構、國際化營商環境，國際資本認可程度高，能快速融入國際經濟體系。二

是可支持港澳的產業落地，提供廣闊內需市場、豐富勞動力供給、就業創業機會，雙方可以

實現互補發展。為此廣東人社部門將按照《規劃綱要》要求，採取積極措施吸引更多港澳居

民就業創業，推動形成港澳居民“想入粵、能入粵、更融粵”良性循環，集聚粵港澳英才共

建一流灣區。 

 

系列措施作推動 

近期採取一系列措施推動港澳居民到內地就業創業。如取消港澳人員在內地就業許可，來粵

就業港澳人員與當地居民一樣直接辦理就業登記；指導加強與其他相關部門的溝通銜接，在

各項業務中不再將辦理就業許可作為前置要求。又比如廣東轉發人社部港澳台居民內地就業

事項通知，進一步完善取消就業許可後配套服務。對港澳居民在粵創業，享受創業帶動就業

補貼、優秀創業項目資助等扶持補貼政策。再比如通過“中國公共招聘網”“廣東就業網”

統一對外發佈公共就業服務機構招聘信息，港澳求職者可無差別登錄查詢崗位信息；最後是

積極搭建“泛珠三角區域人才網聯盟平台”，實現九省區與港澳地區人才信息對接、資源共

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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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落實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學習生活政策，支持鼓勵港澳青年入粵創新創業，加強重點平

台建設。至去年底深圳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累計一百六十二個孵化港澳創業團隊，橫琴澳門

青年創業谷累計一百八十一個孵化港澳創業項目。 

 

實習計劃受歡迎 

此外，“粵港暑期實習計劃”四年吸引兩千多名香港青年參加。去年暑期實習計劃更名為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青年實習計劃”，八百多名香港青年到廣東的城市實習。“粵港澳大灣

區澳門青年實習計劃”啟動後也有廿多名澳門青年入粵實習。 

 

廣東還將做好粵港澳青少年交流合作，建立健全大灣區青少年交流合作機制；共建粵港澳青

年創新創業基地；支持暨南大學建設在內地就讀港澳學生培養示範基地；開展粵港澳青年公

務員培訓交流；拓展粵港澳青少年交流合作品牌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