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
員會完成調查發現，公務員有3個組
別的入職薪酬，較市場水平超出最
高達8.8%，以行政主任（AO）等學
位及相連職系為例，入職薪酬較市
場同一資歷的月薪高出大約2000元
。但為確保政府招聘公務員時能維
持競爭力，及避免被指 「帶頭減薪
」 ，薪常會建議政府維持現行入職
基準薪金水平，不建議減薪。

本報記者 張綺婷

薪常會：吸人才不減薪
公務員筍工較私企人工高9%

粵港直通巴總站投入服務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三A14港聞責任編輯：黃穎華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科技方便生活，城巴全港
首推的實時抵站查詢系統服務，本月起擴至轄下全部70多
輛行走機場快線 「A」線的巴士，乘客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或
上網，便可得悉巴士到站時間。擴展服務以來，10%班次實
際抵埗時間與預測存在逾1分鐘的誤差，城巴稱會搜集更多
數據後，研究是否再擴大覆蓋到市區巴士路線。

機場快線全面實行
城巴斥資350萬元為所有機場快線包括A10、A11、A12

、A21、A22及A29號線，安裝實時抵站查詢系統，系統透
過全球定位系統（GPS）確定巴士位置，並推算巴士行車時
間，預知巴士抵站時間。乘客可利用新巴城巴App或網頁，
查詢45分鐘內 「A」線巴士抵達每一個巴士站的時間，程式
亦會因應路面交通狀況，調整巴士的抵站時間，乘客更新頁
面則可得知巴士最新的到達時間。

新巴城巴高級營運支援經理吳義君表示，計劃自 2007
年開始試行，預測到站的表現理想，90%的誤差在1分鐘內
，其餘10%的誤差則大約2至3分鐘。服務現時主要在機場
快線推行，是因應市區往來機場的路程長、班次較市區路線
疏，而且非經常性的乘客居多，不熟悉路線，服務可方便他
們預計時間出門，但由於安裝系統的成本不菲，要收集更多
運作及使用數據，才會再考慮會否將服務市區巴士路線。

【本報訊】在勞工處主動介入斡旋下，國泰航空機艙服
務員工會及資方昨日舉行三方會談，談判由早上持續到傍晚
結束，未有成果，今天會繼續。

國泰機艙服務員工會主席黎玉嬋在會後表示，勞資雙方
就跨站飛行、改善航班及編更等問題交換意見，她形容，大
家態度積極，資方會分析數據，預期今天會有實質進展。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與資方代表昨日早上前往勞工處，
就商討薪酬調整、改善工作待遇等問題展開會談。工會在上
午時表示，若今天之前談判仍未有結果，不排除如期在聖誕
前夕發起工業行動。而在會議結束後，黎玉嬋則表示彼此態
度積極，希望今天會有實質進展。

勞工處則表示，一直在勞資雙方之間斡旋，希望可以透
過對話化解分歧。

國泰勞資談判有進展

城巴App預報到站時間

【本報訊】本港最新失業率維持在 3.4%，就業不足率
則微跌至 1.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雖然經濟
低速增長，但因為接近聖誕及新年，勞工需求上升，暫時穩
定失業情況。

統計處昨日公布，今年 9 至 11 月份的經季節性調整失
業率為3.4%，與上季度相同，失業人數為12.71萬人，較對
上 3 個月減少約 3900 人；就業不足率為 1.4%，較 8 至 10 月
份的1.5%微跌0.1個百分點，就業不足人數為5.42萬人，減
少約3200人。

金融及保險業和進出口貿易業失業情況上升，批發業及
零售業的失業情況則改善，而清潔業、貨倉及運輸輔助活動
業的就業不足情況也有改善。

張建宗稱，受惠於臨近年底前勞工需求增加，總就業人
數溫和增長，最新錄得 366.62 萬人，較 8 至 10 月份增加約
1300人。青少年失業情況也改善，15至19歲青少年失業率
跌至 14.9%，20 至 24 歲青少年失業率更跌至 8.4%，明顯下
跌1.9個百分點。臨近聖誕節及新年，商業活動轉趨暢旺，
推動勞工需求，但外圍環境不明朗，歐元區債務危機和美國
財政懸崖仍不斷演化，香港經濟前景繼續受影響，政府會繼
續保持警覺，密切留意發展。勞工處下月11日在北區舉行
大型招聘會，50多間機構合共提供超過4800個來自零售、
飲食、物業管理及其他行業的空缺。

年底市道佳 失業率不變

公務員與市場薪酬大比拼
政府基準薪酬

高於市場職級：

總薪級表第14級

總薪級表第8級*

第一標準薪級表第0級

低於市場職級：

總薪級表第27級

總薪級表第8級*

總薪級表第6級

總薪級表第5級

總薪級表第3級

總薪級表第1級

*總薪級表第8級的資歷要求，分別為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兩科及格和
中學會考三科良，或持有文憑學歷。前者的市場入職薪酬現時為15,
403元，文憑學歷的市場入職薪酬為$15,845。

資料來源：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現時月薪（市場月薪/與政府差別）

$22,405（$20,432/+8.8%）

$15,805（$15,403/+2.5%）

$10,155（$9,575/+5.7%）

$41,495（$41,831/-0.8%）

$15,805（$15,845/-0.3%）

$13,910（$14,307/-2.9%）

$13,085（$13,481/-3.0%）

$11,520（$11,689/-1.5%）

$10,160（$10,360/-2.0%）

【本報訊】薪常會的調查發現，與學位資歷相關的政
府工薪酬比私人市場同樣資歷的較高，就讀香港樹仁大學
社會學系四年級的布同學表示，政府工的薪酬及福利較好
，所以都希望進入公務員體系。

即將畢業的布同學說，已準備求職。由於自己較有興
趣做一些統計研究，學科亦與此相關，所以比較心儀政府
統計處的職務。她坦言，公務員的工資較高， 「好吸引」
，加上政府工相對私人市場職位較為穩定， 「可以做到退
休」。

她說，求職時最着重前景與工資，雖然政府架構較私
人機構複雜，但認為政府資源較為充足，不論在薪酬或是
工作資源上，也比私人機構好。問到怕不怕走入 「熱廚房
」，她說 「在那裡工作都有機會被鬧」，自己不怕輿論壓
力，所以若有機會，不會因為壓力問題而放棄心儀工作。

薪高福利好 大學生望做公僕

【本報訊】對於薪常會建議不調整公務員薪酬
，有學者及人力資源顧問均認為決定正確。他們說
，薪常會不建議對與學位相關職系減薪，並不會造
成私人市場的壓力，因為兩者並不存在競爭。而對
於最低工資由28元提升至30元後，第一標準薪級
職系吸引會否降低，人力資源顧問說，因為現時政
府薪酬與私人機構仍有距離，相信最低工資增加後
只會收窄雙方距離，不會影響其吸引力。

中原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
同意薪常會建議，因為政府想吸納精英加入管治隊
伍，要用較高薪酬水平亦合理， 「加上政府有其他

福利，而且工作穩定，相信仍可吸引一定大學畢業
生」。她又說，不認為私人機構會因今次薪常會的
建議而有加薪壓力， 「因為政府是好清晰要請精英
分子，私人機構在資源方面難以跟政府看齊，所以
兩者根本不同市場」。

至於有關基層員工的第一標準薪級職系亦不調
整薪酬，她說現時政府仍比市場高大約500元，即
使新的最低工資實行後，工資應該不會超前政府。
「加上政府福利亦較私人機構好，相信即使新的最

低工資實行後，仍不會搶走大批員工」。
香港浸會大學人力資源策略及發展研究中心主

任趙其琨教授亦說，政府薪酬架構龐大，不應因為
短時間的數據而調整公務員薪酬。他說，政府用高
人工吸引青年人亦 「無可厚非」，因為政府要吸引
人才，亦要令其保持廉潔。而政府及私人市場是兩
個不同機制，相信年輕人不會單純因為薪酬而作出
影響其仕途的判斷。

公私市場有別
學者撐不降薪

薪常會委託獨立專業顧問，調查由去年4
月 2 日至今年 4 月 1 日期間，135 間私人機構
包括馬會、中電、國泰航空、機場管理局等
招聘人員的入職薪酬情況，並與政府招聘公
務員的入職薪酬比對。今次是薪常會第二次
根據更完備機制進行入職薪酬調查，有關調
查採用與2009年入職薪酬調查一致的方法。

AO薪金高市場2000多元
調查結果發現，在公務員文職職系的 12

個資歷組別中，大部分的基準薪酬緊貼市場
薪酬的上四分位值（即在 100 人的薪酬水平
中，排行第 25 位）。不過，3 個組別的薪酬
高於市場水平，當中包括總薪級表第14級，
例如行政主任與會計主任等職位，總薪級表
第 8 級的律政書記、物料供應主任等，以及
第一標準薪級表第 0 級的一級工人、產業看
管員等。

當中，以總薪級表第14級的公務員的薪
酬水平與市場差異最大，政府薪酬為 22405
元，私人市場為 20432 元，比政府低 8.8%。
第一標準薪級職系公務員的薪酬為 10155 元
，私人市場則為9575元，比政府少5.7%。至
於總薪級表第8級公務員為15805元，比私人
市場的 15403 元高 2.5%。至於其他組別的公
務員薪酬比私人市場低0.3%至3%，涉及大約
25元至600元。

降薪恐減政府工吸引力
薪常會主席王英偉表示，薪常會考慮了

所有相關因素並作出全面考慮後，認為應向
社會傳達正面的信息，不應單純機械式地運
用數據，所以建議以上 3 個組別的公務員基

準薪酬維持不變。尤其對於與學位相連職系
的組別，認為這是公務員隊伍的骨幹，若降
低基準薪酬，會降低其吸引力。至於其他資
歷組別、職系及職級的基準或入職薪酬，由
於與市場緊貼或透過內部對比關係，也應維
持不變。

薪常會於09年亦曾就公務員入職薪酬提
出建議，當時薪常會建議將學位及相連職系
的基準薪酬，由總薪級第 16 級的 21880 元，
調低兩個薪點至總薪級第 14 級的 19835 元，
減幅約9%。薪常會當時表示，調低的基準薪
酬仍較市場薪酬多約1300元，相信建議既可
以保持公務員薪酬和私營機構大致相若，又
可以維持公務員職位的吸引力。

薪常會昨日已向行政長官呈交公務員入
職薪酬調查報告書。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表
示，當局已收到報告書，並會就有關建議展
開六星期諮詢，包括諮詢部門管理層和職方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然後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交建議以
作決定。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十八日電】廣州至港澳首
個直通巴士站明天（19 日）開通，一改廣東往返港
澳一直都沒有專門的直通車站的歷史。負責運營的粵
港汽車運輸聯營公司人士表示，該新線將真正實現點
對點的 「一站式」直通，較既有的港澳巴士兜圈上客
可省時一個小時；而該模式擬逐步擴展到廣東其他城
市，覆蓋粵港逾70條跨境巴士線。

新總站設於大沙頭
廣州至港澳首個直通巴士站落戶大沙頭遊船碼頭

，亦是經政府批准設立、廣東地區首個專門的港澳直
通車站。與現有的以酒店或路邊設臨時點的港澳巴士
線路相比，該巴士站將真正實現 「一站式」往返。

粵港汽車運輸聯營公司人士表示，現有的港澳巴
士線在廣州或香港多地設多個上客點，要轉幾個圈兜
客，期間耗時常要一小時左右。而新設巴士站 「一站
式」可實現點對點直通，從大沙頭站上車後直奔深圳
，選擇 「一地兩檢」的深圳灣口岸通關，再直達香港
尖沙咀柯士甸巴士總站，車程約三小時，較既有港澳
巴士線快約兩成半時間。

該人士稱，首個港澳直通巴士站選址大沙頭，首
先因所處的大沙頭碼頭經營珠江夜遊，方便港人遊覽
廣州；加上旅客在此換乘地鐵等公共交通十分便利，
且該站距內環路較近，可直上高速。而香港柯士甸站
，距內地客追捧的海港城也僅七分鐘路程，且港人到
該站的交通接駁也較便捷。

可提早一個月訂票
赴巴士站買票 「嘗鮮」的黎婆婆告訴記者，近

年她經常赴港探親旅遊，之前到廣州賓館等臨時點
上車，但經常要輾轉到番禺上客，僅在廣州內就耗
時一句鐘，如今一上車便可直通香港 「當然又快又
好啦」。

據悉，該直通巴士站初期赴港每天三個班次，下
月五日起增至八個班次；針對春節長假會逐步加密班
次，預計最終可達每天三十個班次。目前赴港單程票
價八十五元人民幣，來回套票一百五十元，到本月底
購套票送五十元香港 「大家樂」現金餐券。該站購票
還可電話預訂四十八小時內的車票，到車站則可提早
一個月訂票。

粵港汽車運輸聯營公司人士透露，該公司還視乎
條件成熟擬陸續在廣東其他城市開設港澳直通巴士站
，逐漸覆蓋目前粵港跨境客運逾七十條班線，遍及廣
東全省每天近二百個班次往返香港。

不用兜圈上客節省一小時

▲薪常會建
議薪金高於
私人市場的
公務員不用
調低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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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及新年來臨，推動人力需求，本港失業率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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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至港澳直通巴士站今日開通，圖為昨日有
旅客前往購票 本報記者方俊明攝

【本報訊】運輸署昨宣布，位於屯門公路近小欖交匯
處九龍方向的巴士轉乘站將於下星期三（十二月二十六日
）啟用。短途巴士路線的乘客可於轉乘站轉乘長途路線，
前往沙田及九龍地區。

為方便乘客，轉乘站新設電子顯示屏幕，顯示屯門公
路的即時交通情況及特別交通消息。此外，巴士公司亦首
次引進預計巴士到達時間系統，令乘客更容易掌握巴士到
達的時間。

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在啟用初期，將會有四條短途路
線及五條長途路線在該處設立分站。

乘客在轉乘站由短途路線轉乘長途路線時，只須繳付
短途路線與長途路線車費的差額，總車費將等同相關長途
路線的車費。

小欖巴士轉乘站下周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