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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十三日電】穗港澳青少年研
究所副所長涂敏霞表示，青年對政府相關政策的了解不
夠，導致創業政策對青年創業的拉動力不夠。調查顯示
，逾80%香港青年不知道稅收、放寬審批等優惠措施。

台青年對創業支持政策最了解
創業的一個重要啟動機制是政府政策支持。無論是

廣州還是港、澳、台，都出台了許多政策支持創業。但
很多青年對創業培訓、稅收優惠等激勵創業的政府行為
不清楚，沒意識到這些政策的存在。此次調查顯示，四
地青年對政府創業支持政策了解最多是台灣，其次是廣
州，然後是澳門、香港。

調查顯示，知道政府有實行鼓勵創業的政策的人所
佔比例依次為台灣69.2%，廣州43.2%，澳門40.3%，香
港37%；表示並不清楚政府是否有實行鼓勵創業的政策
比例依次為廣州49.2%，澳門45.1%，香港41%，台灣
26.4%。對政府是否有創業資金支持的回答上，回答為
有的比例從高到低依次是台灣69.8%、香港38.8%、廣州
35.5%、澳門32.8%。

知道政府有創業指導、培訓措施的比例從高到低，
依次是台灣72.6%、廣州47.4%、香港45.3%和澳門32.8%
；有23.2%的廣州青年知道政府對創業有提供場地幫助
，香港為29.4%、澳門為24.9%、台灣為33.8%。

在稅收優惠方面，廣州有35.3%的受訪者知道政府
在創業方面有稅收優惠措施，其次是澳門24.9%。然後
是台灣20.3%、香港17.4%。在放寬審批等優惠措施上，
依然是廣州回答為有的比例最高，為24.8%，其次
是台灣，為21.7%，香港、澳門較低，分別為18.8%和
13.5%。

總之，就創業有關的政策支持系統的影響而言，台
灣地區影響最大，知道政府在創業政策、創業資金、創
業指導培訓方面措施與行動的青年比例最高。而在政府
審批與稅收優惠方面，廣州影響最大，回答為 「有」的
比例最高，但整體來看，相關比例都較低，知道政府稅
收優惠政策的比例只有35.3%，而知道政府在審批方面
的寬鬆政策的僅為25%。由此可見，政府的整個創業政
策支持系統影響力不足，對青年創業產生的拉力有待加
強。

對政策不了解 影響創業心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十二
日電】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主
任幹事蕭婉玲表示，香港地區共
收到490份問卷，當中73%為在校
學生。影響青年創業有四大因素
，青年創業支持不足成為一大原
因。

地產化的經濟發展模式難以
應付高昂的租金及營運成本。隨
經濟發展，本地房屋、工業舖
租金飆升，大大提高生產成本。
內地開放自由行的措施改變了香
港的營商環境，不少財團為迎合
內地部分高消費遊客口味，在人
流較多的街道上設立高消費的商
舖，傳統商舖承受不了大幅度租
金上升，只好被迫結業。在現今
香港的營商環境下，相信未有營
運經驗的青少年更難以處理租金
成本，或甚至因租金成本而打消
創業的念頭。

六大產業門檻高
金融地產投機機會成本較低

。香港金融地產行業蓬勃，動輒
少量資金已可在股票巿場進行買
賣，對比做生意的成本和時間的
投入，機會成本相對低很多，相
信這是導致年輕人少去成為企業
家的因素之一。

難以踏入六大產業門檻。香
港經濟現時主要以金融、工商支

持服務、物流、旅遊作為四大經濟支柱及六
個優勢產業包括文化及創意產業、醫療產業
、教育產業、創新科技產業、檢測及認證產
業以及環保產業。政府在強調本港的四大經
濟支柱及六個優勢產業時，就算有相關的支
持和措施，但也較少從創業角度討論，一般
市民如何在這些重點行業開展事業。

青年創業支持不足。現時本港的創業培
訓及教育主要依賴非政府服務組織及商會組
織，而部分大學亦有設立創業研究中心，推
廣及研究本港的創業精神，政府方面只提供
個別行業的基金支持及場地借用等措施給有
志創業人士，有意創業的青少年根本難以克
服啟動資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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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成本增 北上發展成趨勢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十三日電】此次調查發現，

逾60%香港青年認為企業營運成本較高成為當前創業環
境存在的主要問題。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執行幹事李
慶偉認為，去年有意回赴內地實習的大學生比上年增
50%，體現青少年北上發展意願增。隨香港運營成本
加大，青少年北上發展將成趨勢。

蕭婉玲說，有位從事精品生意的青年，考慮到香港
舖租貴，於是萌生在網上做生意，結果多數業績來自內
地。國內人口眾多，市場大，發展蓬勃，成為香港青年
發展的機會。

管理經驗不足影響創業
調查顯示，青年創業面臨的最大困難為啟動資金短

缺，不過，香港地區青年創業面臨的最大困難首位並不
是資金短缺，而是管理經驗不夠、沒有合適場地。調查

顯示，香港地區青年創業面臨的最大困難是管理經驗不
夠（40%）、沒有合適場地（40%）、啟動資金缺乏（
33.3%）以及市場形勢不好（33.3%）。

調查還顯示，香港青年認為當前創業環境存在的主
要問題中， 「企業營運成本較高」（60.6%）依然排在
首位，然後依次是 「社會對創業的認同感不高」（30%
）、 「審批辦事手續繁瑣」（28%）、 「產業配套能力
薄弱」（25.9%），更多的是社會認同與產業配套問題。

李慶偉認為，隨香港營運成本加大，青少年北上
發展將成趨勢。近年來，香港青年對內地市場頗為關注
，要求赴內地實習的大學生明顯增加，去年赴內地學習
的大學生比上年增加五成。他們希望通過實習多了解內
地發展，為日後北上發展打下基礎。不過，香港青年赴
內地發展，需要了解內地政策及法律，對他們在內地發
展有利。

此次調查，由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與港澳台等青年
研究機構合作，於2012年5至9月對四地青年創業問題進
行了調查。調查對象包括在校學生和社會青年兩個群體
，調查對象年齡限定18-35歲。此次調查共發放問卷
2600份，回收有效問卷2193份，四地總體回收率為
84.3%。

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副所長涂敏霞說，調查顯示，
在創業意願方面，廣州、台灣兩地青年要明顯高於香港
。66%的廣州青年表示對創業非常感興趣或有興趣，台
灣青年對創業感興趣的比例也將近60%，澳門地區對創
業感興趣的佔53%，香港則僅有43.6%的青年對創業表
示有興趣。

穗青創業熱情最高
廣州青年關注創業信息，為創業做準備的青年的比

例也最高（46%），其次是台灣青年（36.2%），香港最低，
為26.8%，澳門地區則有47%的受訪者在創業前沒有任
何準備。從以上數據可看出，雖然台灣地區以創業精神著
稱，但此次調查顯示，廣州青年創業熱情高於台灣青年。

在未來是否有創業計劃上，廣州受訪青年未來有創
業計劃的比例最高，在無創業經歷的受訪青年中有361
位青年表示未來有創業計劃，佔未創業和在校青年的
55%。其次是台灣49.2%、澳門40.65%，香港最低，僅
為34.1%。

對無創業經歷但未來有創業計劃的青年受訪者創業
動機統計結果顯示，台灣青年初次創業動機最為現實，
更關注生存生活現實，選擇創業是為了養家餬口或不滿
意現狀的佔整體選中動機次數的22.9%，生存型創業動
機的比例遠遠高於穗港澳三地；廣州青年初次創業中功
利型比例最高（22.2%），其次為澳門（20.3%）、台灣
（18.2%），香港最低（17.7%）；香港地區青年則更多
是成就型動機（68.7%），其次是澳門（66.9%）、廣州
（65.1%），台灣地區青年此項動機比例最低（53.9%）。

另外，廣州、港澳、台灣四地青年跟風型創業動機
所佔比例都較低，澳門、台灣為5%左右，廣州為3.6%，
香港青年跟風型創業動機的選擇比例最低，不到3%。

培養新一代企業家
對於香港青年創業意願低，蕭婉玲認為與香港青年

保守創業精神有關。香港金融地產行業興旺，對熱衷找
快錢的人來說，投機的機會成本更遠低於做生意。不過
由60、70年代開始，也是依靠企業家由一人公司創業成
立大企業養活港人和造就香港的興盛繁榮，蕭婉玲盼望
香港的社會仍然保留這種拚搏精神，培養新一代成為成
功的企業家，而非僅眼於眼前短暫的利益，相反更重
視成為成功的企業家為社會謀福祉，創造就業機會，將
成就社會繁榮視為己任。

▲ 「穗台港澳青年
創業比較研究」 成
果發布現場
本報記者袁秀賢攝

港青創業意願遜穗台澳
團體籲保拚搏精神團體籲保拚搏精神

「穗台港澳青年創業比較研究」 成果發
布會今天在廣州舉行，調查顯示，廣州青年
的創業意願最高，而香港最低，不足50%。
參與調查的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主任幹事
蕭婉玲表示，這與香港青年保守創業精神有
關，建議政府應檢視整體社會政策會否窒礙
創業精神及創業機會。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十三日電】

▲蕭婉玲表示影響香港青年創業的四大因
素，創業支持不足成為當中的一大原因

本報記者袁秀賢攝
▲香港的大學生在珠三角實習現場

本報記者袁秀賢攝

◀涂敏霞表示，穗港澳台
青年創業意願廣州最高，
而香港最低，不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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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年齡限定18-35歲
發放問卷2600份，回收有效問卷2193份

穗台港澳青年
對創業感興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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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問題諮詢不妨
一批宗教團體人士，昨日在政府

總部門外集會，就同性戀問題的諮詢
及立法工作提出反對意見，期間有支
持同性戀者到來示威，一度形成對峙
，但並無不愉快事件發生。

同性戀在港並非什麼新鮮事，但
近日政府有意就此問題展開公眾諮詢
，宗教界遂作出比較強烈的反應。對
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
日在出席活動時回應稱，政府在此問
題上並無既定立場，即使進行公眾諮
詢，距離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階段仍十
分遙遠，各方反應不必太過激烈。

但事態的發展不容忽視，隨社
會觀念的改變，包括一些演藝界人士
的 「出櫃」 ，現任立法會議員陳志全
「慢必」 也不隱瞞自己的性傾向，以

至直面同性戀問題的社會氛圍日漸升
溫。同性戀者團體公開要求取得自己
的 「地位」 和 「權利」 ， 「衛道之士
」 自然也急急站出來表示反對。如此
事情已經 「迫到埋身」 ，不容政府不
面對。

其實，同性戀問題發展到今天，
已經不再單純是一個少數人性取向的

「私隱」 、 「私事」 ，而是已經成為
一個社會問題，同性戀者固然要面對
，非同性戀者以至反對者也要在此問
題上選擇立場、參與討論，包括為人
父母、師長者，如果子女在家或學生
在課堂上提出此問題，也不可能再以
「高壓」 手段不許提出、不准討論，

甚至 「口啞啞」 說不上來。
何況在特區一切問題被「政治化」

的今天，同性戀問題也未能 「倖免」
，要求討論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議題
日前已正式提上立法會議程，議案未
能通過，持反對意見的建制派議員即
被反對派批評為保守、不負責任。

因此，眼前在同性戀問題上，迴
避、淡化已經不切實際，進行一次公眾
諮詢應是一個合理、可行的辦法，最
少可以提供一個公開探討和表達意見
的渠道。而諮詢或討論的重點，光是
道德、倫理上的爭論並不足夠，如何
保護青少年，認識生活態度、人生目
標和責任，以及對住屋、醫療、社福
的影響更必須得到認真深入的討論。

中國經濟仍最好 地緣政爭風險升
回顧過去一年，中國經濟雖表現稍

遜，但在全球不景氣下仍是最好的。隨
增長回穩以至回升，未來一年的成績
將會更佳，國際間對此亦多有憧憬，希
望中國能維持強力的火車頭拉動效應。
因此去年十二月的一些經濟數據在公布
後，便引起了各方高度注視。

十二月的外貿及通脹情況尤為矚目
。當月外貿出入口增幅均意外地有強勁
回升，為半年來新高，出口更有一成四
的雙位數增長。然而不宜因此便對前景
盲目樂觀，個別月份的表現可能只是基
於一次性或偶然因素，未必反映新趨勢
的浮現。從全年看外貿只增約百分六而
未達一成的目標，但對此又不必過度悲
觀，反應以平常心待之。國際上尤其發
達國今後經濟仍將不穩及欠佳，故外需
疲弱乃中國必須適應的 「新常態」 。看
來中國亦開始逐步適應。在各種內外因
素重壓下，去年出口仍能增約百分八，
實屬難能可貴。

但還須預防者，乃美國 「末日教授
」 魯賓尼所說的，當全球周期趨同，令
主要經濟體均同時出現問題，再加上中
東等地爆發動亂將引發 「完美風暴」 。

中國把自己的事辦好並維持穩定高增長
，便是阻止 「完美風暴」 出現的有力遏
制劑之一。

去年十二月，中國居民消費物價指
數（CPI）顯著回升至百分二點五，已
屬半年新高，因而引起了對通脹反彈的
擔憂。暫時看來這似屬過慮：通脹回升
主要是由食品帶動，此項漲逾百分四並
貢獻CPI升幅約五成五，其中尤以菜價
上漲近一成五，並貢獻逾一成六最為關
鍵，反而過去的通脹 「罪魁」 豬肉價卻
下降了。菜價大漲主要是因天氣影響生
產及運輸，但預料供應可很快回復正常
，故所引發之通脹升勢不致持續及高企
。與此同時，貨幣及信貸供給等的升幅
均在目標區內，不致引發流動性過剩及
相應的通脹壓力。

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新的問題及隱
患。一是中國增長回升自會拉動國際商
品漲價，二是極端天氣似正趨常態化，
北半球如俄國等在去年異常的酷暑後，
又出現了異常的嚴冬，而南半球則受到
酷熱及乾旱煎熬，巴西及澳洲等均大受
影響。氣候異常對全球的商品尤其農產
供應，將帶來日益頻繁而規模日大的干

擾，從而推高其價格。這在不少地區還
會引致滯脹，令影響更為惡劣。

還不能忽略一個非經濟的風險因素
：地緣政局變幻對全球經濟的不利影響
。魯賓尼教授已提到了中東等地局勢惡
化的風險，但最近尤其受各方關注的反
是東亞：除了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持續
外，更嚴重者是涉及中美日三國的釣魚
島爭端。近日中日兩國的軍機對峙更有
升級之勢，情況還可能進一步惡化。去年
中日交惡已影響到兩國的經貿交流，如
有軍事摩擦，或即使是預期的摩擦，其影
響將更為嚴重。中美日乃世界頭三大經
濟及國際經貿體系，東亞乃全球的製造
及加工基地，而中日又是美國頭兩大債
主。三國的地緣政爭趨緊，必引致國際市
場及財經系統全面動盪，甚至可以觸發
災難性事件出現，如是後果將難以收拾。

對於國際經濟停滯、商品供應受擾
亂等問題的常態化， 「完美風暴」 的可
能出現，和涉及本國的地緣政爭升溫，
中國實有必要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提示的
，作好最壞的準備。由於情況或會急速
惡化，就此事全國上下應給予更多關注
，並更多討論應變對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