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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後長者佔30% 陰盛陽衰持續惡化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香港逼爆28年後人口822萬

【大公報訊】被譽為 「東方諾貝爾獎」的邵逸夫獎前晚
舉行頒獎典禮，由行政長官梁振英擔任向五名得獎者頒發獎
項。梁振英昨日發表網誌，指本屆政府重視科技人才，過去
兩年，特別為香港科學家頒授榮譽和勳銜，肯定他們的成就
，也希望可以激勵香港的青少年以科研為終身事業。

梁振英提到自從邵逸夫獎在2002年成立以來，幾乎每年
都出席頒獎禮。他說，邵逸夫當年設立 「邵逸夫獎」，是為
了表彰在學術及科學研究或應用上獲得突破性的成果，並對
人類生活產生深遠影響的科學家，並設有三個獎項，分別為
天文學、生命科學與醫學、數學科學，獲獎科學家來自全球
各地，不分種族、宗教、國籍。經過十多年的耕耘，邵逸夫
獎已經備受國際重視。

梁振英指，香港有不少年輕的科技人才，他們在國際比
賽中屢創佳績，屢獲殊榮，並希望家長、學校和全社會可以
和政府一齊，給青少年人更多鼓勵，培育更多的本地科研人
才。

特首：培育更多科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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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成員、嶺南大
學社會老年學講座教授陳章明認為，雖然估算數字帶
出的趨勢是意料之內，今次人口推算更有助掌握未來
人口走勢，委員會今年初公布的人口政策大方向仍然
適用，將來社會可能更聚焦人口老化問題，而不單是
退保問題，會考慮社會未來全盤的房屋、醫療、社會
福利的規劃，例如醫療方面，將投放更多資源應付認
知障礙症。

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表示，
全民退休保障對長者退休生活有幫助，但要考慮 「錢

從何來」。
運輸及房屋局回應稱，現正搜集相關數據，計劃

於今年底或明年初公布更新後的2016/17至2025/26年度
為期十年的長遠房屋需求推算結果和房屋供應目標，
現階段尚未能確定會否調整房屋供應目標。當局重申
正如長遠房屋策略，政府會按實際情況的轉變及最新
的數據，每年更新長遠房屋需求推算，以顧及隨時間
而改變的各種情況，並按需要適時調整逐年延展的十
年房屋供應目標。新的長遠房屋需求推算將採納統計
處對未來住戶數目增長的最新推算。

學者料老齡化更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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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呂少群報道：香港城市大學校
長郭位呼籲香港向韓國學習。他指出，韓國在2008年
就將GDP的5%用於科研，奠定今天三星手機等科技
稱雄世界，但香港公共科研經費直到今天仍低於
GDP的百分之一。他預期，韓國大學有望在五至十
年內追上新加坡大學的世界排名。

身兼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的郭位，近日主持亞洲
週刊 「中國大陸企業香港股市排行榜頒獎禮」專題演
講，直指人們對韓國了解不多，甚至對它不以為然。
他指出，香港光纖之父高錕六十年代發明光纖時，韓
國科技才起步不久，日本汽車和電視正風行一時，其
時香港遠在韓國前頭。但到了2008年，李文博總統將
GDP的5%投入於科研，而香港科研經費竟然到今天
仍不足GDP的一個百分點。另一值得關注的是，一
般國家軍費佔GDP的四分一，香港自回歸以來的軍

費負擔是零， 「這些錢用到什麼地方去？我也不知道
。」如果這個數目的經費用於科研，成績應該很可觀
。

郭位續稱，韓國甚至提出要將中文標準化的豪言
，2012年韓國造船能力已居世界第三，韓國手機已佔
世界最大份額，韓國更在日本福島核爆事故後下決心
未來二十年要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法國的世界第三大核
電出口國。 「韓國人甚至表示要讓韓菜成為世界第五
大菜系，大家也許覺得沒什麼。」但他認為，韓國是
值得學習的國家，大韓民族值得學習。他指出，當
1860、70年代中國和日本先後被迫開放國門時，韓國
直至1940年成立漢城大學， 「韓國所有起步都比人晚
，但他們很有計劃地追。如果，五至十年內，韓國大
學排名追上新加坡，我覺得不用吃驚。」其理由是，
韓國人做事很有計劃。

郭位倡向韓取經搞好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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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2015至2064年的香港人口推
算，香港的人口金字塔將由現時橄欖形，未來逐漸變
成倒三角。以出生減死亡、遷入減遷出的方式推算，
香港人口將在30年內由現時724萬保持上升趨勢，於
2043年到達頂峰的822萬，其後緩慢下跌至2064年，
2014至2064年的平均每年增長率只有0.2%。

2040年代人口將減少
推算發現，假設港人持續生育率低，香港2040年

代人口增長出現負數，到後期死亡人數將是出生人數
的兩倍。政府統計處處長鄧偉江指出，戰後出生的嬰
兒潮（baby boomers）已逐漸邁向高齡，估計2040年代
死亡人數增加，之後放緩。參考外地經濟發達地區，
他稱，日本已出現人口下跌，韓國及台灣預計於2022
至2031年出現。

未來人口下跌同時不斷老化，鄧偉江指出，現時
65歲以上佔人口15%，20年後急升至一倍至30%，到
2064年有36%，年齡中位數增至53.5歲，大約每三人有
一人是長者， 「十個有一個80歲」。撫養比率更由現
時3比1，惡化至5比4，即每四個長者或小孩，需要依
靠五個工作的成年人撫養。

「陰盛陽衰」情況持續惡化，雖然新生嬰兒男比
女多，但由於單程證來港者女性較多，女性比男性長
壽，男性平均壽命為87歲，女性為92.5歲，統計處推算
50年後每1000名女性只有783名男性，較現時少一成六
。鄧稱，香港要每一千名婦女生育2100名子女，才可
做到人口更替效果，但現在和未來估計只有1500名。

勞動人口50年後減14%
勞動人口將於2018年到頂後滑落，於2031年至

2038年相對平穩在約340萬人，鄧偉江解釋是2009至
2012年出生的大量雙非兒童，長大後適齡回港投入勞
動市場，但過後勞動人口將急促滑落至2064年的310萬
人，比現時少14.8%。

鄧偉江指出，人口老化急劇，撫養比率急增，籲
各界討論，減少14%人工作對經濟增長及社會狀況的影
響。他強調，除非有大量移民或生育率急增，否則人
口下跌及老化趨勢是無可避免。

2015至2064年的推算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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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人口持續老化，將影響未來50年的勞動人口
資料圖片

▲政府預計全港人口2043年將上升至822萬的頂峰 資料圖片

▲統計處推算本港男女比例將持續失衡 資料圖片

▼▼政府統計處昨天公布最新人口推算政府統計處昨天公布最新人口推算
大公報記者陳卓康攝大公報記者陳卓康攝

【大公報訊】假設每日150個 「單程
證」來港新移民配額不變，政府統計處
推算未來五十年有192.6萬新移民來港，
平均每年38500人，估計港人在內地所生
的超齡子女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會為
香港人口帶來最後一筆紅利，2018至
2019年高峰過後將一直減少，不會用盡
每日配額，至2064年估計每日有100人。

政府統計處處長鄧偉江指出，單程
證來港人士是組成香港人口的重要部分
，過去數字一直有上有落，但相信過去
數年超齡子女來港後，會有 「第二波」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申請來港，未來數年
仍可用盡每日150個配額，但這批過後單
程證來港人數只會不斷下跌，令香港人
口的淨流入減少。他又指，現時港男娶
內地女子的跨境婚姻比以前少，港女嫁
內地男子數字近年雖有增加，但申請配
偶以單程證來港的數目並不足以抵銷整
體跌幅。

對於入境處今年推出的 「港二代回
流計劃」吸納海外移民的第二代回港，
他稱由於現時未有客觀數據，效果於今
次推算未有計及，強調會密切留意社會
變化，下次推算兩年後進行，如社會環
境或政府政策有重大轉變，下次可考慮
包括有關數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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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後的香港滿街老人。政府統計處
昨日公布人口推算，本港將於2043年即28
年後增至822萬人，並且到頂後回落，隨着
戰後嬰兒潮陸續離世，預計2050年後死亡比
出生人數多兩倍，三人當中一人是長者，50
年後勞動人口比現時少14%，但每五名工作
人口要撫養四個長者或兒童。政府預料，單
程證來港新移民繼續是補充本港人口的主要
動力。 大公報記者 陳卓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