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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再
培訓局推出
36 項 全 日
制職業技能
課程。圖為
該 局 的「 特
種警衛訓練
計 劃 」的 體
能訓練。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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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再培訓局推出的職業技能課程
僱員再培訓局推出的職業技能課程，
，涵
蓋 19 個行業範疇
個行業範疇。
。圖為該局導師指導家務
助理課程的學員。
助理課程的學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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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暴力示威浪潮持
續下，香港經濟自第二季度開始陷入低潮，打工
仔飯碗不保，部分人要放取無薪假、開工不足，
甚至被裁。特區政府履行「撐企業 保就業 紓民
困」承諾，昨日宣佈將透過僱員再培訓局推出特
別培訓計劃，免費供受影響的打工仔報讀。該項
名為「特別‧愛增值」的培訓計劃將於下月推

的士業促保監局出面降保費

出，自 6 月後失業、放取無薪假期或開工不足的
人士都可報名，而且取消學歷限制，出席率達八
成的學員還可獲每日 153.8 元即每月最高 4,000
元的特別津貼，料有 1 萬人受惠，涉款 3 億元。

三範疇 19 個行業
「特別·愛增值」培訓計劃為每名學員提供為
期 2 個至 3 個月的綜合培訓課程，涵蓋職業技
能、創新科技及通用技能三個範疇， 涉及 19 個
行業，包括近期最受影響的旅遊、零售及飲食業
等。課程以全日制或部分時間制（即半日或晚間
制）模式進行，學費全免。

需明年 3 月前報讀
每名合資格學員最多可報讀 4 項課程，可包括
不多於一項職業技能課程。符合要求的畢業學員
可獲發證書，修讀職業技能的學員更可獲提供就
業跟進服務。
參加者可於今年 10 月 3 日至明年 3 月 31 日期
間報讀課程，並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入

■ 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右）表示，再培訓局在接受政府委託 6個星期後即公佈計劃。中為
再培訓局主席余鵬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讀。出席率達八成的學員，在完成每項課程後可
獲特別津貼，每名學員每月津貼額上限為 4,000
元。再培訓局為該計劃預算約 3 億元，包括課程
籌備、宣傳及津貼，預計將有1萬人報名。
以往，再培訓局的課程通常要求學員的學歷
在副學士程度以下，「特別·愛增值」培訓計劃
對學員的行業或學歷則不設限制，但須為今年 6
月 1 日或之後失業、被僱主要求放取每月不少於
4 天無薪假期或每月開工不足八成的人士，並須
符合個別課程的最低入讀資格。

需聲明及抽查覆核
參加者須就其就業狀況作出聲明及簽署，再
培訓局會進行抽查覆核。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表示，再培訓
局僅在接受政府委託 6 個星期後即公佈計劃，反

應十分迅速，並希望受影響僱員可以藉此得到綜
合訓練。
他介紹，課程視乎是全日抑或半日，如果是全
日的話，平均每日津貼為153.8元；如果是兼讀或
半日的話則是76.9元。「如果課程為期兩個月，
可以是8,000元；3個月可以到12,000元。」
羅致光指出，上一季的失業數字，有數個行
業譬如旅遊、飲食、零售「明顯地」上升，所以
政府要處理的是未來可能有更多人失業或就業不
足的情況。「我們希望可以一方面提升他們的技
能，亦可以有一些津貼幫補一下，這是我們最主
要的目標。」
香港旅遊促進會理事葉志偉歡迎該培訓計劃
的推出。他指出，未來香港經濟重建時，旅遊業
是帶動各行各業起動的火車頭，有關措施有助紓
緩從業員的生活壓力，讓行業挽留人手。

6000 導遊進修 每人資助 1000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近期
暴力事件影響下，香港旅遊業首當其
衝，經營壓力沉重，從業員生計不
保。特區政府繼早前推出多項措施為
旅業紓憂解困後，昨日再宣佈將推出3
項新措施，協助業界渡過難關，包括
放寬對旅遊業議會的撥款用途，使旅
議會能資助導遊繳付進修費用；同
時，旅行代理商的年費由本月開始獲
得豁免；為在政府場地運作的美食車
減一半租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日
在會見傳媒時表示，旅遊業面臨的經
■ 邱騰華不希望旅遊業出 營環境仍然嚴峻：8月下旬的訪港旅客
與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49.6%，9 月初至
現裁員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今下跌幅度亦超過三成，有個別星期

更錄得約四成跌幅，個別地區的酒店
於8月的入住率下跌一半。

旅行社免年費 美食車租金減半
在與業界和工會見面後，特區政府
決定再推出3項措施，包括：
一、政府將放寬對旅遊業議會撥款
的用途，讓該會可以資助導遊於每年
續證時繳付進修費用，每人受助額約
為 1,000 元，預計 6,000 名導遊可受
惠；
二、所有的旅行代理商，無論是主
公司或分行，自 9 月起都會豁免年
費；
三、因遊客減少，近期一些美食車
生意不足，政府場地運作的美食車，

收取的租金將會減半，估計於未來 6
個月每輛美食車可以平均節省 1.8 萬
元租金。
正值經濟寒冬，邱騰華不希望旅遊
業出現裁員潮。特區政府有設有不同
類型的中小企基金，旅行社及營運商
可以利用基金作海外宣傳或升級轉
型，從業員亦可利用這段時間積極進
修保持專業水準。
他指出，目前有 40 個國家及地區對
香港發出旅遊提示或警示，特區政府
會把握機會向海外人士解釋香港的情
況，期望近期的大型展銷會、展覽會
及會議都能夠如期進行。政府亦會在
適當時機重新建立香港作為旅遊之都
的形象。

■ 一輛的士於「8‧5三罷」在沙田被打破車窗。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暴徒無差別打人、砸爛他人財產，
的士業是深受其害的行業之一。近月，的士保費更由 3 月的 2.5 萬
元，飆升至 4 萬元，無疑是雪上加霜。的士業關注保險事宜聯盟昨
日指出，旅客減少已令的士業步入寒冬，生意大減，但保險公司繼
續狂加保費，猶如「趁火打劫」，促請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關
注有關問題，調低不合理的保費、就保費加幅訂立長遠政策，及召
開多方平台會議共同協商解決辦法。若問題持續，業界不排除發起
大型抗爭行動。
針對的士保費飆升的問題，大約 50 名的士司機及車主，昨日到
政府總部外請願，希望保險業監管局關注保險公司大幅提升的士保
費的問題。
的士車主羅小姐透露，受近 3 個多月的社會事件影響，的士生意
受挫，的士租務也大受打擊，「司機無肉食，不少都已經轉行，仲
有邊個租的士？」同時，不少租車的的士司機擔心行車期間，遇到
暴徒搞事或砸爛車身，要承擔高昂的士維修費，身為的士車主更陷
於兩難，「向保險公司報銷維修費，隨時令續保時的保費大增，但
硬啃又唔啃得咁多。」有的士車主不滿保險業界未有與業界共渡時
艱，近月狂加保費，增加的士從業員的營運壓力。

車被砸爛 保費飆六成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主席吳坤成指出，的士保費近月屢創新高，由
年初的 2.5 萬元增加至最近的 4 萬元，增幅達六成，「這個升幅令
人髮指及難以理解，我們的經營環境也雪上加霜。」
他們希望保監局介入協調，包括調低不合理的保費，制定長遠的
保費政策，並就以上問題召開多方平台會議，與業界、保險公司、
及相關政府部門共同協商。
聯盟代表昨日向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遞交請願信後，部分人
陸續散去。其中，有 10 多名的士司機就駕車到位於黃竹坑的保監
局遞交請願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