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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短期推進一步紓緩措施 籲業主發展商減租助零售界
2019年10月12日（星期六）

政府擬為中小企
供九成貸款擔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受「黑衣暴潮」影響，香港經濟正面臨嚴峻打擊，特別是
中小企業將首當其衝。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透露，特區政府會在立法會復會後推出新計
劃，為中小企提供九成信貸擔保，令銀行更願意借錢，短期內還會有進一步的紓緩措施出
台。同時，特區政府正推動公營機構為租戶提出租金支援，以應付目前非常時期所面對的
經營壓力，並呼籲業主和發展商積極考慮推出租金減免的措施來幫助零售界，在這
艱難的時刻共渡時艱。

陳茂波在一公開活動後向傳媒表示，
過去幾個月的社會事件，對零售業

帶來很沉重的打擊，不少商戶都面對生意
急劇下跌的壓力，難以應付租金和人工的
固定開支。特區政府在全力制止暴亂的同
時，亦會盡最大力量協助零售業界和其他
的中小企渡過難關 ，避免出現裁員的壓
力。
他透露，特區政府有兩項支援中小企業的
措施，一是現時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的
貸款，中小企可申請只還息不還本，最長可
達 12 個月，二是在立法會復會後，政府會
推出一個新計劃，由政府擔保至九成，讓中
小企借錢更容易。

須立會同意撥款才可推計劃
被問及昨日財委會尚未選出新任主席，新
計劃提交立法會審議會否影響效率時，陳茂
波指出，特區政府須得到立法會同意撥款才
可以推出有關計劃，不能跳過這一步。

他強調，當下幫助中小企業，及透過幫助
中小企業來「保就業」是市民最想做到的。
為此，特區政府會盡力與立法會議員接觸、
解釋和游說，希望得到立法會議員支持。特
區政府還會繼續留意經濟情況，倘有其他紓
困措施，會經考慮後適時推出，不會留待新
年度財政預算案明年公佈時才推出。

推動公營機構提供租金支援
同時，特區政府會推動公營機構，包括
房委會、房協、科學園、數碼港等向租
戶提供租金支援，及和港鐵、領展
和機管局等大型商場的業主討論
過，希望他們可以在目前這個非常時期，協
助零售商戶應付經營壓力，「他們有心與零
售商一起共渡時艱，大原則是要視乎零售商
生意受影響的程度來決定如何提供一些支
援。」
陳茂波舉港鐵為例，指該公司會調整生意
受影響較大的中小商戶的租金，倘因車站或

商場關閉而無法營業的，更會按比例退還部
分租金；領展表示會收集因公眾活動而暫停
營業的領展商場的營運資料，制訂協助商戶
的方案；機管局亦正研究涉及租金協助商戶
的方案。「在此，我們呼籲業主和發展商積
極考慮推出租金減免的措施來幫助零售界，
在如此艱難的時候和他們共渡時艱。」

他還表示，旅遊業和零售業唇齒相依，
商經局及旅發局正研究措施，致力吸引更
多旅客來港消費，以及鼓勵市民消費。同
時，金融管理局已經和各大銀行溝通，呼
籲銀行在現下困難時期要採取理解、包容

倉儲」（25%）以及「保安、清潔、個
人服務業」（23%）。
調查並發現，香港人普遍擔心就業前
景，並期望社會局勢盡快平靜。44%受訪
者擔心未來開工不足，收入下降，甚至被
裁員；88%受訪者認為香港目前最重要的
是恢復社會秩序。為了應付未來失業惡
化，72%受訪者贊成設立緊急失業援助
金。對於香港的深層次矛盾，55%受訪者
認為房屋是香港最大的深層次問題，其次
為就業和貧富差距，均為13%。

工聯倡設緊急失業援助金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表示，香港外圍經
濟動盪，且處於中美貿易戰陰影下，加
上近期遊行示威及暴力衝擊的催化，打
工仔的「飯碗」已大受影響。在特區政
府實施禁止蒙面規則後，香港各區暴力
衝擊情況更趨嚴重，10 月份首 6 天的訪
港旅客下跌超過 50%，因此預計香港的
經濟表現將會比 2003 年沙士更差，各
行各業將會陸續出現失業潮。
工聯會建議政府即時撥款關愛基金成

■工聯會調查顯示，港人「飯碗」受暴力衝擊影響嚴重，近九成人盼回復社會秩
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立緊急失業援助金，援助受失業影響的
人，申請者一旦被裁及通過資產審查，可
獲發最高每月 14,000 元的援助金。緊急

暴徒似「魔鬼判官」汽總盼警保市民
血流，煽暴派文宣組其後扭曲事實，
指稱該名司機撞向人群，才被暴徒強
行拉下車圍毆。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
會主席陳兆華指，該名正在駕駛的司
機，無理由會突然衝向人群：「你跑
步的時候，會不會刻意撞牆？」
他強烈譴責暴徒心狠手辣，並透露大
部分司機都反映香港社會正面臨失控的
局面，暴徒肆無忌憚地堵路和毆打意見
不合者，令搵食車司機擔心開工經過示
威現場時，人身安全受威脅。

需對暴徒恭敬 否則或遭毒打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到警總外
請願。
請願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持續逾4
個月的反修例風波繼續升溫，暴力破壞
情況愈演愈烈，有的士司機上周開工時
懷疑受干擾下，的士失控撞向黑衣魔，
其司機即遭行私刑被打致重傷，令運輸
業司機人心惶惶，擔心行車時的生命安
全會受到威脅。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
的士司機分會昨日形容，黑衣魔似「魔

鬼判官」，司機經過路障時都需要對他
們恭恭敬敬才能安然無恙通過。工會促
請警方加強力度，將暴徒繩之以法，並
制定有效措施保障無辜市民和職業司機
於道路上的安全。
汽總多個屬會昨日到灣仔警察總部
請願。他們關注到早前有暴徒向途經
的的士司機施襲，司機遭毒打致頭破

汽總的士司機分會主任何志強形容，
暴徒有如「魔鬼判官」。司機經過暴徒
設置的路障時，需對暴徒畢恭畢敬，否
則可能遭暴徒拉下車毒打並破壞車身。
汽總譴責暴徒濫用私刑，用暴力將異己
者消除，希望警方將暴徒繩之以法，並
制定有效措施保障無辜市民和職業司機
於道路上的安全。

的士業生意額減三成至五成

失業援助金的派發期限為6個月，協助打
工仔在失業浪潮下可以有一個避風港，有
基本的支援以物色工作，重新就業。

黑衣魔還大肆堵路和破壞，經常令各
主要幹道被封鎖，造成嚴重交通擠塞，
加上來港旅客人數大減，的士業生意額
大減三成至五成。
從事的士管理的的士分會理事梁達壯
表示，現在司機都因為路面安全有隱患
不敢開工，擔心最後連車租未能收回，
令不少的士空置，車主收入降低近三分
之一。
旅遊巴業務生意額亦下跌超過五成，
從業員面臨裁員危機。汽總非專利巴士
分會主任譚偉照表示旅行團大減，旅遊
巴需求萎縮，司機被要求放取無薪假。

暴徒偷水馬竹枝 累地盤停工
汽總貨車從業員分會副主任蕭德雄則
透露，由於暴徒將建設中的地盤裡的水
馬、竹枝偷走作為縱火及路障的材料，
令不少地盤需要停工，有承建商為減低
損失減少入貨量，令地盤貨車司機的收
入大跌。

促推資助讓的哥免費「入氣」
汽總促請政府拯救運輸業，包括推
出資助措施，讓的士司機能免費「入
氣」，為期 1 個月，以幫補業界開
支。

暴衝累維港泳「藝趣嘉年華」取消

近九成人盼社會秩序恢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修例風
波爆發至今逾 4 個月，暴徒的暴力衝擊
行為已重創香港經濟，本地經濟與民生
同步受嚴重影響。工聯會一項調查發
現，41%受訪者任職的公司生意額出現
跌幅，16%受訪者本身更出現開工不
足，收入下降，甚或被裁員，近九成
（88%）受訪者認為香港目前最重要的
是恢復社會秩序。工聯會建議政府成立
緊急失業援助金，為近期失業人士提供
最高每月1.4萬元、為期6個月的資助。
工聯會於 9 月 23 日至 27 日，以隨機
抽樣電話訪問方式，訪問了 1,197 名工
聯會屬會會員。調查發現，暴力衝擊直
接打擊香港經濟及就業市場。41%受訪
者任職的公司生意額出現下跌，其中
11%更大幅下跌超過三成；13%受訪者
所屬的公司出現裁員、減薪或需放取無
薪假；16%受訪者本身更出現開工不
足，收入下降，甚至被裁員。
在各行業中，最受影響的前三位分別
是「旅遊、飲食、酒店、零售、出口批
發」（27%）、「交通、運輸、物流、

的態度看待接待目前的客戶，不要「落雨
收柴」。
陳茂波強調，大家即使有不同的意見，亦
不應該訴諸暴力，希望大家能夠回復和平理
性，讓社會恢復平靜，以致市民出行、生活
都能不受影響，讓經濟能夠盡快走出現時困
局。

籲銀行勿
「落雨收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再有大型活
動疑因暴力衝擊事件而要取消。香港業餘游泳
總會昨日宣佈，由於近期的社會情況及各種不
確定因素，經審慎考慮後，決定取消原訂本月
27 日舉行的「新世界維港泳 2019」。香港青
年藝術協會亦宣佈，決定取消原訂於下月 9 日
至 10 日在銅鑼灣舉行的「渣打藝趣嘉年華
2019」。

泳手可獲全數退款

維港泳賽會表示，鑑於活動取消，所有參賽
泳手可於下月 15 日前，獲全數退回已繳付的
報名費 300 元、行政費 20 元及試水費用 100
元；所有「優悠組」入圍泳手，明年如報名參
與維港泳，可獲優先參與資格；所有「優悠
組」及「競賽組」入圍泳手，明年若參加維港
泳活動，可享賽事報名費半價優惠，並獲豁免
繳付試水及行政費用；參賽泳手可於本月 12
日及 13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前往九龍公園
游泳池領取選手包以作紀念。
泳總會長王敏超表示，泳總十分感謝一眾贊
助和支持機構，以及本地和國際泳手對這項盛
事的踴躍支持，因是次活動取消而對各界造成
任何不便，衷心致歉，並期望各位游泳愛好者
來年繼續踴躍參與維港泳，一同支持本地體育
活動。
香港青年藝術協會亦宣佈，鑑於近日的社會
事件及不可預期的情況，決定取消原訂於下月
9 日至 10 日於銅鑼灣舉行的「渣打藝趣嘉年華
2019」。
主辦方解釋，該活動為香港最大型的戶外青
年藝術活動之一，去年吸引逾 19 萬人次參
與，大會認為參加者及工作人員的安全至為重
要，故決定取消。

600會計師刊聲明挺警嚴正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 600 位會計師昨日
以「一群愛和平，珍惜香港的會計師」在報章刊登聯署
聲明，指過去 4 個月來，連串暴力破壞活動已經嚴重危
害社會秩序，以及市民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令人感到極
度憂心和憤怒。他們堅決向暴力說不。

林奮強胡定旭等聯署
聯署者包括行政會議前成員林奮強、醫管局前主席胡
定旭等多位會計界知名人士。他們在聲明中表示，現時
許多國際會議不選擇在香港舉辦，旅客亦不到香港旅
遊，香港多年來建立的國際形象和地位已被動搖。再加
上本地市民外出消費意慾銳減，香港的經濟受到正面衝
擊，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尤其嚴重。
聲明強調，法治是香港成功的基石和珍惜的核心價
值，為了讓社會盡快恢復秩序，他們支持特區政府根據
現行法律，採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止暴制亂，並支持警隊
嚴正執法，嚴厲譴責暴力，又呼籲市民冷靜下來，展開
理性對話，讓政府依法有序地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