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銀香港5項支援措施
◆物業按貸供息不供本。符合條件客戶可申
請供息不供本半年，期滿後可因應情況申請
再延長6個月，即最多1年無須償還本金。

◆推出中小企抗疫專項貸款計劃。符合條件
客戶無須提供抵押品，提供特優利率，免貸
款手續費，貸款最高200萬元，還款期最長
60個月。

◆支持保障抗疫物資供應。優先辦理與採購
抗疫物資相關的開戶、全球匯款、支付結算
和捐贈，一律免收手續費。

◆延長到期保費寬限期及增加額外保障。未
能如期繳交指定人壽保險計劃的保費，保費
寬限期延長至6月30日；個人保險保單受保
人確診新型冠狀病毒可獲額外保障。

◆提供費用優惠或豁免。如因特殊情況未能
依時償還按揭、私人貸款及信用卡貸款，可
申請豁免相關罰息、利息及逾期還款手續
費。

製表：記者 馬翠媚

在新型肺炎疫情持續下，本港經濟進一步受
累，中小企經營及市民生計都已受影響，在港中
企啟動一級響應，帶頭全力助企業及市民對抗
「疫」境。中銀香港（2388）昨帶頭推出5項金

融服務抗疫，包括按貸供息不供本最長1年、合資格中小企客戶無須抵押可借最多
200萬元等（見表）。金管局歡迎措施，指銀行業主動回應，將有助減低是次疫症爆
發造成的經濟影響，鼓勵其他金融機構考慮採取類似行動。

中銀樓按最長1年供息不供本
帶頭推5措施抗疫 助企業市民渡難關

中銀香港昨表示，為紓緩受疫情影
響較嚴重的個人及工商客戶每月

供款壓力，在該行供款1年或以上、且
過去1年還款記錄正常的按揭客戶，可
就物業按貸申請供息不供本6個月，期
滿後可因應情況申請再延長6個月，即
最多12個月無須供本。澳門早前允按揭
客戶供息不供本最長半年，在香港暫時
只有中銀香港推出延期供本安排，並加
碼至寬限期最長一年。

中小企抗疫無抵押可借200萬
該行同時還推出中小企抗疫專項貸款
計劃，為合資格客戶提供綠色審批通
道，安排特快貸款審批，在無須提供任
何抵押品下，最快可於1日內完成審

批，3日內落實提款，免貸款手續費，
可借最多200萬元，還款期最長60個
月。而透過該行參加中小企融資擔保計
劃或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可申請還
息不還本6個月及可再申請續期，即最
多12個月不需還本金。
金管局助理總裁（銀行監理）陳景宏

昨表示，新型肺炎爆發嚴重打擊香港經
濟，銀行的個人及企業客戶都受到影
響，其中以中小企尤甚，歡迎銀行推出
臨時紓緩措施，協助客戶渡過目前困
境，並鼓勵其他金融機構考慮採取類似
行動。他指，認可機構在符合審慎風險
管理原則的情況下，可積極考慮因新型
冠狀病毒而面對財政困難的借款人提出
有關臨時紓緩安排的要求。

渣打研紓困方案助困難客戶
受疫情影響，內地銀保監會早前要求

內銀對受影響的人延後還款期限及保險
優先理賠等，而在本港，中銀香港是首
間銀行帶頭推出抗疫措施，外界關注其
他港銀會否跟隨。
渣打香港昨表示，該行亦正研究不同

的紓困方案，協助出現資金短絀或經濟
困難的客戶，紓緩其財政壓力，詳情將
容後公佈。匯豐則表示會根據具體情況
作適當安排，又指匯豐保險早前已為人
壽保險客戶及其家人推出新型冠狀病毒
的特別保障。
經絡按揭轉介高級副總裁曹德明認

為，近年按揭貸款拖欠比率（超過3個

月）一直維持於0.02%至0.03%，低於
2003年沙士時逾1%，加上金管局2009
年後收緊按揭成數上限及壓力測試等，
因此借貸人的財務狀況大多穩健，相信
使用供息不供本大多為現時受影響之中
小企如零售、餐飲、旅遊酒店等服務性
行業，因為有關中小企或因資金周轉問
題而必須售賣物業作融資，但預計使用
有關措施之人士不多。

部分銀行或跟隨 影響料正面
曹德明又指，現時由本地大型銀行推

出有關措施，相信短期內部分銀行亦會
相應跟隨，對本港樓價有正面影響，並
且能紓緩現時社會氣氛以及減輕中小企
業主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 受肺
炎疫情影響，來港遊客近乎絕跡，藥妝店
莎莎國際（0178）於1月25日至31日新春
期間，香港及澳門零售銷售同比大跌
76.9%。公司並表示，全體執行董事將減
薪75%三個月，作為新一輪降低成本方案
的第一步。另外，肺疫也打擊內地客來港
投保意慾，彭博昨報道指有本港保險公司
旗下一個逾百人的經紀團隊，1月底起僅
有兩名經紀成功開出一份保單。

執董先減薪75%三個月
莎莎昨表示，新春期間香港的零售銷售按年急
降77.9%，因受新型肺炎疫情影響，內地訪港旅
客數人次大跌85.5%，且本地客消費意慾亦見低
迷。整體人流銳減導致整體交易量下跌54.4%，
當中內地客跌幅更達92.1%，而本地客則跌
8%。澳門零售銷售表現與香港相若，期內銷售
額同比跌73.4%，主要因整體交易量下跌，其中
內地客大幅下降76.5%，本地客則跌29.4%。
公司將大幅度加強減省成本的措施，以
減少虧損，包括縮減香港店舖網絡、減低
員工成本及降低庫存，而全體執行董事亦
將率先減薪75%三個月，作為新一輪降低成
本方案的第一步。莎莎上月中曾表示，暫定
計劃未來18個月內關閉約20%至25%的店
舖，大部分以受影響較大的遊客區為主。

保險公司銷售急跌98%
肺炎疫情也大大影響本港保險公司的銷

售。彭博昨報道，有本港保險公司旗下一
個逾百人的經紀團隊，自1月底以來只有兩名經紀
成功賣出一份保單，首月保費僅10萬元，較去年
同期的約500萬元急挫98%。
該團隊主管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他見過最糟

糕的情況，相較起來，去年香港社會事件造成的影
響都算不上是什麼了。團隊一位資深成員說，對內
地客的銷售「幾乎是零」。

零售協會：進超級寒冬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最新的調查顯示，自1月24日
起共10天的春節期間，大部分本港零售商的平均生
意額下跌高至50%，個別類別如珠寶鐘錶、化妝品
及服裝更大幅跌至八成，零售業正步入「超級寒
冬」；而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下，協會會員預
計2月至3月的生意額仍會下跌40%至60%，倘業界
未能得到及時適切支援，可能會出現大型結業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 新
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中資企業繼續大
力支持香港抗疫。廣東省駐港企業粵海
集團宣佈，啟動一級響應，堅決扛起責
任擔當，採取有力措施保障生產經營和
防控疫情，確保對港供水、對港生鮮供
應正常，全力保障香港的民生需求。

全天候測水質查管網
粵海集團於新聞稿披露，1月23日，
集團結合實際印發專門工作方案，對集
團及下屬企業疫情防控工作進行全面動
員部署，要求各部門、各公司講大局、
講政治，強化責任擔當，嚴密防控疫
情，確保萬無一失。
1月30日，集團董事長侯外林主持召

開會議，對疫情防控、供港保障工作進
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實，提出了明
確的工作要求。
考慮到疫情期間香港的用水量將大幅

上升，粵海集團下屬粵海水務把生產保
障和防疫工作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重要
任務來抓，制定具體工作方案和應對預
案，啟動一級響應，保障對港供水不受
疫情影響。春節期間，粵海水務選派素
質好、業務能力強的業務骨幹24小時值
班，增配一批供水搶修專車，加強原水
水質監測，加大供水設施和重點保衛目
標巡查力度，每天不間斷巡查管網，確
保疫情期間「零事故」，為香港社會和
廣大市民提供安全水、放心水。
全力保障生鮮食品供港，亦是該集團

的重要任務。作為香港生鮮豬肉市場主
要供應商之一，粵海集團旗下的廣南行
積極作為，加強協調溝通，多渠道組織
貨源，全力保障生豬供港。一是積極與
香港食環署、內地商務管理部門和海關
協調，保證貨物通關順暢。
二是及時組織省內活豬就近供應，最

高峰時一天供應活豬超過1,000頭，接
近平常供應量的 150%，佔供港活豬
57%的市場份額，近一周供港活豬累計
5,700多頭，及時補充了因外省交通原
因短期減少供應的活豬數量。

多措並舉保生豬供港
三是加強與生產場和供應商的溝通，

提高冰鮮豬肉和冰鮮雞肉供應量，近一

周在港銷售冰鮮豬肉330頭、冰鮮雞
2,600隻，確保了香港生鮮食品市場的
供應及價格的穩定。

粵海一級響應 保供港食水生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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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海集團啟動一級響應，全力保障香
港的民生需求。 資料圖片

■金管局歡迎中
銀香港支援中小
企的抗疫措施，
並鼓勵其他金融
機構考慮採取類
似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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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立橋保險集團行政總裁陳健波宣
佈，為支援香港及湖北省對抗疫情，立橋保險集團
(包括立橋人壽及立橋財險)將捐出合共1,000萬港
元，其中500萬元給予香港的志願機構，在香港進
行民間抗疫工作，及500萬元給予湖北省，支援包
括武漢在內的抗疫工作。

創板星企捐抗疫物資
另外，主要於新加坡從事食品供應業務之創板企

業Cool Link（8491）宣佈，已訂購50,000瓶消毒
產品美衛加，其中5,000瓶捐予內地、香港及新加
坡的醫護專業人員及有需要人士。此外，集團已訂
購逾200,000個口罩，並計劃捐贈予香港的有需要
人士。

立橋保險捐1000萬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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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下，特區政府加
強控制關口人流，有人造謠指本港將會出
現物資短缺。昨日，大米、杯麵、廁紙等
日用品出現搶購潮。在抗疫關鍵階段，謠
言容易引發市民恐慌，造成搶購潮，增加
防疫困難。政府一方面要主動澄清，加強
信息發放，及時向社會公佈物資庫存和供
應情況，減輕市民對供應不足的顧慮；另
一方面要有效打擊各種謠言，切實穩定人
心。

疫情來襲，人心虛怯，目前口罩、酒精
等醫療用品供應不足，更成為刻意製造謠
言者的機會。前日政府再次宣佈升級關口
管制措施，所有從內地回港的人都要強制
檢疫14日，網上馬上有謠言指，內地將沒
有廁紙供應香港，又說酒店業已在搶貨，
一些誤信謠言的市民馬上湧到超市、藥
房，將廁紙等物品一掃而空。到昨日又有
人誤傳可能連飲用水的供應都短缺，瓶裝
水、可樂等飲品也被掃貨，甚至有市民因
搶購而發生衝突。

這種不理性的哄搶行為，擾亂市場的正
常秩序，加劇公眾恐慌，給防疫添煩添
亂，需要立即澄清，以正視聽。政府前晚
發新聞稿，強調為確保物資和食物供應能
夠配合防疫，會豁免從事跨境運輸工作的
人士強制檢疫14日，只須採取適當的衛生
措施即可。多家食品供應商代表昨日舉行
聯合記者會，強調本港大米、蔬菜、肉

類、鮮魚等食品均供應正常，存貨充足，
市民無需擔心。

本港的蔬果、鮮肉大部分來自內地，但
強制檢疫措施只針對跨境人流，並不會影
響跨境貨運；至於米、麵、肉等日常食
品，供港產品貨源多元化，除了內地之
外，還有世界各地，市民根本不用擔心斷
供。

對於別有用心的造謠者曲解政府限制跨
境人流的防疫措施，製造社會恐慌情緒，
政府必須果斷打擊，切實維護社會穩定。
同時，政府要讓市民清楚了解物資供應的
情況，讓市民安心。同樣面對疫情威脅的
澳門，澳門政府開設了專門的疫情資訊網
頁，即時公佈每間藥房的防疫物資存貨數
目，每15分鐘更新一次，更附有藥房地址
及營業時間，讓市民清楚知道有多少數量
可買，澳門因此並無出現搶購日用品的情
況。本港可以借鏡澳門的經驗，商經局要
與各大商會、商販組織共同合作，設置網
頁、手機通信軟件，綜合主要日用品的資
料，每天更新，市民可了解到相關貨品供
應充足，自然安心生活，不再搶購。

本港奉行自由市場，食品和日用品的供
應由市場解決，但非常時期要有非常措
施，想避免再發生搶購潮，政府要主動介
入，整合資訊，加強市場供應信息透明
度，清除散播謠言的土壤，消除不必要的
社會恐慌。

及時公佈物資供應信息穩定人心
本港明日凌晨起實施防疫新舉措，所有經內地

入境的人士，入境後都要接受14天強制檢疫。新
舉措有利最大程度縮減跨境人流，盡可能篩查出
受感染病人，降低病毒傳入的風險，是加強防疫
的必要舉措。但是如何落實強制隔離檢疫措施，
仍存在不少疑問，如不能有效解決，隔離成效將
大打折扣。特區政府必須制定周全預案，有備無
患，加快準備隔離營的步伐，同時做好家居隔離
的務實方案，準確掌握所有集中和居家隔離的資
料，保證隔離者不能亂跑，阻止疫情在社區蔓
延。

政府最新防疫部署，將從明日凌晨起生效。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指出，嚴格執
行 14 天隔離的措施，本地新增感染才會減少直
至消失。可以預料的是，新舉措下，需強制集
中隔離、家居隔離的人數會急劇增加，如何妥
善安置並且監察需隔離檢疫的人群，對本港抗
疫是重大挑戰。香港居住環境狹窄，政府可供
隔離的場所非常有限，入境的非香港人士如何
隔離？如果是家居隔離，同住家人是否要搬
走？抑或家人一同隔離？以及如何防止被隔離
者不「出走」？是否有酒店接收隔離者等問
題，政府都在籌劃中，未有明確答案。這些問
題不解決好，市民自然擔心隔離能否有效落
實、能否做到萬無一失。

應對防疫挑戰，政府和社會各界要同心協力、
共同應對。首先，巿民要自律，明白為己為人都
要自覺隔離；在沒有足夠隔離設施下，需要在家
居隔離者，衞生署醫生應上門視察環境和給予建

議，例如被隔離人士的家人都需要戴口罩，以及
分房、分開用膳，減少交叉感染的機會；衞生
署、警方要堅決執行嚴厲措施，加強巡查，如果
發現有人擅離住所，應作出具阻嚇力的懲罰。

其次，政府還要加快尋找、建設隔離營的步
伐，而區議員、政客勿再政治化阻撓落實檢疫設
施。政府現時準備的檢疫中心包括麥理浩夫人度
假村、鯉魚門公園度假村、保良局賽馬會北潭涌
度假營，合共提供約90個房間，供與新型肺炎確
診患者有密切接觸及無病徵者入住隔離，但目前
已使用80個房間，政府擬徵用的翠雅山房旅館，
則因區議會、居民的強烈反對仍未落實。面對疫
情社區蔓延的威脅，增建隔離營刻不容緩，政府
可考慮在郊野公園搭建組合屋，配備必要設施，
以作隔離之用；同時呼籲商界、社會機構借出空
置而又合適的樓宇、學校，作為隔離營。防疫關
乎全港市民的安全和利益，無人可獨善其身，置
身事外，各界應群策群力，全力支持政府建設更
多檢疫、隔離設施。

第三，本港防疫承受巨大壓力，受現實情況所
限，在此敏感時刻，政府應呼籲非本港居民的外
地人士，暫時不要從內地來港旅遊、公幹，以免
加重本港防疫的負擔，增加社區擴散的風險。這
其實也是對外地人士健康安全負責，望各方體
諒。

阻止疫情社區擴散，是一場全民戰爭，政府要
增加透明度，及時主動公佈有關隔離的周全安排
措施，多宣傳爭取市民配合支持，而各界亦要同
舟共濟攜手抗疫，令隔離檢疫事半功倍。

落實隔離需周全預案保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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