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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推半年按揭「還息不還本」減醫患還卡數不便逾期費



(

為全力支持本地抗疫工作，及緩減因

還息不還本

疫情對各行各業及客戶帶來的衝擊，中
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昨日宣佈
推出多項金融服務紓緩措施及費用減免
或優惠，包括由明日開始推出「還息不
還本」的按揭貸款紓緩計劃措施；減免
參加疫情防控的醫護人員、確診患者等
信用卡透支因還款不便而產生的逾期費
用和利息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昨日
中宣佈，將由明日起至
8 月 31 日推出

「按揭貸款紓緩計劃」 ，為按揭貸款客
戶提供「還息不還本」措施，有需要的
客戶可辦理及申請。凡供款一年或以上
及還款記錄良好的客戶便可申請，以享
有 6 個月暫還利息不還本金的安排。面對
供款壓力較大的客戶亦可提出豁免逾期

消防處：
◆防火單位周內會繼續為市民提供基本及有限度服
務，包括各類牌照申請、危險品車輛驗車申請、
新樓宇消防設備驗收、通風系統驗收申請、圖則
審批和處理有關樓宇消防安全改善工程事宜等
司法機構：
◆原訂由明日至 16 日於法院或審裁處進行的所有聆
訊一般將延期至另行通知的日期
◆繼續處理緊急和必要的聆訊或事宜，包括新羈押
案件、緊急和必要的刑事事宜包括保釋相關聆
訊，及其他向法庭提交的緊急申請
勞工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
肺炎疫情下，香港全民抗疫。香港昨
日凌晨開始在機場及陸路口岸採取強
制檢疫 14 天的措施，各項配套、人
手需求大增。據了解，童軍總會管理
層昨早向部分童軍領袖發信息，表示
民政事務局緊急要求童軍人員協助防
疫工作。在童軍總會義務工作的天文
台前台長林超英表示，童軍一向都在
社會有需要時就會出動提供協助，是
次響應政府號召是童軍傳統的一部
分。
童軍總會於本月 5 日發起「香港童
軍－童心抗疫」活動，呼籲童軍懷着
武士聖佐治的精神，充分發揮助人自

◆職業介紹所事務科會於星期一至五即上午 9 時至
下午1時提供櫃位服務

稅務局：

◆3 個辦事處服務時間為周一至五由上午 9 時至中午
12時
◆差餉物業估價詢問處的開放時間將調整為周一、
周二及周四上午8時15分至下午1時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各辦事處：
◆服務櫃枱將於明日至 16 日暫停開放，已預約的櫃
枱服務及會面亦會被取消
◆會酌情處理於 1 月 31 日申請限期後收到的在職家
庭津貼申請及以個人為申請單位的鼓勵就業交通
津貼申請
水務署：
◆灣仔客戶服務中心開放時間為周一至周五早上 10
時至下午 4 時，提供有限度服務處理牌照事宜和
緊急重新接駁供水申請，賬戶查詢則可致電 24 小
時客戶服務熱線2824 5000
◆大角咀、沙田、大埔和屯門的客戶服務中心繼續
暫停服務
◆例行抄讀水錶繼續暫停，就用水周期在這段期間
到期的賬戶，水務署會向有關用戶發出估算用水
量的水費單
郵政局：

助的精神，立即展開各樣防疫工作，
貢獻社區。
據悉，民政事務局要求童軍總會派
出義工到西貢戶外康樂中心及曹公潭
戶外康樂中心兩個禁閉式營地，協助
分發物資、巡邏等工作，每更工作 8 小
時。有童軍領袖表示，該招募屬於自
願性質，估計是政府無法在公務員體
系，包括警察、消防和救護人員中找
到足夠人手，才向童軍招手。
林超英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童
軍口號是「日行一善」，誓詞內容包
括「先顧自己、再顧別人」，在香港
有過百年歷史的童軍，一向在社會有
需要時就會出動幫忙。

他舉例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侵
略香港前，童軍已經出動擔任救護
隊，童軍亦曾經在多次風災火災後，
協助支援和分派物資的工作。這次童
軍總會回應政府的呼籲，只是童軍傳
統的一部分。
林超英強調，童軍希望培養青年服
務社會的精神，在社會有需要時一定
樂意幫助，又直言任何事都有一定風
險，總會一定會照顧成員的風險管
理，不會做無準備的事，不會「送人
做炮灰」。

陸頌雄：政府應供應保護裝備
身兼童軍新界第 1535 旅旅務委員會

懲教員助製口罩
網民：辛苦你們

◆兩所職業健康診所及職業醫學組繼續停止開放，
已預約服務者將獲個別通知預約安排
◆明日開始，除商業登記署、印花稅署、中央詢問
處外，暫時停止其他服務

不過，該計劃暫不適用於「按揭保險計
劃」、「租者置其屋」、「居者有其
屋」、未補地價公營房屋、公務員貸款計
劃、涉及發展商二按計劃等。
同時，為全力支援抗疫人員，與參加疫

新 型 冠
狀病毒肺炎
持續，口罩
供應短缺，
特區政府早
前表示，懲
教署將 24 小時生產口罩，
將產量由現時每月 110 萬個
增至 180 萬個。懲教署「更
生先鋒計劃」昨日在社交媒
體貼出多張製造口罩情況的
圖片，表示一批懲教人員已 ■懲教人員製造口罩。
懲教署「更生先鋒計劃」fb圖片
加入協助製造口罩。
員，你又識得幾多個呢？當中，仲有一啲曾經
連同在囚者每日分三更製罩
同你一齊共過患難，伴你成長嘅 RPP 成員！你
懲教署早前招募在職或退休人員擔任義工， 又搵唔搵到呢？」
不 少 網 民 留 言 表 示 感 謝 。 「Chung Pui
參與口罩生產，超過 800 人報名。他們將連同
在囚者每日 24 小時分三更製造口罩，估計每月 Billy」說：「真的十分感謝真正為香港的公務
員。」「He Manbb」道：「個個做到睇雙眼
可生產250萬個口罩。
有關計劃前日正式啟動，懲教署「更生先鋒 已知很疲累！辛苦你們。」「Rebekah Chan」
計劃」Rehabilitation Pioneer Project - RPP 專 亦向各位無私的義工獻上最崇高的敬意。有網
頁晚上就貼出多張製造口罩情況的圖片，也發 民 更 詢 問 如 何 加 入 義 工 行 列 ， 如 「Carrie
文表示「大家估下呢班咩人？工廠妹？工廠 Yim」問：「如何參加做義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仔？No！No！No！佢哋其實係一班懲教人

$

◆明日至 16 日期間會於周一至五上午 11 時至下午 3
時及周六上午9時30分至下午1時開放
◆ 提供隔天郵件派遞及郵箱收信服務，特快專遞維
持周一至六的收寄及派遞
民政事務總署：
◆除深水埗區外，各區民政諮詢中心星期一至五上
午 11 時至下午 3 時開放（梅窩的民政諮詢中心則
為周一、三、五上午 11 時至下午 3 時），並會提
供辦理作私人用途的聲明或宣誓服務
渠務署：
◆繼續維持緊急及必要的公共服務
◆24 小時渠務熱線 2300 1110 維持正常運作，一般
查詢電話及接待處服務繼續暫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踢爆泛暴謊言煽罷 工會：港鐵已備口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繼「醫管局員
工陣線」罷工失敗後，另一個由泛暴派主導
成立的港鐵工會「港鐵新動力」也企圖借疫
情搞工潮。該會聲稱不滿港鐵對員工防護物
資不足，於日前表決通過罷工。不過，香港
鐵路工會聯合會踢爆，資方已訂購兩萬盒口
罩派予全體同事使用，解決物資不足問題，
並批評泛暴派工會將乘客當作籌碼，愧對乘
客。
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主席林偉強透露，港鐵
訂購的兩萬盒口罩，昨日已有一批到貨。港鐵

正在檢討派發計劃，下周一公佈。
林偉強表示，工會希望港鐵盡快將口罩按實
際需要派發給員工，保證員工工作期間有足夠
保護，避免感染病毒，並將繼續跟進口罩問
題，並呼籲員工有建議可聯絡工會。
對有泛暴派工會聲言要罷工，林偉強強調，
港鐵是香港的交通命脈，「（罷工）豈不是大
家同歸於盡？」他強調，雖然現時面對前所未
有的困難，但認為愈困難愈需要團結一致，發
揮專業精神，盡顯鐵路人精神，並再次呼籲大
家堅守崗位，齊心抗疫。

醫局防疫裝備約有一個月存量

◆除職業介紹所事務科的櫃位服務外，其他櫃位服
務會繼續暫停

暫不適用於
「按保計劃」
等

情防控的醫護人員、確診患者、正在進行
隔離的疑似個案患者及其配偶，疫情期間
其工銀亞洲信用卡透支因還款不便而產生
的逾期費用和利息將獲減免。今年將被收
取個人信用卡年費的信用卡客戶，亦將獲
自動豁免所有個人信用卡本年度年費。
由即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客戶透過
網上銀行、手機銀行或分行以整額方式認

響應政府號召 童軍協助防疫

政府部門最新服務安排
因應政府部門特別上班安排延長及減低疫情在社區
擴散的風險，多個政府部門昨日公佈服務最新安
排。

供款之罰款費用。

購價值港幣 10,000 元（或
其等值）或以上之基金產
品，可享 1%的認購費優惠，
且次數不限。
昨日開始至本月28日，工銀亞洲
「理財金賬戶」客戶經網上銀行或手機
銀行開立「活期寶」賬戶，並存入全新資
金至「活期寶」賬戶，港幣儲蓄存款可由
存入款項的首日起至上述優惠期完結前獲
享儲蓄存款年利率及每個指定階段的額外
年利率優惠，高達2.08%。
由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個人銀行客戶
通過手機銀行以「工銀速匯」匯出款項
可享手續費全免優惠；而企業客戶通過
企業網上銀行以「工銀速匯」匯出款項
則可享手續費五折優惠。

主席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
示，暫未收到相關邀請，但童軍在制
服團隊中所佔的人數最多，政府發出
邀請並不出奇。
他認為參與童軍活動的人，都持「日
行一善、為國家、社區出力」的理想，
相信有不少會參與義務工作，惟當局必
須為義工提供適當培訓和保護裝備，以
確保義工安全。

林大輝盼有能力者多幫忙
童軍總會九龍地域名譽會長林大輝
則表示，任何可以幫到防疫的工作都
是好事，希望有能力的人多幫忙、多
貢獻，防疫工作便會做得更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保護裝備需求
急速上升，有醫護人員擔心防疫裝備不足。醫管
局聯網服務總監楊諦岡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承
認，醫管局現時的防疫裝備約有 1 個月的存量，
但強調會以確保能保護醫護人員為原則。上月
初，醫管局已加快訂購防疫裝備，訂單數量也由
3個月增至6個月。
楊諦岡表示，公立醫院的外科口罩上月使用量
較多，1 個月的使用量便等於 5 個月。除了已分
派給各部門的數量，目前存倉口罩預計只可使用
約 1 個月，現時存貨有 1,600 萬個，而保護衣的
存倉量共有約220萬件。
他解釋，醫管局於上月初已增加訂購防疫裝
備，訂單目標更由 3 個月提升至 6 個月的分量，
但礙於全球供應鏈出現問題，如全球供應短缺、
原材料供應緊張等，供應商也未能確定何時能夠
到貨。

採購難 續與供應商溝通

特區政府正在協調不同關卡，2 月份仍有防疫
裝備供應，但楊諦岡承認，在採購上有一定困
難，但會繼續與供應商溝通，而醫管局 7 個聯網
也會謹慎控制存倉量並謹慎使用，並會每日監察
存倉量，但若口罩供應再有延誤，政府承諾會將
手頭上物資先給予醫護人員使用。
他續指，醫管局已有多手準備，或會減少非緊
急服務，以減少保護裝備的使用，包括延期預約
檢查，如耳鼻喉科服務等，以維持抗疫、生育手
術等緊急服務。

下月花展取消 陸上康體停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康文署昨日宣佈，因應新
冠肺炎疫情，原定下月在維園舉行的花卉展覽將會取消，
以減低社交接觸和病毒在社區傳播風險。
康文署同日宣佈暫停處理免費及收費的陸上康體設施預
訂申請，包括暫停接受預訂轄下婚禮場地、露天劇場及免
費康體場地作非指定用途或銷售活動，直至另行通告。

圖書館續供電子書等網上服務
康文署早前已宣佈，多項文康設施暫停開放至本月 17
日，包括體育館、運動場、草地球場、公眾游泳池、博物
館、表演場地、公共圖書館及附設之自修室等。不過，圖書
館將繼續提供電子書及電子資料庫等網上服務，城市售票網
亦會維持網上及流動應用程式購票及票務熱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