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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難得迎來幾天平和的日子，店舖大

門還未來得及撕下農曆新年休市的紅紙，

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又讓香港

小市民陷入噩夢。疫情擴散，股市變色，

遊客絕跡，百業蕭條，各區人人搶口罩、

搶大米、搶廁紙。越來越多公司近日開始

放無薪假、減薪，甚至裁員，根據香港文

匯報的採訪，目前首當其衝都是零售、餐

飲及旅遊業，涉及職位達數十萬人。他們

基本上是手停口停的一群，驟失收入讓生

活陷入困境，加上奪命疫情脅迫，更感無

奈無助。記者過去數日採訪各行各業，打

工仔皆望政府「救人如救火」，盡早拿出

紓困措施，部分更不諱言希望財爺直接派

錢紓解民困。

逼放無薪假 疫境零收入
企業節流打工仔徬徨 籲財爺派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岑健樂、黎梓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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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及保險7.1%(27.42萬人)
行政及支援服務5.2%(20.08萬人)
公共行政3.0%(11.58萬人)

佔總就業人數
15.4%

(59.48萬人) 佔總就業人數
30.69%

(118.56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受新冠肺
炎疫情衝擊，本港經濟活動近乎冰封，零
售、飲食、旅遊、航空和酒店業受到打擊最
大，部分公司為節省成本捱過疫情，已掀起
放無薪假、減薪甚至裁員潮。綜合人事顧問
意見認為，下一波放無薪假潮恐到波及至會
計師樓和律師樓等專業人士，並指若到3月
初疫情未見好轉，環境未見改善，不排除零
售、飲食和旅遊業等裁員增加。上述各行業
佔全港總就業人數30.69%，即是近三分一
或118.56萬打工仔飯碗隨時受到影響。

會計師律師下一波勢危
安俊人力資源顧問董事總經理周綺萍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由於現時不能回
內地核數，會計師樓和律師樓可能要放無薪
假，大企業會先以放無薪假代替裁員，顯示
有中長期對抗疫情的準備。
周綺萍稱，現階段很難去統計本港有多少

僱員放無薪假，但相信大企業會先以放無薪
假代替裁員，希望可以捱過今次疫情低潮，
不過中小企的財政實力不及大型連鎖企業，
中小企的儲備金通常僅夠支撐到3個月至6

個月。然而，由去年下半年起的「社會運
動」已持續超過半年，中小企均期望今年會
有新開始，惟又遇上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她
稱不排除中小企會有結業潮。
被問及本港失業率會否因疫情而上升，周綺

萍認為現時的失業率未必會如2003年沙士般
急升超過8%，她預期失業率會升至4%至
6%。截至1月底，去年10月至12月的失業率
為3.3%。
雖然無法準確統計放無薪假的人數，但以
統計處的資料分析最受疫情影響的行業來
看，去年零售業、住宿及膳食服務的就業人
數約59.48萬人，佔2019年全港總就業人數
約386.28萬人的15.4%。若疫情惡化的話，
進一步會波及工商服務等行業，這些行業涉
及人數也有59.08萬人，連同上面的零售、
酒店餐飲業，總數就達118.56萬人，佔全港
總就業人數30.69%，即是近三分一打工仔
受影響。退一大步來計，即使只有5%人需
放無薪假，也有近6萬人短期失去收入。

疫情下月未停恐裁員潮
合眾人事顧問總經理蘇偉忠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訪問時認為，受疫情影響行業如零
售、飲業和旅遊等，目前要求僱員先行放1
個至2個星期無薪假，或暫時停業部分分
店，以觀望到3月初疫情的發展，希望可以
捱過今次難關，如到時仍未見好轉，不排除
開始裁員。此外，受持續的「社會運動」拖
累，企業的人事招聘或業務擴充已經減慢，
現時加上疫情打擊，企業請人會更保守，而
多數公司會在4月調整薪金，今年幅度可能
較去年更差，或低於1%至3%。

莊太量：NGO也受影響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除零售、飲食和
旅遊等行業受疫情打擊之外，因經濟活動減
慢，部分研究人員或非牟利組織(NGO)相信
也會受到影響。
而且，經過逾半年的「社會運動」，相信
中小企的儲蓄金所剩不多，僅捱多1至2個
月，希望疫情可以盡快穩定下去，以免加大
中小企的營運壓力。不過，他認為，目前的
失業率不會像2003年沙士般急速上升，預期
中短期會升至約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新冠
肺炎疫情令經已疲弱的香港零售業步入
「超級寒冬」，影響所及不論是前線或
是後勤員工。化妝品零售商莎莎國際
(0178)繼日前要求前線員工需在2月至4
月每月放12日無薪假後，昨日再決定裁
減香港區員工（2,500名）不多於3%，
即不多於75人，除前線外，亦向後勤開
刀，據悉包括企業傳訊部、法律部以及
莎莎網員工。

莎莎盼措施節省30%成本
除放無薪假及裁員外，莎莎同時考慮
由3月至5月短期減薪，高級管理層減
40%，基層員工減10%至15%。連同較
早前全體執行董事由2月起減薪75%共
三個月，集團希望一系列精簡架構措施
能夠在短期內節省成本約30%。
莎莎發言人表示，集團會繼續與業主

商討減租事宜。在這艱難時刻，管理層
希望員工及各界人士明白莎莎及零售業
現時面對的難關，上下一心，抱持正面
及樂觀的態度，攜手共渡時艱。
另一邊廂，周大福（1929）繼周一宣

佈港澳現有40多間分店暫停營業後，昨
日傳出進一步要求所有前線員工本月放
至少6天年假，以及1日額外有薪假
期，同時不發放600元勤工獎金及1,500
元超時津貼。

周大福本月各放6天年假
周大福發言人回應指，集團現階段沒
有裁員計劃，並採取靈活彈性的部署，
安排前線員工放6天年假，以及安排往
其他分店工作。為鼓勵員工在家學習，
集團特別於2月向每位員工額外發放1
天有薪的「在家學習假」，借助線上工
具在家學習。
發言人又解釋，由於2月前線員工的

上班時間均有所縮短，不存在超時工
作，故不符合相關獎勵津貼的發放原
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員
工被迫放無薪假當然係慘，但老闆也
要有生意才能維持公司。今次新冠肺
炎疫情令不論靠街客、熟客的中小企
同樣生意急跌，這些東主慨嘆不知自
己能支撐多久。

旺角小食店生意插七成
在旺角經營肥姐小食店老闆余先生
見記者做無薪假這個題目，即刻大吐
苦水，「現在每個人外出都戴口罩，
食嘢都唔方便，飲食業10間有11間
都麻煩」，他自己舖頭的生意已大跌
七成。至於會否安排員工放無薪假，
余生又大呻：「我哋有十幾個員工要
支人工，再加十幾萬舖租，皮費（開
支）好重，家生意額得返平時三
成，預咗要蝕。唔會叫員工放無薪
假，叫佢哋放多啲假，第時市況好啲
再返多啲工，拉上補下！」

由於業主不肯減租，加上舖位只有
100呎，他正計劃租約期滿後就搬去
面積更大的舖位，現在已有幾個業主
跟他接洽。余生相信，疫情會持續一
段時間，「去到拜山果陣（即4月4日
清明節）都搞唔掂，要等扒龍舟（6
月25日端午節）先搞得掂。」

補習社學生減少逾一半
至於在荔枝角經營補習社的沈小

姐，現階段也沒有讓員工放無薪假的
計劃，不過她得悉有個別補習社收生
不足，3月起要停薪，而在她舖位對
面的補習社亦已在農曆新年後停業。
沈小姐的補習社共有約190個學生，
現在只有70、80個學生來補習，由每
班4人至6人減至2至3人，其餘已預
繳學費的會安排補堂或轉遙距視像，
暫時預計收入會下跌一半。
與其他行業略為不同，沈小姐的補

習社目前仍未到「捱租」階
段，因為學生是預繳補習費，
所以仍能交租及支薪，但由於
授課減少，老師薪金無可避免
會減少，故希望商場及發展商
能減租共渡時艱。
被問及政府建議補習社停

業，沈小姐直言難以配合，除
非政府肯資助或代繳租金。如
疫情仍未能消散，學校3月都
未能復課的話，補習社也可能
要停開，她認為救人如救火，
政府現在就好應該即刻推出紓
困措施減輕中小企負擔，再等
都已經執笠了。

政府不作為
中小企等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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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壞逾118萬人丟飯碗

家住葵青的朱先生從事物流業，年約
60歲，原本一星期工作5天至6

天，如果全月沒有請假，可額外得到
1,000元勤工獎。但受近日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不少店舖都縮短營業時間甚至結
業，公司生意額大減，其老闆先是取消了
朱先生的勤工獎，繼而強迫他一周放2天
至3天無薪假，令他收入大減。為保住飯
碗，朱先生只能無奈接受這些安排。

百物騰貴「簡直黐線」
朱先生形容這是「無妄之災」兼「禍

不單行」，先是修例風波引發社會衝
突，令公司業務停滯不前，年終花紅至
今未有聲氣。後有肺炎疫情所迫而放無
薪假，加上現時百物騰貴，他自言撐不
下去，「食碟飯最平都四五十蚊，豬肉
仲要成百幾蚊一斤，簡直黐線。」生活
捉襟見肘，眼看澳門政府接連派錢，朱
先生坦言，現時政府唯一能幫到他的，
只有派錢，有錢才有飯開，「希望（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開倉賑災，向基層人

士派錢10,000元，同時加交通津貼金
額，紓解民困。」

跨境司機近1月食白果
另一位同樣做運輸的大型貨車司機李

先生，主要走香港及內地線，他屬於公
司合約下的自僱人士，雖然跨境貨車司
機屬豁免檢疫之列，但因應內地農曆新
年長假及疫情發展等影響，公司為安全
計決定在假後至今都不接新單，變相令
依賴運送單數計薪的李生亦陷入「自製
無薪假」中。作為一家五口生活支柱，
李生由上月20號休假至今近4個星期，
已失去約2萬元收入。復工遙遙無期，
只能間中做接送司機幫補收入，但面對
收入大減、生活用品價錢飛升，「現時
無必要都不出街，一個口罩成十蚊，仲
要買不到，要留畀仔女用，」而自己只
好終日屈在家中。
市民少出街，多了人在家煮食，按理

豬肉檔生意應該大好，但在街市賣豬肉的
莊先生也被逼放無薪假。原來自從去年爆

發非洲豬瘟後，豬肉來貨價一直昂貴，市
民多了食雞、魚及牛肉，檔口生意已經轉
差，肺炎疫情爆發後，情況雪上加霜，
「有熟客話屋企無咩口罩，又話驚有交叉
感染，所以唔敢成日落街市買嘢喎，去都
去超市。」
由於人流下跌，現時豬肉檔生意下跌

約兩成，檔主因此亦減少幫手的員工，
要求莊先生一周要放1天至2天無薪
假，令他的收入少了一截。莊先生希望
疫情能盡快過去，同時希望陳茂波在財
政預算案中「派多D糖」，「我屋企有
三條『化骨龍』等着我養，希望波哥做
下好心 !」

正職轉兼職再放無薪假
在太子旅遊區時裝店任職售貨員的利

小姐，去年下半年起因應內地旅客大
減，在老闆要求下，去年10月由正職轉
至兼職，每月收入大減六成，近來疫情
逐漸擴展，在新年期間，老闆以生意慘
淡為由，再要求利小姐放無薪假至另行

通知。利小姐表示，零售業自去年下半
年起，經營環境嚴峻，幾乎每日都跑不
足數。零收入下，現時銀行戶口只剩下
數千元的她，感到十分徬徨。她曾往其
他店舖見工亦不獲招聘，但她指不會怪責
老闆，因為老闆壓力更大，在大量貨品積
壓下，每月仍要負擔近數十萬元租金。

外判清潔工貼錢打工
疫情下，清潔業成為基層中最能保證

「有工開」的新貴，但亦面對另一種困
境。在國際大企業外判清潔承包商工作
的王太，需每日早上6時回公司，趕在
員工上班前，提供潔淨工作環境，站在
衛生最前線，但外判公司並未有提供口
罩等設施，反而要求員工自備。由於每
日工時短，王太的日薪只有約150元，
扣去車費及假期，月入約3,000元，以
幫補原本已捉襟見肘的生活費，現時個
人清潔用品的開支大增，「買不到口
罩，有貨的要幾百元一盒50個，要貼
錢打工。」

■有旺角小食店生意較昔日大跌七成。
資料圖片

■■連日來以良心價供應口罩的莎莎連日來以良心價供應口罩的莎莎
繼續與各舖業主商討減租繼續與各舖業主商討減租。。 中通社中通社

■新冠肺炎疫情擴散下，數十萬零售、餐飲及旅遊業職位岌岌可危，打工仔期望政府盡早拿出紓困措施。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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