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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申款加碼 補貼受影響行業社群

政府申撥

250 億

支援受疫情影響行業及群體
向醫管局發放額外 47億元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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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港 20 萬低收入家庭提供特別津貼，平均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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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月娥昨日在政府跨部門記者會上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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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合約清潔工和保安員，每人每月提供防疫津貼

1,000元

繼續斥資全球採購口罩

關，香港特區行政長

多渠道加緊全球採購

人每月額外津貼 1,000元

2019年-2020年學生津貼加多 1,000元至3,500元

津貼 8萬元

各行各業渡過疫情難

防疫津貼，包括用於為清潔工、保安員提供每

向弱勢社群捐贈 160萬個口罩

向持牌旅行社、持牌小型食肆、合資格零售商發放一次性

為協助香港市民和

為公私營住宅物業提供一次性 2.6 萬元

5,000元

向持牌大型食肆、工廠食堂發放一次性津貼 2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口罩依然是市面上最短缺的抗疫物資。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物流署已加緊全球採購工作，特區
政府亦會將近日收到的 160 萬個口罩，全數透過非政府機構轉贈予長者
等弱勢社群，與他們共渡時艱，並宣佈特區政府將資助商界在香港建立
口罩生產線，及研發生產可重用口罩。

對本地口罩生產商資助數百萬元作啟動資金並承諾一定的口

支援基層

罩採購量
資助研發可重用口罩
為承建商提供一次性防疫撥款，為近 24萬地盤工提供一

向持牌小販發放一次性津貼 5,000元

次性津貼加強防疫裝備

金，包括向醫管局發放額外 47 億元資助；向全港 20 萬低收入

向獲分配入住火炭駿洋邨及粉嶺暉明邨的公屋輪候家庭發

支援會展業、文化事業、演藝團體、創科業，尤其科學園和

家庭提供平均每戶 5,000 元的特別津貼；向弱勢社群捐贈 160 萬

放一次性特別津貼 6,000元

數碼港租戶

官林鄭月娥昨日宣佈
將會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不少於 250 億元撥款作防疫抗疫基

個口罩；向受疫情影響行業、清潔工人等發放一次性津貼等。同
時，政府會增加口罩供應，包括破天荒在財政上支持本地商家口

為與職訓局合作的培訓機構提供及時資助

援助醫護

罩生產；加強檢疫措施包括突擊檢查受強制檢疫者等。特區政府

為直資或資助的幼稚園和幼兒中心提供資助

將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不少於 250 億元一次性「應急費」的撥

由懲教署、香港海關、消防處和入境事務處人員協助上

款，並希望財委會可於下周舉行特別會議開始審議，以盡快落實。

門突擊檢查受強制檢疫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區政府日前宣佈成立 100 億元的防疫抗疫基
金，林鄭月娥昨日在政府跨部門記者會上交代
詳情。有關建議措施涉及加強全城防疫、支援因疫情
受創的行業和員工及支援因停工停課而受影響的基層
三方面，而有關開支亦「起碼」至250億元。

特

低收入戶平均派 5000 元
林鄭月娥形容，香港已處於一個公共衛生的緊急狀
態，為確保抗疫工作持續有效進行，必須保障前線工
作人員的安全，故基金將向醫管局發放額外 47 億元
資助，及為公私型住宅物業提供一次性 2.6 萬元防疫
津貼，包括用於為清潔工、保安員提供每人每月
1,000 元額外津貼，政府合約清潔工和保安員，每人
每月亦可獲得 1,000 元防疫津貼，並會加強工地的防
疫措施，包括為承建商提供一次性防疫撥款，為近24
萬地盤工提供一次性津貼加強防疫裝備。
為緩解停工停課對基層家庭的影響，林鄭月娥表
示，基金將向全港 20 萬低收入家庭提供特別津貼，
平均每戶 5,000 元，且毋須經過審核。因應學生遠程
上課可能增加的開支，2019/2020 年學生津貼將加多
1,000 元至 3,500 元。因應火炭駿洋邨及粉嶺暉明邨將
暫作隔離設施，基金會向獲分配入住該兩處公屋的輪
候家庭發放6,000元額外津貼。
香港部分行業受疫情影響嚴重，為避免大規模倒
閉及裁員，林鄭月娥指，基金將直接向多個受疫情
影響的行業發放一次性津貼，包括向持牌大型食
肆、工廠食堂發放一次性津貼 20 萬；向持牌旅行

津貼學生



提供津貼。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由於很多商界朋友
願意在香港建立口罩生產線，特區政府一直大力支

提升手機發放防疫緊急信息效率

救助零售

口罩稀缺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林鄭月娥表示，除將
繼續斥資在全球採購口罩外，會主動聯絡和直接資助
本地私營企業建立本地口罩生產線，及資助可重複使
用口罩的研發生產。此外，特區政府早前獲社會人士
捐贈 160 萬個口罩，林鄭月娥表示會透過非政府機構
全數轉贈予長者及低收入家庭等弱勢社群。
特區政府將會向財委會申請不少於 250 億元的一次
性撥款，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已向財委會主席陳
健波提出，希望於下周就舉行特別會議審議有關撥
款，「我們希望透過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撥款能夠盡
快落實這些相關措施，有了應急費便令我們可以按疫
情的最新變化作出迅速回應……在此我懇請立法會議
員可以支持我們這項撥款和落實的工作。」

持，並與他們保持聯絡並提供協助，如今更直接資
助私營企業，「畀錢佢哋」建立本地口罩生產線，
及研發可重用口罩，最終目標是讓每一個市民都有
可重用、耐用的口罩。
在為全港 20 萬低收入家庭提供 5,000 元一次性津
貼方面，林鄭月娥強調，受助人毋須先經過審查，
「我們不會慢慢審核他是失業或是半就業來決定，
是所有這些低收入家庭都會獲每戶平均 5,000 元津
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林鄭月娥表示，明白社會十分關心個人保護物資，尤其是口罩的
供應問題。面對全球口罩供不應求的問題，特區政府物流署會繼
續多管齊下，盡全力加緊全球採購工作，「我們現時的做法是主
要透過直接採購，不是價低者得，且已用了最快捷的方法進行採
購。」
她續說，各政策局和部門亦已加大力度去壓縮部門口罩的
需求，現時已將每月總用量壓縮至約 800 萬個，且絕大部分
是必要、緊急、與防疫及抗疫有關。同時，要確保政府合約
外判清潔工人及全港公私營安老和殘疾人士院舍的口罩充
足，目前該兩類人士每月合共需要 170 萬個口罩，特區政
府庫存量約足夠應付兩個月需求。
林鄭月娥表示，理解市民搶購口罩的情況，因此決定將
近日幾批本來是捐贈予特區政府的合共約 160 萬個口罩，
全數轉贈非政府機構，再派發予長者等弱勢社群。
她同時宣佈，特區政府會資助商界在香港建立口罩生
產線，及資助研發及生產可重用的口罩，「我們的目標
希望最終能夠令到每一位市民都有一個可以耐用、可重
用的口罩。」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補充，過去一個月，不
少有心者或工業家均表示，如能將口罩生產線帶返香
港，可紓緩供應緊張問題，而獲特區政府委託為顧問的
生產力促進局亦接觸幾十名有心者，他們均認為先決條件
是要有清潔的廠房、充足的機器及原料和穩定的訂單。
他續說，特區政
府會向能在香港設
廠生產外科口罩企
業提供每條生產線
數百萬元的資助，及
協助物色廠房，務求
及早投入生產。特區
政府亦承諾未來一段時
間在該些生產線有一定
數量的採購，以確保他們
有足夠訂單維持運作。
同時，創新科技署及科
學園還會為商界提供研發生
產可重用口罩的資助，希望
可以減少我們對一次性口罩的 ■ 特區政府宣佈將近日收到的 160 萬個口罩，全數贈予
長者等弱勢社群。
資料圖片
需求。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滯鄂港人研分批接返

資助本地企業生產口罩

為口罩破陳規 「打本」
助私企
全港正處堵截病毒擴散的非常
時期，特區政府亦在 100 億元防疫
抗疫基金中，推出多項打破常規
的措施，包括直接「打本」資助
私人企業建立本地口罩生產線，
及不需審核地為所有低收入家庭

提升家居檢疫電子監察

社、持牌小型食肆、合資格零
售商發放一次性 8 萬元津貼；向
持牌小販發放一次性 5,000 元津
貼。
為幫助部分行業在疫情結束後，繼
續在香港蓬勃發展，她表示，基金將
支援會展業、文化事業、演藝團體、創
科業，尤其科學園和數碼港租戶。出於防
疫需要，許多培訓活動已經取消，幼稚園亦
因停課而經營困難，與職訓局合作的培訓機
構，以及直資或資助的幼稚園和幼兒中心亦會獲
得資助。

資助研發可重用口罩

250億抗疫基金 援醫護扶弱勢

幫補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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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就治療病
人提供可行的協助和
跟進；派出專職小隊到
日本，為船上港人設立專門
熱線，向他們提供最新的資訊，以
及醫護、情緒、翻譯等多方面的支援。
鑑於日本政府開始讓 80 歲或以上、通過病
毒測試住在無窗房的長者，可落船在陸上接受隔
離，鄭泳舜希望有關安排分批擴展至其他旅客，例如將
年齡門檻降至 70 歲或以上，下一步降至 60 歲以上，甚至為所
有船員做病毒測試。
他強調，就鑽石公主號港人返港安排，當局須制定全面方
案，例如包機，並盡早向公眾交代，該批人士回港後，是否
要繼續隔離或檢疫，令大家安心。

補貼食肆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文森 ) 特
區政府因應新冠肺炎疫
情，於上周六（8 日）實施新的入
境措施，從內地入境者須強制檢疫 14
天。食物及衛生局昨日透露，過去數天，有 3 名
接受強制檢疫的港人企圖離開香港，律政司及衛生
署正研究提出檢控。為加強防疫，由今日開始除警
隊外，4 個紀律部隊包括消防處、入境處、海關及懲
教處人員都會加入協助突擊巡查。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共有 5,362 人須接受檢疫
令， 當中 4,782 人為本港居民，580 人為非本港居
民；超過 95%在家檢疫，其餘在政府檢疫營或酒
店。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透露，大部分接受強制
檢疫的人士都較自律，早前有兩人未能分享實時地
點，已交予警方調查。其中一人是老伯，當時離家
買食物，衛生署人員事後解釋強制檢疫期間不得外
出，如有需要社會福利署可提供協助。他已承諾不
會再違反檢疫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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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上門突擊檢查 通訊軟件報位
另一未能分享實時地點的檢疫者為一名老婦。由於
她提供的地址不清楚，警方上門時未能找到她，後來
已經聯絡上。她表示會之後一直留在居所。
不過，有 3 名接受強制檢疫的港人曾企圖離開香
港，被入境處及衛生署截獲，其後被送到 24 小時看
守檢疫營。衛生署及警方正蒐集證據，提交予律政

司考慮檢控。林鄭月娥強調，一定會從嚴處理，以
達阻嚇作用。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記者會上宣佈，由今日開
始，除了警方外，另外 4 個紀律部隊的人員都會參與
突擊檢查工作，包括消防處、入境處、海關及懲教
署的人員。在執行突擊檢查的時候，人員會穿着他
們所屬部門制服或部門背心，及出示部門證件。
衛生署同日晚宣佈委任紀律部隊人員協助上門突擊
檢查受強制檢疫者，確保在《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
規例》下須受檢疫人士留在居所進行強制檢疫。
除上門突擊檢查外，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將透
過通訊軟件的實時地點分享功能，監察受檢疫人士的位
置，並會與受檢疫人士進行視像通話。衛生署亦會致電
受檢疫者，以確保他們留在居所。
所有受檢疫者必須嚴格遵守檢疫令，如任何人未
有全時間留在強制檢疫的居所，政府會因應需要要
求有關人等立即佩戴電子裝置或入住禁閉檢疫營，
並會考慮對沒有遵守強制檢疫令的人士作出檢控，
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入獄6個月及罰款2.5萬元。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 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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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鄭治祖）目前仍停泊在日
本橫濱港的鑽石公主號郵輪，昨日證實再多
一名港人確診新型冠狀病毒，令船上港人確診個案增至 11
宗。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昨日透露接獲郵輪上的港人求
助，指其確診染上新冠肺炎的父親獲安排送院治療，但因
言語不通而令家人非常擔心。他要求特區政府為船上港人
提供翻譯和顧問等支援，及盡快決定會否派包機接在「鑽
石公主號」的港人回港。特區政府則表示，已向日本政府
提出盡早讓船上港人上岸接受隔離及測試，並會安排他們
盡快返港。
日本政府昨日讓鑽石公主號郵輪上檢查為武漢肺炎陰性、
80 歲以上且本身患有疾病等部分高齡旅客下船，並送往埼玉
縣稅務大學校安置等待觀察期結束。厚生勞動省要求仍在船
上的 3,400 多名旅客與船組員，在下周三觀察期結束前必須待
在船上客房等處待命。
鄭泳舜昨日透露，他昨日上午接獲收到一名郵輪上港人的求
助，對方指其父日前確診染上新冠肺炎，並正安排送院治療。他
雖獲准陪同，但因言語不通，加上其父親是年逾80歲的長期病
患者，必須留意藥物劑量，令家人感到非常擔心。
為此，他昨日約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並向她提出4
項訴求，包括盡快向日本方面了解所有確診染病港人的詳細

政府：向日方提上岸隔離檢驗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駐東京
辦事處聯同香港入境處人員正為鑽石公主號郵輪約 330 名港
人，提供一切可行協助，當擬定好醫療保障、檢疫配套及交
通安排的具體方案後，會盡力、盡快安排他們返港。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補充，特區政府已經向日本當局提出盡
早讓船上港人上岸接受隔離及測試。據知，日本政府有關部
門會為船上所有 70 歲以上人士先進行快速測試，並以 80 歲以
上人士優先，「據知船上有一名 80 歲以上港人，他在接受測
試後如結果呈陽性會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如屬陰性則可選
留船上或轉往陸上繼續隔離。」
鑽石公主號的 14 天隔離將於下周三結束，李家超表示，保
安局已成立一個由保安局、入境處、食物及衛生局、衛生
署、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運輸及房屋局成員組成的工作小
組，協助船上港人盡快返港，並會聯同中國駐東京大使館、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特區駐東京經濟貿易辦事處跟進事
件，了解日本當局何時容許他們下船、離開日本，及是否分
批等細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武漢封
城、湖北交通停滯，逾 2,200 名港人正滯留
當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
透露，特區政府正評估在鄂港人的返港安
排，在解決交叉感染、提供足夠檢疫地點
等技術性問題後，會盡快啟動在鄂港人返
港的方案。
聶德權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特區政府
共接獲 1,100 宗在鄂港人的求助，涉及逾
2,200 人，多數為探親，並沒有預料到滯留
的情況。他們分散在省內 30 多個城市，更
包括恩施、十堰等較為偏遠的城市。

兩批藥物已送予 30 人
針對部分在鄂港人日常用藥耗盡的問
題，聶德權表示，特區政府駐武漢經貿辦
一直與他們保持密切聯繫，現已安排為 90
名需要服用香港供應藥物的人士送藥，政
府與衛生署和醫管局甚至私人醫生合作，
幫他們拿到所需藥物，如今兩批藥物已分

別送抵予 30 人，第三、四批藥物已於昨日
運抵武漢，第五批藥物正在運送途中。
他直言，因為在湖北的港人較為分散，藥
品將先集中在武漢，再向各地分發，雖然湖
北目前交通不便，但特區政府一直在做送藥
的工作。有非政府機構亦開設情緒諮詢熱
線，並提供在線醫生等方法。
聶德權表示，特區政府正評估在鄂港人的
返港安排，包括與不同部門規劃，在考慮公
共衛生風險的情況下，尋求切實及可執行的
方案，但目前暫時未有具體方案或時間表。
他解釋，除了要處理回港途中避免交叉
感染等細節安排，還要有足夠容量的檢疫
地點。由於身在湖北港人人數眾多、安排
返港將需分批進行。
聶德權表示，目前香港檢疫中心用量約
為九成，已接近飽和，故希望地區人士配
合，令政府盡快有檢疫地點。屆時，特區
政府會與內地有關部門跟進，並盡快啟動
返港方案。

單日低見 3000 訪港客
業界：新措施雪中送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 香港旅遊
業去年起被持續的暴力衝擊重創，加上最
近的新冠肺炎夾擊，訪港旅客大減。旅遊
發展局昨日公佈，在特區政府實施控關措
施後，旅客人次持續下跌，本月單日訪港
旅客低見3,000人次。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
歡迎特區政府公佈向持牌旅行社提供 8 萬
元，認為是雪中送炭。
旅發局昨日指出，雖然在 1 月中因農曆
新年效應，訪港旅客回升至平均每日約
13 萬 人 次 ， 惟 下 旬 受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響，不少航空公司已暫停來往本港航線
及削減航班，加上特區政府推出一系列

大幅減低入境人流的措施，上月下旬旅
客量大幅下滑，單日訪港人次最低只 6.5
萬，全月的訪港旅客只有 320 萬人次，按
年下跌 53%，包括 252 萬內地旅客，按年
下跌 54%；69 萬非內地旅客，按年下跌
45%。
訪港旅客大幅減少，香港旅行社東主
協會會長葉慶歡迎特區政府推出支援業
界的措施，雖然金額未達協會要求的 15
萬元，但仍可起雪中送炭的作用。他促
請立法會財委會盡快通過，並簡化旅行
社申請的程序，讓款項盡快發放到旅行
社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