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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公佈多項防疫抗疫措施，民建聯對教育界在

疫情中遭遇嚴峻挑戰和困難表示關注，近日積極收集教育界持份者意見，

並於昨日由立法會議員張國鈞約見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提出多項建議，包

括為私立幼稚園及學校承辦商提供津貼，及要求在復課前必須確保學校有

足夠防疫物資。楊潤雄表示知悉業界困難，將盡快公佈相關措施，協助教

育界渡過難關。

民記倡津貼幼園渡難關
張國鈞向楊潤雄獻多招 促確保復課前防疫物資足夠

近九成私人補習機構零收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因應特區政
府部門的特別上班安排延長至本月23日，稅
務局昨日宣佈，所有於1月29日至2月23日
到期的繳付稅款、提出反對及暫緩繳交「暫
繳稅」申請、提交報稅表或其他資料等事宜
的限期，將會自動順延至2月24日。
同時，由下周一起，除商業登記署、印花

稅署，及中央詢問處（只限有關離港人士清

繳稅項的查詢）外，稅務局其他公共服務繼
續暫停。上述3個辦事處服務時間為星期一
至五由上午9時至中午12時。
稅務局希望公眾理解有關服務的規模會比

平常大為縮減，開放的服務櫃位不會提供任
何其他服務。市民亦應準備須等候較長時間
才可獲得服務。稅務局鼓勵市民盡量使用電
子服務處理稅務事宜。

繳稅限期延至2月24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自由黨主
席、立法會飲食界功能界別議員張宇人日前
聯同6個飲食業協會約見各大地產商，要求
為食肆租客提供減租安排。張宇人昨日透
露，多家大地產商已對此作出積極回應，自
己會繼續聯絡其他地產商，並要求特區政府
推出更多紓困措施，協助飲食業界渡過今次
難關。
張宇人昨日表示，他連日來與香港飲食業

聯合總會、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主
席、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香港餐飲聯業
協會主席、稻苗學會主席、香港日本食品及
料理業協會主席和6個地產商會面。
他們在會面中提出3項訴求，包括減租
50%，為期6個月，並容許商戶於2020年7
月後才分攤這筆租金；放寬有銀行作擔保的
商戶可取回現金按金周轉，增加現金流；為
欠租商戶提供免息分期，及承諾不作法律追
討。與會地產商代表均積極回應。
張宇人表示，他們將繼續與各大地產商和

業主會面，及向特區政府表達業界訴求，期
望會有更多紓困措施推出，協助飲食業界渡
過今次難關。

鍾國斌倡政府資助零售業

自由黨主席、紡織及製衣界立法會議員鍾
國斌昨日連同多位零售業界代表與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會面。他們在會上反映，香港零售
業正面臨排山倒海的減薪、裁員和失業潮，
眾多從業員的飯碗不保，家庭生計堪虞。為
此，他們要求特區政府盡快推出「保就業、
保飯碗、保員工」措施，資助零售業的員工
應付生活困難，以保民生。
他們要求特區政府推出類似沙士時期推行

的貸款擔保計劃，為參與計劃的貸款機構向
零售、飲食等行業所提供的貸款作出百分之
一百擔保，並提供優惠措施，讓零售商戶和
食肆可以獲批免息或低息貸款，用於支付員
工的薪酬；向收入減少及受減薪影響的零售
店員提供至少3個月的資助；代零售商舖的
店主和店員作出半年至1年的強積金等。

張宇人提三大訴求 盼地產商減食肆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冠肺炎疫
情持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決定，取消原
訂下周三舉行的立法會大會，但考慮到議員與
公眾對疫情發展的關注，將安排在當日上午
11時至下午2時舉行特別會議，讓議員就疫情
事宜向官員質詢，政務司司長將率領相關局長
出席。
因應立法會將局部舉行立法會及事務委員會

會議，立法會秘書處昨晚發出進入立法會大樓
的守則通知，規定每個會議只接待最多5名公
眾人士旁聽，以減少公眾席的人數；會議舉行
當日，議員入口2將由早上7時起開放至當天
最後一個會議結束後30分鐘為止。若當天沒
有會議舉行，議員入口2則會關閉。秘書處更
強烈勸喻，所有出席會議者佩戴外科口罩。

立會下周三商疫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新冠肺炎
疫情尚未平息，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一再
延遲復課，並要求私人補習機構暫停營
業，以減少病毒傳播風險。約800名自稱
教育中心東主發起聯署，要求政府提供免
息貸款、代繳租金等支援。教育局在回覆
香港文匯報查詢則表示，私營補習服務一
向由市場力量主導，當各方面具備足夠條
件復課時，這些學校可與其他中小學和幼
稚園同時復課。
教育局前日宣佈，全港學校不早於3月
16日復課；為減低學生受感染的風險，並
呼籲私營補習機構在疫情期間停業。「教
育中心聯盟」日前聲稱收集約800名教育
中心東主聯署，要求特區政府在停課期間
予以業界支援。

業界冀政府代繳舖租薪金

聯盟發言人蘇迪希稱，業界自停課起流
失近九成學生，本月有近九成私人教育機
構「零收入」，無法向員工支付薪金，還
要面對租金壓力，估計有8,000所教育機
構、約10萬員工受影響。他們要求政府代
繳停課期間的一半租金、為停薪留職員工
提供相等半個月薪金的生活津貼。
在葵涌開辦兩所補習社的東主饒義興

稱，停課前擁有近400名學生，惟上月底
至今已經損失約三四十萬元，須動用數十
萬積蓄支付舖租和導師薪金，經濟壓力沉
重。

黃錦良籲良心業主減租
補習界高呼救命，部分泛暴派議員即借

題發揮，宣稱補習社是所謂「必需品」，
要求特區政府提供支援。教聯會主席黃錦
良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示，不認同補

習社是所謂「補足教育制度不足的必需
品」講法，是否讓孩子參加補習班屬於家
長個人意願。
他續說，疫情衝擊下，香港各行各業難

免受到影響，「當然，倘若政府有充足資
源，固然歡迎適當補貼補習社，共渡時
艱；但在資源緊張的情況下，香港政府撥
出任何資助前均需衡量其急切性和必要
性。」對於目前補習社面對的經營困境，
他呼籲良心業主可多加體恤，考慮於這段
時間適量減租。

張民炳：公帑首要用在抗疫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亦不認

同動用公帑補貼私人補習機構。「人命勝
於一切，政府現階段的首要任務是把資源
用在抗疫，包括維持公共衛生、增加醫療
資源、確保市民生活必需品等。」相比之

下，補習社的經營問題相對次要，相關東
主應該與業主磋商，就租金問題取得共
識。
教育局昨日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一向由市
場力量主導，當各方面具備足夠條件復課
時，這些學校可與其他中小學和幼稚園同
時復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新冠
肺炎疫情持續，大專院校陸續以線上
教學模式「復課」。中大及港專昨日
分別宣佈，將於下周一（17日）開
始以網上教學模式授課。
中大提醒，師生須按時間表上課，

校方亦於同日恢復有限度運作；港專
指所有面授課堂將暫停至5月9日，
並相信網上復課有助減少疫情對
4,000名學生的影響。
為籌備在線教學，中大已舉行了

22場網上工作坊，為各學院的老
師、同學及支援服務人員講解在線教
學設施及進行培訓練習，以確保教學
質素，同時增加設備，加強網絡流
量，以確保提供在線課堂的穩定性。
同學如需要硬件支援，大學資助計劃
網頁已列出相關資助項目可供申請。
校方續指，大學圖書館已推出嶄新

網上服務，師生可於圖書館網頁直接
建議增購所需電子書籍，而尚未有電
子版本的書刊，圖書館會依照版權條
例提供限量章節，供在線學習使用。
在教師方面，校方呼籲應盡量在家

進行在線教學。如有個別需要，校方
預留了三棟教學大樓的教室和設施，

供有需要教員申請。校巴服務則在17日起以
特別H線形式運行，平均20分鐘一班。
港專發言人則表示，所有面授課堂暫停至5

月9日，並於2月17日起以網上教學模式復
課，相信可減少疫情對4,000名學生的影響。
過去一周多，校方已就網上教學的相關安排進
行了研究和試點，包括教學平台、配套管理政
策和支援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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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昨日表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
續，對本港社會的影響十分廣泛。不

少私立幼稚園在停課期間出現學前幼兒班
（N班）退學潮，更有部分家長要求減免學
費等，惟校方仍須如常應付租金和教職員薪
酬等龐大開支，造成沉重的財政壓力。為
此，該黨建議特區政府考慮在抗疫基金中向
私立幼稚園提供租金和教職員薪酬特別津
貼，協助學校渡過難關。
同時，不少與學校合作的機構或承辦商受
停課牽連而停業，包括校巴、午膳供應商以

及補習學校，令有關從業員叫苦連天。民建
聯建議政府考慮向他們提供一次性津貼，協
助他們渡過營運危機。

支援校舍防疫 預演緊急應變
民建聯並關注到復課前能否確保學校有足

夠防疫物資，一方面要求政府支援校舍防
疫，督促學校在復課前做好校園全面消毒，
有需要時應資助外聘專業清潔公司進行全校
消毒工作，同時必須確保學校有足夠口罩、
漂白水、酒精搓手液和紅外線測溫機等各類

型防疫物資。
民建聯還建議政府向學校提供全面衛生防

疫醫學教育，包括向學校教職員和學生提供
課程教授防疫習慣和須知，以及派出局方人
員到學校視察，預演校內一旦出現感染情況
的緊急應變指引。
楊潤雄昨日接收了民建聯的兩封請願信。

張國鈞引述楊潤雄表示，知悉部分幼稚園業
界因疫情而出現經營困難等情況，正積極研
究提供適切可行的財政支援措施，並會盡力
協助學校張羅所需的抗疫用品，措施將盡快

公佈。

教聯會反對取消暑假
教聯會同日發表聲明回應教育局日前稱正

考慮如何調節暑假一事。該會指出，前線教
師和校長於停課期間秉持專業，堅守崗位，
用心製作大量網上教材，讓學生在家學習，

做到「停課不停學」。
教聯會要求教育局採納該會取消今年全港

性系統評估（TSA）的建議，此舉將進一步
釋放師生空間，騰出更多時間教與學。如有
需要，校方亦會因應學生學習進度進行補
課，絕對有能力幫助學生如期完成所有學
習，故反對強制延後或取消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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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子
京）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昨日
宣佈，為響應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的號召，將捐出10萬個口
罩，並於下周派發香港基層市民。
在疫情發生後，該會主席鄭翔
玲、會長施榮懷等，聯同該會30個
省和15個副省級城市港區委員召集
人和各地區委員積極行動，多方籌
措防疫抗疫物資，並於日前成功從
日本購回一批10萬個三層醫療口罩
（BFE 98%以上），並將繼續從海
外採購口罩等緊缺防疫抗疫物資。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通過
社企從海外獲取20萬個口罩，並分
三階段派發基層市民。
他們昨日在深水埗、港島東區、
黃大仙、觀塘、沙田、葵芳等多區

進行首階段派贈，共送出1萬個口
罩。主要受惠者是行動不便未能外
出的傷殘人士、老人及低收入家庭
等。
香港賽馬會昨日則宣佈向全體員

工及家屬派發口罩，並向醫院管理
局捐出8萬個KF-94口罩，及捐出25
萬個兒童外科口罩予來自基層家
庭、有特殊教育需要及少數族裔的
兒童。
馬會並會成立5,000萬元的緊急援

助基金，向非政府組織撥款，讓他
們能夠向社區提供所需的支援，更
即時撥款2,300萬元予非政府組織，
以助他們向31,000名行動不便的長
者和殘疾人士派發內含可儲存的食
物、個人衛生及家居清潔用品等必
需品的「關懷包」。

各界齊派口罩 送贈基層市民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分三階段向基層市民派發20萬個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國鈞昨日約見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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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迪希及一眾補習社東主聯署要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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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張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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