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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預警：財赤料歷來最高
儲備容許續推逆周期措施 考慮增開支須更注意量入為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行政長
官林鄭月
娥日前宣
佈了防疫
抗疫基金

下的21項措施，其中有3
項屬勞工及福利局範疇。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
於昨日發表的網誌上指
出，有關措施除了向低收
入家庭提供現金援助外，
其重要性亦在於支援服務
提供者，讓他們不至倒
閉，以免當疫情過後，沒
有足夠的機構提供所需服
務。他續說，社會福利署
人員在今次防疫抗疫工作
上一直默默地擔當後援的
角色，包括為接受檢疫人
士購買及送遞基本生活所
需物品，且雖然人手很
少，但已於過去3周安排
送遞逾3萬件物品。
行政長官於上周五宣佈

了防疫抗疫基金下的21
項措施，其中有3項屬勞
工及福利局範疇，分別是
為與僱員再培訓局合作的

培訓機構提供特別津貼；為資助和
非資助的幼兒中心提供補助金；及
為全港約20萬戶低收入家庭提供
一次過的特別津貼。羅致光表示，

3項措施中，公眾的注意力集中於
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特別津貼，但其
實其他兩項措施的重要性在於支援
服務提供者，讓他們不至倒閉，以
免當疫情過後，沒有足夠的機構提
供所需服務，「當年『SARS』一
役曾導致部分幼兒中心關閉，從而
令到往後多年的服務供應更形緊
絀，因此有需要加以支援。」

羅致光：社署做好後援角色
羅致光續說，其實在防疫抗疫工
作上，社署人員一直默默地擔當後
援的角色。他舉例指出，社署的緊
急救濟支援組自上月23日起投入支
援檢疫中心的工作，為接受檢疫人
士購買及送遞毛毯、枕頭、暖風
機、暖包、衣服鞋襪、電水壺，以
至生果、零食、即沖飲包等基本生
活所需物品。支援組現正為5個檢
疫中心提供支援，每周7天運作，
羅致光指雖然支援組人手很少，但
已於過去3周安排送遞逾3萬件物
品。在支援居家檢疫方面，他指截
至上周五，社署正為468個住戶約
770人提供所需支援，由於他們分
佈全港十八區，因此政府從現役或
退休公務員同事中招募義工，協助
聯絡、採購和安排派遞的工作，現
時不少社署舊同事都義不容辭地表
示願意協助或已投入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 為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確保對香港供水安全，廣東省水
利廳表示，廣東粵港供水有限公司已制訂多個疫
情防控預案和工作方案，加強水質巡查，全力確
保對香港供水安全。目前對香港、深圳及東莞的
供水保持正常穩定，疫情未對三地供水水質和水
量造成任何影響。
截至本月15日，供水公司600多名從事東深供

水工程管理的員工，健康狀態全部正常。所有工
作人員測量體溫和消毒後，方可進入工作單位。
調度中心調度員分兩組，互不接觸。水泵站運行
人員的主班和備班人員，要盡量分開居住。
目前東深供水工程取水口、主要供水口每小時
進行一次水質觀測，每日對工程管理及保護範圍

巡查一次以上；在按照國內標準進行水質監測的
基礎上，廣東增加工程取水口、供港口的餘氯和
生物毒性兩項疫情防控特徵指標的監測，並增加
對原水活魚養殖觀測頻次。
供水公司每天不間斷巡查管網，確保疫情期間

零事故，並與深圳市水務部門和深水集團等單位
共同建立了應急支援及聯絡機制，就水質管理、
泵站設備設施運行等應急支持加強溝通，確保工
程安全運行。自上月23日以來，東深供水工程日
均對香港、深圳和東莞供水量近500萬立方米，
水質化驗檢測結果一切正常。上月24日起，供水
公司開始從實行疫情信息雙報告工作，積極儲備
防疫物資，已購置口罩、消毒酒精、測溫儀、防
護服等一批防控設備，足以保證防控物資需求。

粵增水質巡查 保港供水安全

■工作人員加強監測水質。廣東省水利廳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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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受新冠病毒爆
發及社會形勢等多項因素影響，香港國際機場
上月的客運量及飛機起降量，分別較去年同期
減少11.7%及9.1%，貨運量亦下調10.4%。香
港機場管理局預計，因航空公司暫停航班及不
同市場的政府機關實施出入境限制及檢疫措
施，本月的交通數字將持續向下。
機管局昨日公佈上月的航空交通數字，均錄
得下跌。機場客運量及飛機起降量分別為570
萬人次及 3.33 萬架次，同比減少 11.7%及

9.1%；貨運量與去年同月比較則下調10.4%至
35.9萬公噸。

往來內地韓國跌幅顯著
其中往來內地、韓國及東南亞的整體客運量，

於上月錄得最顯著跌幅。訪港旅客量仍然疲弱，
按年下挫43%。不過，因農曆新年假期間本港居
民外遊人數急升，帶動月內本港居民客運量躍升
25%。貨運量減少則因內地廠房及企業於農曆新
年期間休息，同時亦受進口及轉口貨運量分別下

降15%及10%所致。出口貨運量與去年同月相比
則下調9%。在主要貿易地區中，月內往來東南
亞及北美洲的貨運量跌幅最明顯。
機管局機場運行執行總監張李佳蕙預計，因

航空公司暫停航班及不同市場的政府機關實施
出入境限制及檢疫措施，本月的交通數字將持
續向下。機管局已加強客運大樓和旅客設施的
清潔及消毒工作，亦會繼續與衛生署港口衛生
科及業務夥伴就機場的防疫工作緊密合作。
於過去12個月，機場客運量及飛機起降量分

別下降5.7%和2.8%，至7,080萬人次及41.6萬
架次。貨運量則錄得 480萬公噸，同比下跌
6.6%。

機場上月客貨運跌一成 本月料更差

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表示，為遏止疫情蔓
延，市民均避免外出，減少消費及經濟

活動，令不少企業的業務面對斷崖式萎縮。更
多企業要求員工放無薪假期、減薪、裁員、甚
至倒閉，也有零售商即使納空租也暫時關閉店
舖。資金周轉困難成為中小企業最大的痛點，
大企業也需部署如何減少開支，希望捱過經濟
寒冬。

疫情重傷經濟 或勁過沙士
他認為，今次疫情對本港經濟實質影響頗大，

程度可能高於2003年時沙士對經濟的打擊。受影
響的不再局限在零售、飲食或旅遊相關行業，這
種「海嘯式」的衝擊，或令失業率急速惡化。政
府日前公佈逾250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希
望支援在疫情下受重創的界別和行業，避免出現

大規模的企業倒閉或裁員潮。
有評論指，政府去年下旬推出的四輪紓困措

施、行政長官上月公佈總值100億元的10項民生
政策新措施，以至「防疫抗疫基金」，大大增加
政府的支出，質疑長遠而言香港在財政上能否承
擔。
陳茂波回應指，新一個財政年度的預計財政赤

字，以金額計可能是歷來最高，主因除推出逆周
期紓困措施支撐經濟，也因政府近10年的經常性
開支持續大幅增加，以及經濟轉弱令政府的稅收
和土地收入顯著減少。
他進一步解釋，回歸至今，政府開支平均按年

增速持續高於收入的增速，惟過去政府加大開支
的主因之一，是為了提升服務（例如社福）或加
大對社會多方面的投資，屬需要的「追落後」工
作。至於往後開支增加的力度，須視乎政府長遠

的財政承擔能力，即須與收入的增加相對應。

財赤或維持一段時間
他坦言，外圍經濟環境複雜多變，疫情對內地的

經濟影響仍有待觀察，本地除疫情外，又未完全走
出去年社會事件的陰霾，故不得不對短期的經濟展
望持審慎態度，財政赤字或會維持一段時間。具體
數字會在本月底公佈的預算案詳細交代。
他表明，政府現時的財政儲備，容許政府近期

可持續推出逆周期措施，以穩住就業，支撐經
濟。但為確保公共財政穩定，未來在考慮新增開
支，尤其是經常性開支時，政府必須更注意財政
上的可持續性，量入為出。另一方面，做好發展
經濟的工作，保持經濟增長的動力、找尋新的增
長點來增加政府收入以支撐各項公共服務和社會
建設，將繼續是非常關鍵的一環。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香港各行各業飽受打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估計，新一個財政年度的預計財政赤字，以金額計可能是

歷來最高，財政赤字或會維持一段時間。他強調，現時的財政儲備容許政府近期可持續推出逆周期措施，惟未來在考慮新增開支

尤其是經常性開支時，必須更注意財政上的可持續性，量入為出。

■疫情對本港經濟實質影響頗大，受影響的不再局限在零售、飲食或旅遊
相關行業，這種「海嘯式」的衝擊，或令失業率急速惡化。圖為店舖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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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在網誌表
示，下年度財赤或有史以來最高，但
政府財政儲備容許推出逆周期的紓困
措施。當前抗疫情、紓民困、振經
濟，皆是本港最急迫的頭等大事，政
府此時善用儲備抗疫紓困救經濟，是
好鋼用在刀刃上的必要之舉，也是施
政為民的責任擔當。本港財政依然穩
健，經濟基礎堅實，政府既要應使則
使抗疫救民，更要制定刺激經濟、增
加收入的規劃和措施，保持本港財政
穩健、繁榮穩定。

經受修例風波的暴力衝擊和新冠肺
炎疫情雙重夾擊，本港經濟陷入「寒
冬」，政府先後推出 4 輪紓困舉措。
特首林鄭月娥上月公佈 100 億元的 10
大民生舉措，上周五再拿出 250 億元
設立防疫抗疫基金。政府支出大增，
加上早前財爺已預警本港今年將出現
15 年來首次財赤，財政政策備受考
驗。不論是本港政府的理財傳統，還
是基本法規定，本港財政要遵守量入
為出的原則。社會上有意見，擔心本
港財赤會否嚴重，甚至會否成為恒常
現象，不僅影響市民的福祉，連本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可能受衝
擊。

但要看到的是，本港去年下半年遭
受暴力衝擊，GDP急速下滑，陷入衰
退，失業率升至3.3%的近年高位；今
年再遭受疫情打擊，零售、飲食、旅
遊等行業出現倒閉潮、失業潮，企
業、市民水深火熱，社會強烈希望政
府出手相救。肺炎疫情爆發，澳門政

府主要稅收來源的博彩業受沉重打
擊，澳門亦面臨財赤問題。澳門特首
賀一誠明確表示，今年一定是赤字預
算，心理一定要準備，「現在就是我
們積穀防饑的時候，我們的儲備現在
這個階段不用，那用來做什麼？」本
港政府多年來謹慎理財，積累過萬億
的財政儲備，財政儲備不在逆境時
用，更待何時？開庫賑災、還富於民
不能手軟。基本法規定，政府應量入
為出、謹慎理財，但絕不是要求政府
在困難時候還要墨守成規做守財奴，
不出手救民。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大手紓困抗
疫，本港財政仍然穩健。本港2019年
的財政預算本來有 168 億元的財政盈
餘，若沒有250多億的4輪紓困舉措，
不會出現財赤。而且，即使政府拿出
600多億元紓困抗疫，加上經濟下行、
賣地收入和利得稅收入減少，下年度
財政赤字預測不多於 800 億元，這數
字仍低於GDP的3%，按國際標準仍屬
健康、可接受，再加上本港目前財政
儲備高達1.1萬億元。因此，對本港出
現的一時財赤，不必過分緊張。

除了紓困之外，政府更要有振經
濟、開財源的良策，保障公共收入穩
定。本港利得稅、賣地收入是庫房收
入的主要來源，經濟下行之下，這兩
大收入勢減。因此，政府要敢於投資
於未來，加大財政刺激力度，推動產
業升級轉型，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把經濟的餅做大，創造更大財
富。

抗疫紓困 善用儲備應使則使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本港檢疫設施嚴重不足，亟

需物色處所。不過昨天多區繼續有政棍以居民名義
發起集會或遊行，反對政府於區內設立檢疫中心或
者指定診所。抗疫是香港當務之急，設置社區檢疫
設施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公眾應以科學理性的態
度來看待，更要以友愛互助的同理心共渡難關。政
府則要進一步做好解釋遊說，消除市民的顧慮，防
止檢疫設施遭污名化，讓保障市民安全健康的措施
得到更多市民支持。

面對疫情威脅，首先要相信科學，未雨綢繆做好
防疫準備。本港地域狹小，建設檢疫設施大多難以
避開民居，但只要符合防疫專業要求，並不會增加
社區傳播的風險，更非漠視居民的安全。港大微生
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
許樹昌曾解釋，新冠肺炎主要是飛沫傳播，而不是
空氣傳染，社區防疫設施只要與民居保持適當距
離，並且做好周全防護措施，居民不必過分擔心。
昨日，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會長黃天祐亦表
示，港人回來後應接受檢疫，最理想是在檢疫中心
進行，在未入伙的公共屋邨接受檢疫比較合適；中
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教授、醫管局新界東醫
院聯網前總監熊志添亦指出，在沙士時期，醫管局
已把普通科門診的通風系統改裝，令門診可用作發
燒診所之用，認為指定診所是可行做法。

目前，本港社會高度關注滯留在湖北、日本港人
的情況，強烈呼籲政府盡快包機接這些港人返港。
現時有2,200多名港人滯留在湖北，有330多名港人
在日本等待回港，但擺在面前的現實問題是，本港
檢疫中心遠遠不足，這些人士返港後須接受14日的
隔離令，若沒有足夠的檢疫中心，他們只能選擇家
居隔離。家居隔離和檢疫中心隔離相比，哪個風險
更高、更難監控，不言而喻。因此，無論從科學還
是現實需要的角度考慮，市民大眾都不應盲目反對
設置社區檢疫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雖然可怕，但港人無分彼此，齊心
抗疫，可以戰勝疫症、克服難關；在災難面前，最
可怕的是大難臨頭冷漠無情，自保為上，不將心比
己，反而頑固地採取自私的「避鄰」政策。之前政
府擬徵用粉嶺暉明邨、美孚翠雅山房、火炭駿洋邨
等地作為檢疫中心，結果處處遇到反對，甚至引起
暴力破壞。如果現在設立檢疫中心也寸步難行，只
會增加防疫困難。防疫準備滯後於防疫所需，滯留
外地的港人恐怕難以在短期內回港，本港的受感染
者也將佔用更多的公立醫院床位和服務，勢必影響
其他患者和市民的服務，社區傳播的風險也大大增
加，所有人都淪為受害者。

港人引以為榮的獅子山精神，強調同舟共濟、守望
相助，有愛就有希望。香港能夠安然渡過沙士一役，
靠的就是同心協力、無私奉獻，不少醫護人員更為救
人獻出寶貴生命。如今疫情當前，港人需要重拾互愛
互助、救人自救的傳統，絕不能損人互害。

市民尤需防範的是，切勿受政客的危言聳聽誤
導，將自己綑綁上干擾防疫的「戰車」。昨日的示
威遊行，有人繼續要求「全面封關」、「拒絕內地
人入境」；有人更舉起美國國旗及印有「光復香
港」字眼的旗幟，這不僅反映抗拒設置社區檢疫中
心的理由牽強，更暴露有人利用防疫問題煽動抗
爭，打擊政府管治威信，挑撥香港和內地的矛盾，
延續修例風波的反中亂港惡行。這是企圖令香港
「攬炒」，市民必須高度警惕、堅決抵制。

居民對檢疫設施有意見，主要源於對疾病和防疫
的不了解和因此引起的無謂恐懼，政府有必要多作
解釋和溝通，透過各種媒體多作解釋，邀請有公信
力的專家落區向居民耐心說明，讓居民認識到社區
檢疫設施安全可靠，是香港防疫不可或缺的重要一
環，藉以爭取市民的諒解和支持，以利從速建設社
區檢疫設施，避免市民因恐懼、誤解而被人利用，
減輕防疫的困難。

防止檢疫設施污名化 友愛互助共渡難關

社
評

W
EN

W
EI

E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