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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在暴力衝擊事件及新型冠狀病
毒肺炎疫情雙重打擊下，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的最新數
字顯示，香港失業率由去年10月至12月的3.3%升至去年11月至
今年1月的3.4%，同期間就業不足率則保持於1.2%不變水平。
數字顯示，建造業的失業率進一步升至接近6年來最高水平的
5.7%，總就業人數的按年跌幅更是2003年第三季以來的最大跌
幅，由於數據滯後，仍未充分反映疫情對就業市場帶來的影響。

總就業人數跌幅17年來最大
數據顯示，本港最新失業人數較去年10月至12月減少約
1,700人至12.2萬人，但由於總就業人數亦減少約14,600人至
381.7萬人，以致失業率續升。與10月至12月比較，各行業的
最新失業率變動不一，其中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有相對明顯的
上升，由2.4%至2.7%。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評論最新失業數字時表示，由於
經濟情況仍然疲弱，勞工市場進一步放緩，失業率上升0.1個
百分點至3.4%，為逾3年來的高位；總就業人數的按年跌幅進
一步顯著擴大至1.8%，更是2003年第三季以來的最大跌幅，
「就業人數急劇下跌而失業率溫和上升，顯示部分人士或已在
失去工作時選擇離開勞動市場。」
他續說，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即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的就業情況仍然嚴峻，合計失業率維持於逾3年來高位的5.2%，

行業就業人數按年繼續急跌；建造業的失業率進一步上升至
5.7%，為接近6年來的最高水平。他指出，由於最近新型冠狀病
毒肺炎疫情的威脅已對多項經濟活動構成嚴重干擾，尤其是與消
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勞工市場會在短期內承受更大壓力。

今年失業率或達5% 逾20萬人失業
另外，勞顧會6名勞方代表周小松、陳耀光、鄧家彪、梁籌

庭、李國強及佘慧敏昨日舉行記者會，他們指今年失業率有機
會高達5%、逾20萬人失業，敦促政府必須立即推出有力措
施，紓困扶弱、保障就業。

失業率3.4% 逾3年高位 17間酒店放無薪假4間裁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新冠肺炎疫情令香港旅遊業受重創。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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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擴大。旅發局已開展三部曲計劃以推

動旅遊業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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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黃書蘭 )
新冠肺炎重挫香港旅遊業，酒店業也陷入寒
冬。有工會透露，有17間酒店要求部分僱
員放無薪假，更有4間酒店裁員。工聯會擔
心未來會出現骨牌式停工及結業潮；而工聯
會轄下酒店及餐飲從業員協會副會長葉柳青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有消息指有3
間至5間酒店正考慮停業，員工的飯碗或被
打破，情況令人擔憂。
有工會昨日表示，受疫情影響，現時已有

17間酒店要求部分員工放無薪假，包括四季
酒店、萬豪酒店、喜來登酒店、朗廷酒店

等；另有4間酒店裁員，包括海景嘉福洲際
酒店、皇悅酒店、Best Western等。受影響
僱員的人數仍在統計中。

5間酒店或停業
葉柳青指，現時酒店市道比去年下半年更

差，當時入住率尚有20%至30%，但現在大
部分酒店均只有單位數約6%至7%入住率，
個別較佳亦只得逾一成，酒店業的經營非常
困難。她續說，多家酒店已要求員工清假以
及放無薪假，情況十分普遍，更有消息指有
3間至5間酒店正考慮停業，如最終落實，
員工的飯碗或被打破，情況令人擔憂。
對於多個行業已出現放無薪假及裁員結

業的情況，工聯會擔心未來會出現骨牌式
停工及結業潮，失業率更會突破 5%至
6%。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唐賡堯昨日聯
同多名業界代表到政府總部請願，向特區
政府建議8項有關「穩定民心保就業」的勞
工政策，包括設法確保口罩及防護物資供
應及價格，並確保僱主向僱員提供充足抗
疫裝備；及即時落實為期半年的緊急失業
援助金等。

■有工會透露，有17間酒店要求僱員放無
薪假，更有4間酒店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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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顧會勞方代表指今年失業率有機會高達5%、逾20萬人
失業，敦促政府速推措施保障就業。

近期訪港遊客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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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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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日平均訪港旅客人次

約3,000

約6.5萬

約15萬

約10萬

約20萬

約1萬

疫情影響旅遊業
酒店入住率：2月最新估計為20%

來往香港航班機位：2月最新估計下跌
25%

已取消郵輪船次：38船次

■資料來源：旅發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程鼎一昨日與傳媒進行電話會議時指出，受社會運動
影響，去年下半年訪港旅客量大跌近40%，日均約

10萬人，最低的11月其中一日有8.8萬人。至今年1月本
港較平靜，客量回升至15萬人。惟至1月下旬，疫情令
旅遊業雪上加霜，日均客量跌至約6.5萬人。本月中更大
幅下滑98%至僅得約3,000人，比沙士時約1萬人更少。

酒店入住率20% 來往機位跌25%
他透露，旅遊相關行業因旅客量急跌大受影響，酒店
業界反映本月最新入住率為20%，個別較高檔酒店更錄
得單位數；最新估計來往本港航班機位下跌25%；到目

前為止已有38船次郵輪取消行程。
他表示，旅發局於上月初曾預計，今年整體訪港旅客

人次約5,030萬，將按年跌10%。惟他坦言對前景感到悲
觀，肯定今年下半年的情況會比去年下半年差，跌幅將
會擴大。他解釋，因未能預計疫情何時結束，加上有很
多不明朗因素，包括亞洲各地均全力爭取因疫情失去的
客源，令旅遊巿場競爭加劇。

三部曲：同抗逆 建信心 再出發
因應現時情況，程鼎一表示，旅發局將重整策略方

向，開展三部曲計劃以推動旅遊業復甦。現時首階段需

「同心抗逆」，主要工作是向外地提供香港的最新資
訊，並與業界商討支援計劃及籌備未來的推廣活動。
次階段「重建信心」預計於4月底至5月初進行，直至
第三季，將加強支援業界，並在不同客源市場進行大型
促銷活動，刺激旅客來港；以及在本地進行推廣，以重
建市面氣氛與消費信心，但就不會在港舉辦大型活動，
因取消的風險較高。
今年第四季展開第三階段「重新出發」的工作，推出全新

旅遊品牌宣傳，重建旅遊形象；趁國際七人欖球賽延至10
月進行，再配合其他大型活動，展示香港魅力，令外國將
焦點重回香港；又會舉辦更多業界活動，加強全球宣傳。

本月中數據慘過沙士 旅發局三部曲救亡

工聯會代表昨日到政府總部外請
願，要求政府推出「穩定民心保就
業」的勞工政策，以及盡快推出
「緊急失業援助金」，幫助受影響
人士；又希望政府以打工仔權益為
先，僱員在接受隔離檢疫時，應視
作有薪病假。市民接受隔離檢疫的
假期釐訂模糊，難免引起勞資糾
紛，政府需作清晰指引，避免引起
新矛盾，傷害勞資關係。疫情下本
港經濟受重創，政府更要展現承
擔，給予定向資助，助打工仔渡過
難關。

特區政府規定，由內地返港的人
士，需要接受強制檢疫14天，但這
14天究竟算病假，還是無薪假，相
關損失應由誰承擔，法律無明確規
定。根據《僱傭條例簡明指南》的
「第四章：休息日、法定假日及有
薪年假」，針對休息日薪酬問題的
指引只有一項，而且相當含糊，
「休息日屬有薪或無薪，應由僱主
和僱員雙方協定。」因此，如僱主
要求員工於隔離期放無薪假，雙方
只能自行協調，或向勞工處查詢，
難免引起勞資爭拗。

2003 年沙士時，勞工處指引規
定，感染沙士或需要隔離的人士，
可獲得病假，依法能獲得病假薪
金。但現時被送往檢疫中心強制隔
離或家居隔離的人士，並無獲病假
的權利。這次新冠肺炎的威脅更嚴
峻，市民接受隔離令是遵守政府規

定、服從抗疫大局，企業理應體恤
員工，讓受檢疫人士享有薪病假，
政府更應呼籲企業照顧受檢疫人士
的權益。

本港企業在修例風波和新冠肺炎
疫情的雙重打擊下，經營極之困
難，倒閉結業潮陸續有來，酒店、
旅遊、餐飲業更是重災區，這些行
業的從業員境況艱難。大疫當頭，
企業和僱員應同舟共濟，共渡時
艱，大企業更不應裁員自保；但部
分企業經營非常困難，甚至難以自
保不得不停業，員工飯碗無可避免
被打破，情況令人擔憂。酒店工會
昨表示，已有17個集團旗下的多間
酒店，要求員工放無薪假，4 間酒
店裁員。多個行業出現放無薪假及
裁員結業的情況，令人擔心將會出
現骨牌式停工及結業潮。本港失業
率持續上升，最新失業率是3.4%，
就業不足率維持於1.2%的水平，是
超過3年來的高位。消費及旅遊相
關行業的失業率，維持在5.2%。

在此艱難時刻，政府更要展現擔
當。目前政府推出的抗疫基金，有
意見認為主要援助僱主，打工仔得
益不多。政府一方面應呼籲僱主接
受政府援助，要承擔照顧員工的責
任，盡力保住員工飯碗；另外，政
府應考慮在抗疫基金設置專門款
項，支持有需要的基層勞工，推出
「緊急失業援助金」，幫助受影響
打工仔，為失業人士雪中送炭。

政府發放定向資助 為打工仔雪中送炭
特區政府派出包機接載「鑽石公主號」郵輪的港人

返港。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明，這批港人返港後需要
到火炭駿洋邨接受14日強制檢疫，希望市民諒解及包
容。又指駿洋邨是檢疫中心的唯一選擇，沒有後備方
案。檢疫設施不足及需求迫切，是當前本港抗疫的最
大矛盾，加快增建檢疫中心和增購口罩一樣，都是關
乎本港抗疫成敗的關鍵問題，不僅影響到滯留在疫情
較嚴重的外地港人能否早日返港，亦與本港市民的公
共衛生安全息息相關。政府要努力講清楚增建檢疫設
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爭取支持減少阻力；市民要以
防疫大局為重，放下自掃門前雪的心態；社會更要排
除政治化誤導，盲目為反而反，真正以公共衛生安全
為己任。

「鑽石公主號」的300多名港人未來數日返港，須在
檢疫中心集中隔離，這是對本港公共衛生安全最穩妥、
最負責的辦法，亦是世界各國各地防疫的必要手段。本
港社會高度關注滯留在疫情較重的湖北、日本等地的港
人，強烈要求政府迅速接他們回港。但擺在面前的困難
是，如果本港的檢疫中心未準備好、沒有足夠隔離檢疫
單位，這些在外地港人如何周全地回來。

本港現有4間檢疫中心合計提供約150個單位，目前
佔用率超過 9 成，臨時加建的檢疫單位預料 4 月前建
成，遠水救不了近火，且只能多提供 200 個單位。因
此，徵用未入伙公共屋邨作檢疫中心，是較為快捷、
可迅速提供大量單位的可行辦法。香港感染及傳染病
醫學會會長黃天祐曾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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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檢疫中心有嚴格規管、設備齊
全，隔離條件和效果遠較家居隔離好；若沒有足夠的
檢疫中心，需要檢疫人士只能家居隔離，導致家人受
感染、病毒社區傳播的風險已相當高，若有人不遵守
隔離令，甚至故意離開隔離場所（事實上已發生這樣
的情況），等同給本港防疫工作造成重大漏洞，容易

引發大規模的社區傳播，全港市民都會淪為受害者。
但現實情況是，政府在增建檢疫中心、在各區設立

檢疫診所，都遇到不少阻力，甚至引起暴力破壞。其
中的原因，一是有居民不理解共同防疫的重要性，在
不必要的恐慌情緒下，抱持「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
態，反對任何合理的檢疫設施；二是有別有用心的政
客政棍將防疫問題政治化，煽動居民激烈抗爭，妨礙
抗疫工作。

其實，特區政府並非首次徵用公營房屋作防疫設
施，在2003年SARS爆發期間，當局一共在天水圍天
恩邨和鑽石山瓊軒苑設置了 2,300 個臨時醫護宿舍單
位。此次政府選用的火炭駿洋邨，共有5座大廈，提供
4846個公屋單位，而且位置距離其他民居較遠，以此
作為檢疫隔離之用，可以紓解檢疫中心不足的燃眉之
急，不僅「鑽石公主號」的港人返港後不愁如何隔離
的問題，而且積累運作經驗，可為3000名滯留湖北的
港人返港做好準備。

疫情當前，無人能獨善其身。檢疫、隔離中心和口
罩等衛生防護裝備一樣，都是防疫抗疫必不可少的戰
略方案，都關係到每個市民的健康安全。既然社會各
界廣大市民大聲疾呼、強烈要求政府竭盡全力全球搶
購口罩，要求接返滯留外地港人，那麼，對於政府增
建檢疫設施、徵用未入伙的公共屋邨作為檢疫中心，
市民不也應支持、配合嗎？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中大呼吸系統科
講座教授許樹昌都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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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應該透過專家學者耐心解釋，提供更多科學理
據，完善與市民溝通的技巧，消除市民顧慮，並給予
受影響居民必要的照顧和補償，爭取更大的民意支
持，有效防範增建檢疫設施被政治化，讓市民明白為
己為人，都應理性支持檢疫設施、共同抗疫。

解決檢疫中心不足 各界須以大局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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