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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早前宣佈

推出280億防疫抗疫

基金助民紓困。民建

聯促請特區政府進一

步擴闊抗疫基金覆蓋範圍，加碼支援被忽視的重災行業，以

保十多萬家庭生計。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昨日表示，抗

疫基金支援範圍應涵蓋包括漁農業、洗衣業及美容業等行

業，並需要簡化申請，使業界盡快得到支援。民建聯並建議

特區政府帶頭向旗下租戶減租，並呼籲領展與各大發展商跟

隨，紓緩業界經營壓力。他們期待立法會財委會能順利通過

280億元撥款，以解市民燃眉之急。

洗衣舖美容店等緊打救
民記促防疫基金簡化申請 倡政府帶頭減租籲領展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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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聯同
多個不同行業的業界代表舉行

記者會，促請特區政府加強對各行
業支援。香港洗衣商會主席周漢強
指出，不少洗衣業門市在疫情下，
每日只有兩三張營業單，租金也無
法負擔。

洗衣慣賒賬 隨時血本無歸
副主席李林補充，洗衣工場為全
港酒店業清潔床單、被鋪、枕袋、
制服，鑑於酒店業在疫情下營業額
只剩5%，洗衣業同樣深受影響，
而洗衣業慣常提供賒賬數月，倘若
酒樓、酒店相繼結業，洗衣工場隨
時連本錢也無法收回。
他解釋，洗衣業從業員達30,000

人，其中更有不少傷殘人士，如業
內的中小企業無法繼續經營，將有
大量基層家庭生計不保，故急需特
區政府施以援手。
香港美容從業聯會理事郭媚媚表
示，美容業受黑暴及疫情連環打
擊，現時營業額已大跌九成。全港
6,000間美容門店，面臨「放一日
假，返一日工」的困境，在佣金收
入大減下，只能靠本就不高的底薪
苦苦支撐生計，望特區政府能把抗
疫基金涵蓋支援美容業。

捕漁業產能不足兩成
民建聯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

表示，疫情嚴重打擊飲食業，酒席
飲宴大減，連帶養殖漁業大受影
響。另外，八成漁船的漁工因受檢
疫措施影響未能落船工作，導致本
港捕漁業產能不足兩成。
他擔心若疫情延續至 5月才退

卻，將遇上內地在5月15日起實施
的休漁期，漁民就可能因而需借貸
度日。何俊賢期望特區政府能就抗
疫基金繼續開放諮詢，讓業界的實
況及意見能有效向政府反映。
何俊賢續說，本港有不少農業及

禽畜業的工種需從內地輸入，部分
勞工因檢疫措施無法返回內地把工
作批文續期，希望特區政府能以行
政手段協助他們續期3個月，以確
保本地禽畜業人手及產能不受影
響。
他表示，自己於上月28日至今已

3次去信特區政府要求協助，至今
卻仍未有任何書面回覆；而他於本
月4日去信內地部門省農業農村
廳，便隨即在5日收到回覆，並得
到相關指引。他認為特區政府應就
跟進問題的方式及效率作出改進。
針對不少曾向銀行借貸購買設備

的中小企，民建聯建議特區政府代
表業界向銀行業商討「還息不還
本」安排，助業界共渡時艱，並建
議特區政府帶頭向旗下租戶減租，
及呼籲領展與各大發展商跟隨，紓
緩業界經營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經民聯立法會
議員昨日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會面，就下周三
公佈的新年度財政預算案提交補充建議。他們
建議特區政府推出消費券、退稅或延遲交稅等
刺激經濟、保障就業的措施，並通過「中小企
融資擔保計劃」提供九成信貸擔保，助中小企
渡過難關。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香港正受到疫情

影響，多個行業未能如期復市，令一些「手停
口停」的工種陷入嚴冬期，「唔知捱得幾
耐」。特區政府應作出適時的回應，包括為企

業提供信貸擔保，予企業向銀行借貸支付租
金。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指出，交稅日期快

到，不少中產目前難以負擔，希望當局可以延
遲交稅3個月至半年。同時，很多工人受疫情
影響而被迫放無薪假甚至復工無期，直接影響
家庭收入，希望特區政府推出公屋免租，及私
人單位一個月的租金津貼。
鑑於全港中小學為抗疫改為互聯網教學，不

少低收入家庭無能力負擔電腦開支，經民聯建
議特區政府向合資格家庭送贈電腦。另建議撥

出20億元，作為改善公共衛生及私人地方衛生
設施，檢查及維修公廁及私人地方廁所，特別
是檢查U形渠，改善社區衛生。
經民聯主席、立法會工程界議員盧偉國提到，

建造業界面對工作鏈、供應鏈及資金鏈的斷裂，
失業率已上升至5.7%，特區政府應作出援助。
經民聯另一副主席張華峰表示，受疫情影

響，業界面對經營困難，呼籲特區政府放寬科
技券。有見很多會計及核數人員目前無法返回
內地工作，建議交易所延遲在內地設公司及工
廠的企業呈交財政報告的日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新冠肺炎疫情打擊
全港各行各業，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建議政府豁免
酒店差餉及地租一年，及向酒店提供稅務優惠及
一次性津貼等，減輕業界裁員壓力。成員有多位
巴士業界代表的香港旅遊促進會，呼籲政府向全
港7,100部非專利巴士提供每部不少於15萬元的
緊急援助，讓僱主有「現金流」支付工資。
香港酒店業主聯會表示，訪港旅客人數受疫

情影響大減，酒店業首當其衝受打擊，除房價
見新低，部分酒店的入住率更跌至個位數。有
酒店已推行無薪假甚至裁員，部分中小型酒店

與賓館更面臨結業，酒店從業員將深受其害。
由於疫情何時終結仍屬未知之數，預期酒店業
未來數月仍會處於寒冬。
聯會認為，雖然政府有向業界伸出援手，惟

力度不足，難以有效協助業界渡過難關。協會
曾建議政府豁免酒店差餉及地租一年，向酒店
提供稅務優惠及提供一次性津貼，減輕業界裁
員壓力，期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可於下周公佈
的財政預算案納入這些建議，以解酒店業燃眉
之急。
香港旅遊促進會指，現時全港有7,100部非專

利巴士（俗稱「旅遊巴士」），為本地交通、
學校、員工接送及遊覽服務提供集體運輸，從
業人員逾1.5萬人。惟過去8個月受社會事件及
疫情影響，乘客率大跌至「近乎零」，不少巴
士公司的資金鏈即時斷裂，無法償還貸款，隨
時面臨倒閉，令員工職位不保。
促進會表示，預期未來一兩年本港入境旅遊業

務仍相當疲弱，其他行業亦會出現衰退，令就業
人口減少，交通需求下跌，非專利巴士業務難見
曙光，故希望政府伸出援手，包括向每部巴士提
供不少於15萬元緊急援助，讓僱主有現金流支付
工資；向已失業或開工不足員工提供現金補助及
免息貸款；以及盡快物色土地讓停運的巴士免費
停泊，減輕巴士公司財政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擴散，加上
市民減少外出用膳，餐飲業步入寒
冬，業內逼放無薪假、減薪甚至裁
員潮殺到。早前富臨集團旗下的灣
仔陶源酒家有員工確診後，該酒家
休業14日，該集團昨日決定將旗下
約20間餐館也短暫休業，約2,000
名前線員工2月份內需安排放3天無
薪假期，惟強調沒有裁員計劃。
富臨集團昨日還指，隨着新型冠

狀肺炎確診個案持續上升，進一步
打擊疲弱的零售餐飲市道，集團已
跟大部分業主磋商租金紓緩措施，
並推行一系列營運成本控制方案，
包括2月份內下調全體執行董事薪酬
50%；下調高級管理層薪酬20%，

作為降低成本的第一項措施。
集團亦因應營業店舖減少，前線同

事2月份內需按既定程序，安排放3
天無薪假期，受影響同事約2,000
名。集團表示，將繼續審視營運情
況，及後再推出其他措施，在保障同
事健康及維持服務質素中取得平衡。
管理層強調沒有裁員計劃。
消息人士透露，涉及的20間餐廳

涵蓋富臨旗下品牌，包括酒家、概念
店、火鍋以及韓燒等餐廳，而因短暫
休業而受影響的分店員工暫時於2月
要停薪留職，涉及700人。
據悉，考慮到飲食業難以聘請員

工，故目前沒有裁員計劃。租金方
面，雖然業主態度軟化，但由於店舖
涉及不同業主，一切仍在洽談中。

富臨20餐館暫休業
2000員工放無薪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旅遊業及航空業步入寒冬，香港航
空昨日證實，會落實涉及400人裁員
計劃，佔整體員工近一成，包括駐
香港及海外的機組和後勤員工。
公司昨日通知受影響的員工，當

中機艙服務員最後的受僱日期為下
月18日。據了解，有約170名機艙
服務員昨晨陸續收到公司電郵解僱
通知，當中以本地員工為主，包括
正放無薪假期的員工。
港航昨日接受媒體查詢時證實，

受持續的航班和機隊調整影響，對
機組和後勤員工的需求顯著減少，
公司於昨天通知受影響的機組員
工，而受影響的機艙服務員的最後
受僱日期為2020年3月18日，而被

裁員工之前所申請的無薪假將會被
取消。
港航續指，賠償會根據其原本薪

金，僱傭合約條款及勞工法例，在
僱傭合約終止後7天內支付。有關員
工的旅遊和醫療福利將有效至受僱
日期完結。
本月7日，港航主席侯偉已向員

工發電郵，指除了涉及約400名員
工的裁員計劃外，今年將進一步減
少人手，包括自然流失及將部分機
師轉到其他航空公司。港航會在未
來3天內向其他受影響員工逐步發
放解僱通知。
另外，國泰航空表示，鼓勵員工

放無薪假，以保存營運資金，並沒
有推行減薪及裁員計劃。

港航派170「大信封」含放無薪假員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
型冠狀病毒肆虐，香港學校持續停
課，56%受訪跨境學童家庭憂慮如
香港復課而關口未能開通及14天強
制檢疫令未解除，將無法與居港學
童同步開課，引起不公或被歧視。
於深圳設有3個服務中心的香港
國際社會服務社，近日針對居深跨
境家庭在疫情下的教育困境進行調

查，收回 3,000 份問卷。結果顯
示，跨境生家長對疫情發展十分擔
憂，逾七成受訪者坦言擔心上學路
程中的感染風險，及開學後在校的
感染風險。
由於內地到港人士需要作隔離檢

疫，在疫情過去前，跨境生難以往
返兩地上學。對有意見認為可讓跨
境生繼續留在內地，並由校方提供

網上學習，44%跨境家庭認為安排
合理，他們主要認同此舉可減低疫
情擴散風險及減少人流集合。不過
亦有56%人認為不合理，擔心會造
成學習進度差異，而學童在網上學
習亦遇上重重問題，例如內地未能
有效打開香港學校常用的學習網址
如google class、youtube等，變相
造成不公平；他們當中64%人亦擔

心引起歧視問題。
74%受訪者強調，學童學習是最

大需要，希望教育局及學校能盡快
提供能在內地穩定使用的網絡系
統，實行有效的在家學習。
負責跨境學童服務的國際社跨境

及國際社會服務總監廖金鳳認為，
教育局應預留充裕時間公佈復課日
期，讓跨境生可選擇提早到港隔
離，也期望局方堅守公平原則，盡
量減低隔離政策對學童的影響，並
確保學童能接受有效的網上學習。

逾半跨境生憂無法同步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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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
琴）李嘉誠基金會於全球搜購口
罩和防護物資，首批贈送予香港
醫護人員的N95口罩已經到港。
昨日醫護界更流傳出一張照片，
指李嘉誠親自由新西蘭帶回一批
合共5,115件保護衣，作為送予
前線醫護的「手信」。從照片可
見，李嘉誠身前有兩個大紙箱，
上面印有防護用品公司標誌，並
寫有防護衣型號。
李嘉誠基金會昨日下午亦在
社交網站 fb 發帖指：「首批送
予香港醫護的N95 到港！即將
送予醫管局。」從發佈照片可
見，這批口罩多達84箱。
李嘉誠基金會早前捐款1億港

元支援武漢醫護，日前再公佈已

在全球搜購口罩和防護物資，並
已陸續送抵本港，會向13個社福
機構及6間長者院舍派送共25萬
個口罩，並向香港醫護人員送上
防護衣及N95口罩。

酒店業倡免差餉地租一年

經民聯建議延遲交稅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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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多名立法會議員聯同多個不同行業的業界代表舉行記者會，促請特區政府
加強對各行業支援。 fb視頻截圖

▶不少洗衣業門市在疫情下，每日只有兩三張營業單，租金也無法負擔。圖為新界
家庭式小商店洗衣店。 資料圖片

■李嘉誠基金會送予香港醫護的
N95口罩已抵港。 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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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黃廷方慈善基金
昨日公佈，給基金於過去3個星期已向香港特
區政府及社區捐贈逾350萬個外科口罩。
這些外科口罩向全球多個供應商採購，已透過政

府及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保良局、東華三院及樂善
堂等逾20個社區夥伴，分發給不同地區的基層家
庭和有需要人士，以解燃眉之急。
當中包括捐贈50,000個兒童口罩予專門提供兒

童服務的社福機構，如寶血兒童村、香港基督教
服務處、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聖雅各福群會、
兒童心臟基金會及兒童癌病基金。
黃廷方慈善基金董事黃永光表示：「香港，我

們的家曾經歷無數風浪，我深信只要團結一致，
互相關懷，定能克服困難。大家守望相助，互信
互勉，一起以獅子山精神跨越挑戰。祝福香
港。」

■黃廷方慈善基金已向政府及社區捐贈逾350萬個
外科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