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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昨日正式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文件，

申請撥款300億元成立「防疫抗疫基金」，其中56

億元用於在疫情中首當其衝、員工龐大的零售業，運

輸業、食物業、建造業等都會受惠，而站在抗疫最前

線的醫管局亦獲分配47億元，主要用於前線人員的

相關人手開支及醫護人員的個人防護裝備。文件並提

到，其中24項為立即推行的措施，包括支援本地口

罩生產、設立緊急警示系統、支援家居檢疫等。

醫局獲47億元添裝備發津貼
抗疫基金24項「及時雨」支援港產口罩家居檢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特區政府
的「防疫抗疫基金」再加碼至300億元，
大、小型持牌食肆均可獲得津貼。民建聯建
議，特區政府應帶頭為租客減租，簡化津貼
審批流程，同時設立失業津貼，以「兩條腿
走路」的方式為僱主和僱員紓困。
民建聯昨日聯同飲食業界代表舉行記者

會。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強調，租金佔食肆營
運成本重要部分，政府應主動將政府物業產
業減租，並加大力度向各大商場業主溝通促
成減租，減輕食肆負擔，並為業主減租提供
稅務優惠，鼓勵私人業主減租。

月租易過百萬 津貼杯水車薪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表示，政府在應對今次新冠

肺炎的抗疫措施可以繼續加碼，建議除向食肆發放
的20萬津貼外，應另開設失業救援津貼給開工不足
的前線職工，確保有足夠支援共渡時艱。同時，目
前香港經濟困難，當局應當劃一向飲食業企業暫緩
繳交暫繳稅，使其有現金流應付員工薪水開支。
民建聯扶貧委員會委員葉文斌則建議，特區政

府應善用扶貧委員會轄下關愛基金及社創基金，支
援受疫情影響的基層市民家庭，同時亦可為餐飲業
轉型外賣等模式提供資訊及技術支援。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會長楊位醒坦言，受社區治
安和疫情影響，餐飲業已面臨極大壓力，部分大型
食肆月租動輒上百萬元，政府已公佈的20萬元津
貼可謂杯水車薪，或只能用於員工發薪。他希望政
府能通過減租措施，切實為餐飲業紓困。
同日，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和香港旅遊業

僱員總會理事長梁芳遠、總幹事林志挺，香港外遊
領隊協會主席陳兆麟與商經局副局長陳百里會面，
要求政府緊急援助水深火熱的旅遊業從業員，爭取
盡快設立基金為從業員提供免息貸款、簡化及加快
關愛基金失業援助津貼的申請手續、並向從業員發
放培訓及進修津貼等等的援助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下午探訪香港科學園內的物流及
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聽取負責
人介紹該公司為政府研發和生產用於
家居檢疫的電子手環的工作。林鄭月
娥感謝中心人員運用專業知識積極配
合特區政府的抗疫工作，讚揚他們對
香港充滿熱誠，為公共衛生作出貢
獻。
林鄭月娥在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
雄及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克強
陪同下，先到訪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
術研發中心。

訪研發中心了解檢疫手環
該中心在農曆新年假期期間，知道
政府正尋找能確定接受強制檢疫人士
留在居所的電子產品後，整個團隊合
力在短短數日內完成研發、測試和生
產電子手環，現已成為政府監察在家
居檢疫人士的重要工具。
據介紹，隨着在家居檢疫的人士增
加，該中心正不斷改良產品和增加產

量，現時已
有接近2,000
個手環可供
使 用 。 同
時，該中心
人員亦參與
協助檢疫人
士佩戴手環
的工作，在
他們的耐心
解釋下，絕
大部分檢疫
人士都配合
要求。
林鄭月娥

其後與科學
園一些科技初創企業的負責人見面，
了解他們在疫情中的營運情況。她表
示，知道科技企業的經營環境自去年
下半年起已相當困難，當中初創企業
尤甚，近日的疫情更令情況雪上加
霜。有見及此，特區政府設立的「防
疫抗疫基金」提出為香港科學園、工

業邨及數碼港的租戶及初創企業寬免
6個月租金，預計惠及1,800個租戶。
她希望措施有助保留香港的創科實

力和挽留人才，為香港日後重新啟動
行業的發展增添力量。特區政府會聆
聽業界意見，積極考慮推出更多支援
措施。

民記倡稅務優惠 鼓勵食肆業主減租

零售業︰56億元

◆向擁有實體店及主要業務為向大眾售
賣貨品供個人或家庭使用的商戶提供
資助，預計7萬商戶受惠

支援醫管局抗疫工作︰47億元

◆25億元︰抗疫工作前線人員的相關
人手開支

◆15億元︰增購醫護人員的個人防護
裝備

◆3.5億元︰發放特別租金津貼予有需
要員工

◆2.6億元︰提升化驗室測試支援和購
置藥物及醫療儀器

◆9,000萬元︰加強清潔、保安、洗
衣、運輸、儲存、棄
置醫療廢物、資訊科
技支援等

食物業︰37.3億元

◆普通食肆、水上食肆、工廠食堂一筆
過20萬元資助

◆小食食肆、食物製造廠、烘製麵包
餅食店等一筆過8萬元資助

加強防護裝備供應︰33億元

◆15億元︰支援本地口罩生產

◆10億元︰全球採購個人防護裝備

◆8億元︰資助可重用口罩科技應用
方案

運輸業︰32.3億元

◆為的士和公共小巴提供12個月液化
石油氣折扣

◆向的士、公共小巴、專營巴士、本
地渡輪和電車發還部分實際燃油或
電費

◆向非專營巴士、跨境渡輪、校巴、
貨車等提供一筆過補貼，由一萬元
至100萬元不等

會議展覽業︰10.2億元

◆資助參與貿發局舉辦的會議和展覽
的參加者

◆資助會展和亞博舉辦展覽和國際會
議主辦機構

物業管理業：10億元

◆前線清潔、保安人員獲發4,000元

「辛勞津貼」，每幢樓宇最多6個
名額

◆向每間合資格物管公司或法團就每
幢樓宇派發一筆過2,000元資助，
以加強清潔工作

合資格在職家庭津貼及學生資
助住戶特別津貼︰9.9億元

◆職津住戶可獲相當於兩個月的津貼

◆學生資助住戶可獲發4,640元津貼

增加2019/20學年學生津貼︰
9億元

◆每名領取2,500元津貼的學生額外
獲1,000元

建造業：7.1億元

◆向合資格建造業機構和註冊工友提
供分別5萬元及1,500元一筆過補
助金

其他

◆3.8億元予科學園、工業邨及數碼港
租戶︰寬免6個月租金

◆2.7億元予漁業︰合資格活海魚批銷

商可獲20萬元資助等

◆2.5億元予政府及房委會承辦商︰向
相關清潔及保安人員各提供4,000
元津貼

◆2.2億元予幼兒中心，每月5,500萬
元支援557間幼兒中心

◆2億元予援檢疫工作及訊息發放︰
設立緊急警示系統、提升和增購家
居檢疫監測設備

◆1.5億元予藝術文化界︰資助受影響
團體

◆1.5億元予持牌賓館︰向1,800間持
牌賓館提供8萬元資助

◆1.4億元予旅遊業︰向1,736間持牌
旅行社發放8萬元資助

◆9,000萬元予僱員再培訓局委任的
培訓機構

◆3,000萬元予持牌小販，向每個持
牌人提供5,000元資助

◆3,000萬元予駿洋邨、暉明邨準租
戶︰4,700名租戶各獲一筆過6,000
元特惠津貼金

為了顧及各行各業及不同市民需要，特區政府昨日提交了逾
百頁文件解釋「防疫抗疫基金」的分配及用途。在最受市

民關注的抗疫措施上，政府建議用33億元加強防護裝備供應。
同時，政府擬用兩億元設立緊急警示系統，讓政府更靈活快捷向
流動電話用戶發送緊急訊息，並提升和增購家居檢疫監測設備。
站在抗疫最前線的醫管局就獲分配47億元，包括25億元用於
參與抗疫工作前線人員的相關人手開支；15億元用於增購醫護人
員的個人防護及其他相關裝備等，而這些都是基金成立後立即推
行的措施。

56億元惠零售業7萬商戶
在一眾行業中，零售業獲分配56億元，預計約有7萬家零售商
戶受惠。食物業是另一「大戶」，獲37.3億元資助；運輸業則獲
津貼32.3億元，預計超過20萬名在約3.3萬幢樓宇服務的前線物
管人員將會受惠。建造業獲分配7.1億元。會議展覽業、漁業、
藝術文化界、旅遊業等亦會受惠。

300億防疫抗疫基金細節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林鄭訪科學園 感謝配合抗疫

■民建聯建議，特區政府應帶頭為租客減租，簡化津貼審
批流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月娥（後排左三）在楊偉雄（後排左二）陪同下，聽取
負責人講解生產過程。

本港遭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百業蕭
條，社會各界急需政府扶持。特首林鄭
月娥日前宣佈「防疫抗疫基金」加碼至
300億，政府今日向立法會特別財委會
申請撥款。救疫如救火，立法會各黨派
均應以抗疫大局為重、以市民福祉為
重，從速通過撥款申請，讓市民尤其是
中小企、低下階層可以盡快受惠，助弱
勢社群紓困減壓、渡過難關，反對派政
黨切勿再以任何理由阻礙撥款，漠視民
間疾苦，與市民為敵。

林鄭月娥為抗疫專門成立「防疫抗
疫基金」（下稱抗疫基金），並接連
加碼，目的就是在非常時期用非常手
段，善用庫房救急，增撥資源做好防
疫抗疫工作，在經濟逆境下惠民紓
困。細看基金的各項措施，受益面廣
且具迫切性，既與防疫息息相關，例
如向醫管局撥款 47 億元用於防疫，撥
款 15 億元支援本地生產口罩，預留 10
億元全球採購保護衣和口罩，撥款
5000 萬元採購強制檢疫用的「電子手
環」等等；同時緩解中小企、市民的
燃眉之急，例如向零售業資助 56 億
元，為初創企業寬免租金，向 20 萬低
收入家庭發放每戶平均 5000 元，向每
名學生津貼 3500 元等等。應該說，此
次撥款是本港抗疫的救命錢，也是救
民於水深火熱的應急錢。

本港經濟遭受修例風波和疫情的雙重
夾擊，旅遊、餐飲、零售等行業重創，

數十萬僱員手停口停。有見及此，政府
一早表明，會採用較寬鬆做法，務求盡
快發出資助，讓普羅市民早日受惠。教
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會在抗疫基金成
立後一星期內發放學生津貼，特首林鄭
月娥更強調，如基金的措施有不足，政
府會繼續聆聽業界意見，積極考慮在稍
後的財政預算案推出更多支援措施。因
此，現在的關鍵是特事特辦，盡快通過
撥款，不應再橫生枝節，雞蛋裡挑骨
頭，人為設置障礙。

抗疫基金撥款尚待立法會財委會通
過，近年本港高度政治化，反對派議員
為達到政治目的，以拉布阻撓撥款司空
見慣，市民難免擔心反對派重施故伎，
在審議抗疫基金時拉布。有民間團體近
日就組織集會，強烈要求財委會從速
「開水喉」救急，不要拖延撥款。本港
疫情影響仍在持續，社區傳播的風險並
未完全消除，重振經濟民生任重道遠，
在此艱難時刻，更需要全港團結一致、
齊心抗疫，容不得半點分裂內耗，否則
只會加重市民的痛苦。

期望各黨派立法會議員，尤其是反
對派中人，認清形勢，從速通過相關
撥款，支援抗疫，為民紓困，這是立
法會議員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若有人
再利用抗疫問題，借政府抗疫安排的
爭議借題發揮，故意刁難阻礙撥款，
無異於在市民的傷口上撒鹽，定必受
到民意唾棄。

以市民福祉為重 速通過抗疫基金撥款
在香港與內地一同抗擊新冠肺炎的非常時期，中

聯辦主任駱惠寧以《同舟之情，攜手走過崎嶇》為
題，致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分享了如
何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三心」——信心、愛心
和齊心，堅信香港這個家一定可以經受風雨考驗。
駱惠寧的信，情深意重、溫暖人心，與他在中聯辦
新春酒會上「共同珍惜香港這個家」的主題講話精
神一脈相承，再次充分展示中央關心、支持香港，
真誠呼籲港人齊心協力，攜手抗疫，克服挑戰，再
創輝煌。

駱惠寧信中提到的「三心」，既有堅實的事實基
礎，又直達人心，引起港人強烈的情感共鳴。第一是
「信心」。信中提到的鼓舞人心的數字和舉國上下面
對疫情的眾志成城，展現出中國速度、中國規模、中
國效率，這是中國制度的優勢，用堅毅和微笑告訴世
界，中國人不悲觀不恐慌。港人和內地同胞在自強的
信念中凝聚力量：祖國一定能！香港一定行！

第二是「愛心」。一場疫情，凝聚起香港和內地
同舟共濟的深厚情誼，也見證着人間大愛、人性光
輝。疫情發生以來，即使在內地最困難的時候，祖
國也始終關注、關心香港，從支援口罩、控制人
流、確保日用消費品供應等多方面，給予香港堅定
支持。同樣，面對疫情的威脅，港人也高度關注內
地疫情發展和抗疫工作，心繫疫情最嚴重的湖北、
武漢的內地同胞，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向內地捐款
捐物，充分展現香港與內地守望相助、血濃於水的
骨肉親情。

第三是「齊心」。只有齊心協力，才能共克時
艱。香港社團、商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能
者扛鼎逆行；前線抗疫的大多數醫護人員堅守崗
位，將病人福祉放在第一位，不讓香港的醫療支柱

崩塌倒下；商客、鄰家、百姓，義者戮力同心。港
人「拋開區分求共對」，獅子山下精神在抗疫防疫
中再度閃爍光輝。

駱惠寧的信，文風如春風撲面，字字含情，表達
出中央對香港和港人深切愛護、支持。信中字裡行
間惠風和暢，讓人感覺到春天來了，抗疫勝利還會
遠嗎？從而鼓舞港人堅信有愛就會贏，人心齊，泰
山移。 駱惠寧的信，有不少扣人心弦的金句：「珞
珈山與獅子山，千山一脈；漢江水與香江水，萬水
同源」；「醫無私、警無畏、民齊心，政者、醫
者、兵者，能者扛鼎逆行；商客、鄰家、百姓，義
者戮力同心」，等等。這些點睛之筆，道出人間正
道、激發人心真善，喚起港人戮力同心、共度時艱
的獅子山下精神。

駱惠寧還特別關注「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的香港
居民陸續返港，指出外交部和駐港公署緊急協調，
特區政府迅即行動，建制派議員趕赴日本雪中送
炭，首批106名香港乘客昨天上午終於順利抵港。
駱惠寧寥寥數語，勾勒出一幅中央政府、特區政府
和建制派攜手同心，急港人所急，想港人所想，以
堅定行動維護港人福祉的動人圖景。

疫情發生後，反對派借疫又挑政爭，散播政治上
的「新冠病毒」。少數醫護搞所謂「罷工救港」，
其實是修例風波翻版，企圖炒作誇大恐慌，煽惑人
心，搞亂香港，破壞香港與內地關係。駱惠寧在信
中特別強調，現在是一個要科學應對、不要政治操
弄的時刻，如果少數人到這個時候還在為政治私利
製造各種對立，甚至操弄「罷工救港」，這又何嘗
不是一種政治上的「新冠病毒」？駱惠寧講出了廣
大港人的心聲：不容政治化干擾，不容破壞兩地同
胞血濃於水的感情！

駱惠寧抒同舟之情 激勵港人攜手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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