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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10小時審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

日以59票贊成、3票反對下通過特區政府

提出的300億元「抗疫防疫基金」撥款。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隨即表示，歡迎立法會通

過撥款申請，承諾盡力落實各項措施，並盡量減省程序，務求盡快讓各企業和市民

受惠。會上，多名建制派議員表示支持並提出意見，惟一眾泛暴派議員就多番挑剔

基金的內容，並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更甚者直言會反對撥款。其中，陳志全、朱凱

廸及鄭松泰3人投下反對票。

陳志全朱凱廸鄭松泰反對300億基金
撥款大比數通過 特首：盡量減省程序惠企惠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全城
都關注特區政府300億元「防疫抗疫
基金」的分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
志祥昨日聯同民建聯及新社聯成員到
政府總部請願，要求增設疫症失業援
助金，援助期限至少3個月，援助上

限不得少於6,000元，同時要簡化流
程，希望可盡快幫到僱員。
民建聯及新社聯代表昨日手持標

語，高喊「少做騷，多做事」、「生命
至上，支持撥款」等口號，要求立法會
盡快通過抗疫基金撥款，並提出支援受

疫情影響的打工仔的建議，勞工及福利
局副局長徐英偉隨後接收了請願信。
梁志祥強調，抗疫基金應照顧受疫

情影響而不能開工甚至失業的僱員，
並建議成立疫症失業援助金為其發放
津貼。援助津貼的時間應至少為3個
月，援助金額上限不少於6,000元，以
解決受影響僱員的燃眉之急。

應特事特辦 減行政程序
他指出，特區政府通過強積金記錄

可證實僱員開工不足或已失業，故應
要特事特辦，減少行政程序，令援助
金能在短期內發放。
民建聯扶貧委員會委員葉文斌表

示，抗疫基金很及時，但未能涵蓋所
有受影響的行業，希望特區政府能利
用扶貧委員會轄下的關愛基金，保障
基層市民的生活，利用社創基金協助
一些企業轉型。

為 應 對
「 口 罩
荒」，特區
政府建議從
基金撥款15

億元支援本地口罩生產，多
名泛暴議員即借此抹黑特區
政府，聲稱此舉意在利用支
援本地口罩生產作所謂「官
商勾結」。
泛暴派林卓廷更抹黑特

區政府借支援本地口罩生
產 向 工 聯 會 「 利 益 輸
送」，令工聯會議員不得
不作出澄清。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

即時反駁，批評泛暴派「以
小人之心忖人」，並強調工
聯會日前設立的本地口罩工
場，生產的口罩只送不賣。
她又提到，得悉有廠商在

港因技術支援不足，決定將
口罩生產線移至澳門，認為
特區政府在預留撥款的同
時，更要提供技術支援，將
口罩生產者留在本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在昨日財委會會議上，多名建制派議員雖然對
特區政府的抗疫工作表現有保留，但都對這

個解決社會燃眉之急的基金表明支持。民建聯主
席李慧琼表示，疫情下市民人心不穩，對政府抗
疫表現失望，希望特區政府能檢討工作，但對於
該300億元抗疫基金，她是支持的，並認為要特
事特辦，盡快落實這些紓困措施。

盧偉國：動作一定要快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強調，抗疫防疫和救經濟緊
急，不能緩慢，動作一定要快，要求特區政府設法
盡快把撥款交到各行各業和市民手上，並促請特區
政府繼續研究為防疫基金注資，進一步對業界施以
援手，之後會繼續和發展局商討有關事宜。

麥美娟：基層工人等待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表示，有不少基層和前線工
人正在等待這筆基金的資助，故她不會像有些人
那樣抱持「攬炒」心態，期望盡快通過這筆撥
款，以幫助市民。
不過，一眾泛暴派議員就諸多挑剔，更提出不
合理的要求，令原定於晚上7時結束會議，須加
開一節會議至晚上9時許。
「熱血公民」鄭松泰在發言時表明會反對撥
款，稱特區政府拒絕全面封關致疫情在香港爆
發，而抗疫基金是「不必要」的，又稱分配不公
道，「邊個嗌得大聲就有」，更聲言「要派就派
畀示威者」。
「議會陣線」朱凱廸要求政府在財政預算案內
全民派錢，但出席會議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回應
說，自己完全不知預算案的內容，朱凱廸即繼續
問張建宗會否將派錢納入防疫基金內，張建宗回
應說，防疫基金支援受疫情重創的市民和行業，
強調基金「無用過『全民』呢兩個字」。
其後，工黨議員張超雄發難，聲稱張建宗作為
政務司司長不可能對財政預算案內容不知情。張

建宗回應說，財政預算案完全屬於財政司司長的
工作範疇，過往政務司司長不會干預財政司司長
的工作，並強調兩司的工作主軸也是撐企業、保
就業、紓民困。
民主黨議員林卓廷要求特區政府為駿洋邨相關

住戶多加津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回應說，
特區政府早前向準住戶發信指明沒有寫明入住時
間，有關津貼「只是心意、並非補償」。在疫情
後，政府會盡最大努力讓準住戶遷入。
在會議尾聲，10名泛暴派議員根據財務委員會

會議程序第三十七A段提出10項臨時動議，包括
向每人發派1萬元全民資助金、為在本年1月23
日後被解僱的員工提供每月8,000元的失業津
貼、將藝術文化界資助計劃擴展至非公營演出場
地的經營者等。

陳健波嘆泛暴臨時動議耗費時間
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在表決前提醒，倘會議通過

處理臨時動議，須經過辯論和表決就會耗費更多
時間。泛暴派則聲言通過處理臨時議案後不會發
言及不要求記名表決，最終10項臨時動議均被否
決。
在立法會通過撥款後，張建宗表示，特區政府

最快可於下周成立落實有關措施的督導委員會。
林鄭月娥其後發表聲明，衷心感謝立法會議員

支持，以同舟共濟的精神互相支持，達至同心抗
疫、共渡時艱的目標。政府各相關政策局會按承
諾盡力落實各項措施，並盡量減省程序，務求盡
快讓各企業和市民受惠。
她續說，特區政府樂意向立法會提交季度報

告，匯報每一項措施的執行情況，並會繼續評估
疫情對社會的影響及聆聽各界的意見，在有需要
時會推出更多支援措施。
林鄭月娥透露，財政司司長在下周三將公佈新

一年度財政預算案，屆時亦會推出支持經濟和利
民紓困的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各行各
業均受疫情嚴重打擊，急需支援。一項
調查發現，近三成受訪的科創企業在過
去一個月內損失逾百萬元。IT界建議特
區政府向業界推出「還款假期」、「還
息不還本」、免審查緊急援助免息貸款
等10項「IT企業紓困措施」，助港創科
度過「嚴冬」。

葛珮帆夥IT界舉行記者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昨日聯同7
個本地資訊及通訊科技界協會舉行記
者會，包括互聯網專業協會、科培網
絡、香港青年聯會、香港青聯科技協
會、香港軟件行業協會、香港資訊科
技聯會、智慧城市聯盟等7個本地資訊
及通訊科技界協會。他們對政府計劃
為科學園、工業村及數碼港寬免租金
表示感謝，但認為紓困措施仍須加
強。

近三成受訪企月內損逾百萬
科培網絡會長李治緯表示，疫情令業

界難以招商，在家工作安排亦影響產
能。他們早前進行了新冠肺炎疫情對業
界影響的問卷調查，並成功訪問122間
科創企業，超過八成企業認為疫情嚴重
影響香港與內地及海外生意合作。近三
成受訪企業在過去一個月內損失逾百萬
元，三成半公司需減省人手。

項目大跌八成 營運周轉困難
正在數碼港培育人才的紅點子創作香

港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李嘉俊坦言，在連
環經歷反修例風波及疫情下，本地科創
項目已大跌八成，來自海外的業務更完
全停頓，業界的營運周轉非常困難。
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冼漢廸強調，本

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界發展近年一直有顯
著增長，2018年本地資訊科技投資總額

更達20.9億美元，及至2019年出現修例
風波後，全年投資總額才大跌至12.4億
美元，反映暴力示威已嚴重打擊本港營
商環境，令內地與外地投資者卻步，成
為業界最大難題。
他續說，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倚靠融
資，建議特區政府能推出相關措施，如

中小企信貸擔保計劃延長還款日期等，
使業界能度過「嚴冬」。
各協會重申，只要業界能克服逆境，

必能在未來受惠於 5G技術等種種機
遇，一同為香港發展智慧型城市出力，
希望疫情盡快緩和，社會及早回復團
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梁悅
琴）由去年下半年開始的持續黑暴，加
上當前新冠肺炎疫症肆虐，令香港營商
環境急劇惡化，連帶傳統媒體亦受到衝
擊。星島新聞集團昨日公佈，決定向員
工提出薪酬調整，一眾執行董事及高級
管理人員將會減薪25%，大部分員工包
括兼職員工的薪酬則將下調 10%至
15%，並於下月1日起生效。商業電台
亦公佈，正與員工作出放無薪假的安
排，有新聞部員工受影響。
擁有《星島日報》、《頭條日報》及

《東周刊》等報章雜誌的星島新聞集團
（1105）昨日公佈盈利警告及員工減
薪，指董事會根據現有資料，預期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集團將錄得
虧損約2,200萬元。

執董及高管人員將減薪25%
錄得虧損主要由於香港在去年下半年

的激烈抗議行動及環球地區政治不明朗
導致經濟放緩，令報章廣告收益減少，
以及若干非經常性開支項目所致。鑑於
現時惡劣的營商環境，公司將實施一系
列措施以減省成本，包括不同程度之員
工薪酬下調。其中，執行董事及高級管
理人員將減薪25%。
集團其後向員工發內部電郵，指包括

兼職員工在內的大部分員工將減薪10%
至15%，減幅按現有薪酬水平而定，下
月1日開始生效，並提到集團面對快速
逆轉的市場狀況，必須及時作出調整，
希望得到同事們的理解，又期望香港經
濟環境及集團業務狀況早日改善，令薪
酬「重回正軌」。

商台將安排員工放無薪假
商業電台同日宣佈，鑑於目前的社會

情況及疫情持續，會由4月開始有新措
施，在不影響廣播服務的前提下，與員
工作出放無薪假的安排，但未有透露有
關的無薪假安排涉及哪些部門及主持。
據了解，有新聞部員工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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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梁悅琴）
新冠肺炎疫情未有減退跡象，巿民消費
大減，部分集團連鎖食肆不得不暫停營
業或安排員工放無薪假等應對，求續命
免「執笠」。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
家和昨日透露，在最壞情況下，估計會
有超過1,000間食肆因疫情打擊而結業，
屆時餐飲業失業率將超過7%。

不少食肆生意額跌逾90%
黃家和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在1
月時已有逾百間食肆暫停營業或結業，

而「邊爐家族」出現集體確診個案，對
食肆尤其是火鍋店生意打擊很大，不少
食肆生意額跌逾90%，估計行業整體生
意跌30%至40%，即使有外賣生意亦未
能彌補損失，倘疫情仍未完全受控，下
個月將對業界十分關鍵。
面對困境，不少食肆要求員工放無薪

假、減薪或裁員。叙福樓集團主席兼行
政總裁黃傑龍早前在其個人社交專頁中
公佈16家分店暫時休業、公司正副主席
主動減薪一半，有幾名公司管理層即私
下表示願意主動減人工，但他堅決拒

絕：「現在公司未差到要員工減人工，
如果大家有年假未放，可趁呢段時間休
息吓，咁就已經足夠。」

叙福樓：不會裁減遣散同事
黃傑龍昨日在接受媒體查詢時指，早

前與管理層認真審慎考慮後，認為目前
疫情進入關鍵時期，抗疫是社會共同責
任，比經營生意重要。為保障顧客、員
工及社會等整體利益，決定全線12家牛
涮鍋及4家溫野菜即日起短暫休業，但
不會有同事因是次休業決定而被裁減或

遣散，希望此舉能為社會帶來一點正能
量，大家能順利度過是次疫情。

「煌府」母公司高層減薪30%兩月
主打婚宴酒席的「煌府」母公司首灃
控股昨日則公佈，為控制營運成本，自
2月7日起，公司執行董事兼主席陳首
銘、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陳曉平，以及
執行董事錢春林，已主動將其各自的薪
酬暫時削減30%，為期兩個月，以紓緩
集團目前不利及困難財務狀況所帶來影響
的應對措施。倘公司的財務狀況仍未能
得以改善，執行董事或考慮進一步削減
薪酬。同時，集團正與各業主就租金寬
減進行討論，務求減低租賃開支。

餐飲聯業協會：最壞逾千食肆執笠

疫情致創科「嚴冬」IT界盼政府紓困

■葛珮帆聯同科網業相關協會代表舉行記者會，分享創科小企業困境，並提出訴
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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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新社聯促設疫症失業援助金

■梁志祥聯同民建聯元朗支部及屯門支部成員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請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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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投票支持撥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以59票贊成、3票反對下，大比數
通過「抗疫防疫基金」撥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