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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

報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內地

不少餐飲企業閉店停業導致員工閒

置，零售、快遞企業則因全力保障

供應而顯人手短缺，「靈活用

工」、「共享員工」成為快遞、餐

飲、零售業特殊時期的重要舉措。

近日沃爾瑪全國400多家門店全面接

納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員工到店「上

班」，目前深圳已入職兼職人員超

過700人。順豐深圳也由昨日起推出

靈活用工模式，協助一線崗位派件

每日最低收入 224元(人民幣，下

同)。不少受聘員工表示，能再工作

不僅心裡踏實，還能保障不斷炊。

零售餐飲共享員工 快遞靈活用工
跨行業雙贏合作 惠及數千待崗人士

��(���

■平保昨舉行視頻發佈會。

■中國香精
香料公司預
計下周復工
率達八至九
成，圖為其
實驗室員工
在工作。
李昌鴻 攝

■黃鵬稱，東
捷運通下周仍
然只有 25%
的復工率，但
因為目前是業
務淡季，所以
受影響不大。

李昌鴻 攝

■西貝莜面村深圳八卦嶺店員工黃俊湫稱，給安排到沃爾瑪來工作後，心裡踏實了很多。 記者郭若溪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郭若溪深圳報
道)以往年底餐飲業是旺季，不少店
裡的員工都留深過年。今年23歲的黃
俊湫來自雲南，去年年底到西貝莜面
村深圳八卦嶺店工作，剛上班不久門
店就暫停營業了，手裡沒有收入感到
非常發慌。「每天就閒着，後來給安
排到沃爾瑪工作，會讓慌張的心情有
一定的減緩，心裡踏實了很多，沒有
與社會脫節。」

心裡踏實 沒與社會脫節
西貝莜面村八卦嶺店的員工盛才

林來自河南，吃住還在公司，現在
到沃爾瑪上班，感到自己可以學習
新東西，他感激新老東家，對未來
也有了信心。他說入職之後嘗試了
收銀、理貨等不同崗位，老同事給
了他詳細的培訓和清晰的安全指

引，也經常有老同事主動分享一些
工作上的小技巧，比如怎麼擺放貨
物更穩當、更省力。「之前休息了
很久，感覺很空虛。現在在這裡工
作心裡踏實、放心。賦閒期間也變
得充實了起來，心情也輕鬆了不
少，沒有那麼焦慮了。」
非常時期，企業通過開展「共同用

工」互幫互助，即可滿足超市激增的消
費所帶來的人力需求，也能緩解受到疫
情影響的行業待崗人群的收入壓力。
據西貝莜面村深圳區行政總監弓

岳東介紹，員工薪酬是採用時薪的
方式與沃爾瑪結算，但是員工所有
的勞動關係以及人員的日常管理和
吃住，相關的福利待遇還是屬於公
司。「他們是暫時性在沃爾瑪工
作，掙到錢的同時也能讓員工在這
段時間不要鬆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隨着內地新冠疫情出現好轉，粵港澳大灣區復
工復產步伐也在加快。記者從深圳多家港企和
香港工業總會（工總）珠三角協會等多方渠道
獲悉，下周深圳將迎來復工潮。工總珠三角協
會有關人士稱，目前港企復工率達到85%左
右，預計下周將迎來更全面的開工高峰。不
過，由於部分工人因為疫情影響仍未全部返
崗，一些省市出現封路導致復工較慢，影響了
大灣區港企的供應鏈供給。

趕訂單交付 穩定出口業務
從事香料研發和製造的港資企業、中國香
精香料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兼總裁王明凡告

訴記者，2月10日他們獲准開工，但復工率
不到兩成，加上外省員工回到深圳需要再隔
離觀察14天，有1,300人的深圳公司僅200多
人復工，生產和研發受到影響。目前約有四
五成復工。隨着疫情的逐步好轉和深圳各區
出台措施支持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企業復
工，預計下周復工率達八至九成，得以免訂
單交付太遲遭國內外客戶退單。
為5Ｇ設備和新能源汽車等提供鑄造服務的
港企嘉瑞集團韓小姐表示，目前他們深圳公
司復工率為四成，下周預計會有不少符合防
疫要求的員工復工，這樣將使公司可以穩定
訂單和出口業務。
周大福珠寶執行董事陳世昌指公司已於17

日獲准全面復工，但為了員工健康考
慮，他們復工率只有近五成。隨着疫情
的好轉，下周復工率將有較大的提高。

疫情好轉 料下周復工率提高
另外，香港一家媒體包括其深圳新聞

中心、網絡和內地財務中心共計約50
人也獲准下周一全面復工。不過，從事
國際航空貨運的港企東捷運通董事長黃

鵬告訴記者，公司下周仍然只有25%的復工
率，預計要到3月上旬才可實現大部分員工
復工。但因為目前是業務淡季，對業務影響
不大。

多個省市仍停產 影響供應鏈
工總珠三角協會有關人士告訴記者，他從
十幾家從事工業製造的會員企業獲悉，這些
企業復工率已高達85%左右，因疫情出現好
轉，大量符合防疫要求的港企下周將出現復
工潮，復工率將進一步上升，但離全面復工
仍有一些距離，因一些省市封路影響了員工
返程，而內地多個省市停工停產，大灣區許
多港企供應鏈也受到了影響。

深圳迎復工潮 港企復工率8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新
冠肺炎疫情令各行各業面臨下行風
險，平安保險（2318）總經理兼聯
席首席執行官謝永林昨於視頻會議
中透露，集團已處理逾30宗涉及新
冠肺炎相關理賠，設計金額數千萬
元人民幣，其中有9例涉及身故。此
外，疫情將直接影響上半年壽險新
業務表現，普惠業務的不良率亦會
上升。若疫情持續較長時間，影響
不可低估。但他樂觀表示疫情是階

段性的，最快下半年會有所恢復。
謝永林解釋，疫情對平安的確有
一系列負面影響，即便線上銷售無
太大影響，壽險業務的增長需大量
面對面溝通。在信貸催收之下，中
小企的信貸狀況則會面臨更多挑
戰。但好在金融行業本身抗風險能
力強，大型金融機構的抵抗能力也
會更強。集團內部經過測算認為短
期內風險可控，今年全年會以投資
波動較小的定息資產為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國
家外匯管理局昨公佈統計數據稱， 1月份銀
行代客涉外收入19,861億元(人民幣，下同)
對外付款19,346億元，涉外收付款順差515
億元。按美元計值，2020年1月，銀行代客
涉外收入2,871億美元，對外付款2,797億
美元，涉外收付款順差74億美元，延續
2019年12月份的淨流入態勢。此外，1月
末外匯儲備餘額31,155億美元，較2019年
末上升76億美元。
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總經濟師

王春英表示，1月銀行結售匯小幅順差，綜
合考慮遠期、期權等其他供求因素，外匯市
場供求呈現基本平衡。2月份以來，儘管受
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但外匯市場運行依然
總體平穩，體現市場日趨成熟與理性。人民
幣匯率在短暫調整後繼續呈現有升有貶的雙
向小幅波動，外匯市場供求基本平衡，非銀
行部門涉外收支保持穩定，企業、個人等市
場主體涉外交易理性有序，充分顯示當前外
匯市場更加成熟，可以更好地吸收、適應有
關事件的影響。

外匯局：1月跨境資金流動穩定 平保：疫情影響壽險新業務

因為防疫，人們的外出活動大大減少，快
遞公司的派件工作量大大增加。昨日，

順豐深圳正式發佈面向社會招聘兼職、物業保
安、騎手等，建立靈活用工模式。據介紹，此
次共推出同城協同、臨時幫工、物業合作和臨
時非全四種模式。其中，同城協同是協助一線
崗位派件，由同城分公司提供或分部自主招聘
入職同城眾包員工。每票(單)2.8元，每人80
票/天，保底收入可達224元/天。

四模式招聘 吸納保安騎手
臨時幫工是負責站點自寄自取、看站、看
店；收派員可引入親戚或朋友一起幫忙。物
業合作是根據小區物業防疫管控情況，由小
區物業安排保安協助小區收派件，給予物業
補貼，每票1元。臨時非全則指社會兼職、
臨時用工類型，協助派件工作，兼職人員、
騎手、保安等。23元每小時。
福田某小區物業工作人員表示，小區很早

就不准快遞上門派件，所有快遞都放在保安
亭，由保安人員幫忙有需要的業主送到家門
口。「大件快遞的確會很吃力，如果快遞公
司提供適當補貼的確可以幫到很多。」

沃爾瑪深圳開放逾700崗位
疫情時期零售業顧客需求持續提升，沃爾
瑪全國400多家大賣場、社區店和山姆會員
商店及各配送中心，開放數千個工作崗位，
僅深圳就超過700人。據沃爾瑪深圳紅嶺店
總經理李富江介紹，2月11日開始陸續有外
援同事到店裡支持。「主要是來自於一些服
務性行業，像西貝莜面村就有7個人，他們
的到來給我們帶來很大的支持和幫助，緩解
了店裡的人手緊張情況。」
據了解，這些外援員工主要崗位包括電商
揀貨員、理貨員、鮮食員工、收銀員、迎賓
員、推車員等。企業與沃爾瑪達成合作意向
後，推薦員工自願到沃爾瑪上崗。沃爾瑪為

到崗員工提供崗前培訓，還為到崗員工提供
安全防護用品，並保證工作所需的相關勞保
用品。
目前，沃爾瑪中國已在全國各地與深圳的

餐飲、娛樂等行業的58家商戶開展「共同用
工」項目的合作，目前意向員工2,000餘人。

外援來自餐飲 適應力較強
李富江表示，部分企業因為有員工待崗，
對他們也有一定的壓力，通過這種共同幫
助、相互用工的方式，能夠解決雙方的困
難。這些外援員工來自品牌餐飲，普遍適應
力比較強，很快就適應了新的崗位。「餐飲
業和零售業的行業形式非常接近，都是服務
性行業，在公司管理規範，員工在服務意識
等方面都比較好，對部分生鮮商品熟悉度也
高，融入我們團隊的速度非常快，對店裡工
作效能有很大的提升和幫助，也節省了大量
的培訓時間和人手。」

■西貝莜面村深圳八卦嶺店員工黃俊湫稱，到沃
爾瑪工作後，心裡踏實了很多。 郭若溪 攝

■西貝莜面村八卦嶺店的員工盛才林稱，到沃爾
瑪上班後，感到可以學習新東西。 郭若溪 攝

■■沃爾瑪深圳紅嶺店外援沃爾瑪深圳紅嶺店外援
員工正在熟悉工作流程員工正在熟悉工作流程。。

郭若溪郭若溪 攝攝

新崗位保障不斷炊新崗位保障不斷炊 員工心安員工心安

永輝超市吸納上千員工上崗永輝超市吸納上千員工上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

海報道）記者從永輝超市獲悉，該
公司自 2月初在全國範圍內推出
「共享員工」計劃以來，截至目前
已有上千名「共享員工」入駐，使
得因受疫情影響暫時待業人員重新
就業、獲得收入，亦是企業抱團共
渡時艱舉措。

兼職形式 一天收入176元
據永輝超市相關負責人介紹，在
疫情發生後，部分行業因為暫時停
業導致員工閒置，而零售企業又因
部分員工無法正常返崗和線上線下
業務量增加面臨人手短缺，「共享
員工」模式便應運而生，以兼職工
作、按小時計薪的方式，招納歇業
在家的企業員工。
來自一家暫停營業的室內遊樂場

的員工趙萌表示，她1月23日起就

失去了大部分收入來源，一個月僅靠
數百元（人民幣，下同）底薪生活，
且疫情期間工作不好找，就算找到
全職工作，也會因為仍在勞動合同
期內無法前往。永輝超市的「共享
員工」計劃因是兼職形式，一切都
顯得那麼合適，趙萌現在永輝超市
上海浦江萬達店電商小店兼職揀貨
員，每天工作8小時，工作一小時可
以拿到22元，一天收入176元，保障
了生活。
據悉，為方便暫時歇業的企業員

工加入永輝，還開通全國「二維
碼」一鍵申請通道，加快「共享員
工」的加入，目前已與萬達商場、
大玩家超樂場、綠茶餐飲、豐收
日、多倫多海鮮、老鄉雞等眾多餐
飲、酒店企業開展了「共享員工」
合作，已吸納到上千名員工正式上
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