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疫情下在疫情下，，尖東地舖大部分結業或暫停營尖東地舖大部分結業或暫停營
業業，，巿面一片蕭殺景象巿面一片蕭殺景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零售業進入寒冬，銅鑼灣波斯富
街現12個吉舖。 記者梁悅琴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莊程敏

金融經濟措施撮要
■再發100億元通脹掛鈎債券
（iBond）及30億元銀債

■未來5年發650億元綠債

■年金最低投保年齡由65歲降
至60歲

■寬免ETF莊家發行及贖回過程
中股票印花稅

■鼓勵更多私募基金落戶香港
製表：記者 馬翠媚

旅發局額外撥款用途
■推出全球性香港旅遊品牌推廣計
劃，重建香港旅遊形象

■推廣盛事旅遊和主題旅遊，加強整
體香港旅遊吸引力

■加強支援業界開拓商機恢復客源，
資助業界進行推廣

■加強推動會展獎勵旅遊及郵輪旅遊

合計

資料來源：旅發局 整理：記者高俊威

2.26億元

2.77億元

1.17億元

1.71億元

7.91億元

撐中小企12項措施
措施

1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推
100%擔保特惠低息貸款，
申請期6個月。貸款額為合
資格申請企業6個月的薪酬
及租金開支，上限 200 萬
元，還款期最長3年，首6
個月可還息不還本

2 寬 減 2019/20 課 稅 年 度
100%利得稅，上限 2 萬
元，全港14.1萬納稅人受
惠

3 寬免2020/21年度非住宅物
業差餉，首兩季以每戶每季
上限5,000元，其後兩季則
以每戶每季 1,500 元為上
限，料惠及42萬個非住宅
物業

4 寬免2020/21年度商業登記
費，150萬名業務經營者受
惠

5 寬免公司周年申報表登記費
（逾期登記除外），為期2
年。有關措施惠及約140萬
間公司

6 補貼合資格的非住宅電力用
戶額外4個月，每月75%的
電費開支，每戶每月補貼上
限5,000元

7 減免非住宅用戶額外4個月
75%的應繳水費及排污費，
每戶每月減免額上限分別為
2萬元及1.25萬元

8 向本地回收企業提供新一輪
為期6個月的租金資助計劃

9 寬免政府物業、土地及環保
園等的合資格租戶額外6個
月50%的租金或費用

1 0 寬免短期地契條款豁免書
的合資格持有人額外6個月
50%的費用

1 1 寬減文娛中心設施租用者
額外提供6個月50%基本
場租

1 2 減免郵輪公司及現有碼頭商
戶額外6個月的收費及租金

製表：記者 岑健樂

政府收入
減少/開支

56.25億元

20億元

32億元

30億元

2.12億元

約29億元

3.4億元

約1億元

5.73億元

2.65億元

2,300萬元

1,800萬元

■責任編輯：劉錦華

183億推12招
撐企業保就業
政府政府100100%%擔保擔保 中小企可低息借中小企可低息借200200萬萬
中美貿易摩擦加上修例風波引發的本地暴力衝擊事件，以及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令香

港經濟陷入衰退，百業蕭條，不少店舖與企業都難敵寒冬，決定裁員甚至結業，令失業率

持續上升。為了「撐企業、保就業」，避免經濟情況進一步惡化，是次財政預算案動用了

183億元，推出中小企100%融資擔保、寬減利得稅，代繳水電費及排污費等12項措施。

財 政 預 算2 2$A6

失業率或見5% 增津貼誘企業擴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在暴
力衝擊與疫情雙重打擊下，本港就業情
況惡化，政府消息人士指失業率有可能
升至5%。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在預算
案中提出多項支援勞工的措施，當中包
括每年增撥3,000萬元優化勞工處的就
業計劃，進一步鼓勵僱主聘用年長人
士、青年及殘疾人士，料每年惠及
4,000人，最快今年下半年推出。
本港最新失業率為3.4%，已連升4個
月，在疫情持續且數據滯後下，料升勢

未止。陳茂波昨宣佈每年增撥3,000萬
元，優化勞工處的就業計劃，包括調升
在「中高齡就業計劃」、「展翅青見計
劃」及「就業展才能計劃」下，僱主可
獲發的在職培訓津貼金額的上限。

鼓勵聘用中高齡及殘疾人士
在現行「中高齡就業計劃」下，僱主

每聘請一名40歲或以上人士，每月最高
可獲發4,000元津貼，為期6至12個月。
政府消息指出，新預算案建議將僱主聘請

年滿60歲者每月可獲的津貼調高1,000
元，即最高津貼金額由4.8萬元增至6萬
元，料每年約500人受惠。至於「展翅
青見計劃」，僱主聘用學員擔任全職或
兼職在職培訓職位，可獲津貼金額計算
方法與「中高齡就業計劃」一樣，預算案
同樣建議每月增加1,000元津貼以向僱主
提供更大誘因，料每年約2,400人受惠。
「就業展才能計劃」則是透過向僱主

提供誘因，鼓勵他們提供職位空缺及工
作適應期予殘疾人士，現時每名僱主首

3個月每月可獲7,000元津貼，其後6個
月則每月可獲5,000元，即累計最高津
貼總額為5.1萬元，預算案建議每月提
高1,000元津貼額，令最高津貼額增至6
萬元，料每年1,100人受惠。

補助中小承建商等 上限2萬
預算案同時提出由建造業議會會費收

入中撥出2億元，向約6,000個合資格
中小型承建商及註冊分包商提供上限2
萬元補助金，以協助業界渡過難關。政

府消息指出，現時建造業議會為就業不
足工人提供約7,000元的津貼，亦將
「加碼」至10,650元，讓他們參與培訓
課程。據悉，計劃名額約2,000至3,000
個，涉及19個工種。
另外，預算案亦向僱員再培訓局增撥

25億元，於今年7月推出新一期「特別
愛增值」計劃，協助失業或就業不足人
士。學員每月最高津貼額將由原本
4,000元增至5,800元，並增加1萬個培
訓名額，每年可惠及約4萬人。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指出，政府決定在「中小
企融資擔保計劃」下，推出由政府作百分百

擔保的特惠低息貸款，申請期為6個月。貸款額為
合資格申請企業6個月的薪酬及租金開支，以200
萬元為上限，貸款利率將低至最優惠利率（P）減2.5
厘，還款期長達3年，可選擇首6個月還息不還
本。政府會為此提供最多200億元的信貸保證。

申請企業仍需符合多項條件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合資格申請企業需符合一定
的條件，包括於去年12月底前有商業登記、營運
最少3個月，以及企業最新一個月的營業額，與去
年任何一季（如尚未受修例風波直接衝擊的第一
季）的每月平均營業額比較，營業額至少跌30%。
消息人士期望於立法會財委會通過撥款後一個月便
開始相關計劃，而各行各業只要符合上述條件均可
以申請。此外，中小企於申請此計劃的同時，亦可
申請現有的「九成信貸擔保產品」及「八成信貸擔
保產品」，藉以紓緩中小企在出糧與交租方面的困
難。（其他「撐企業、保就業」的措施詳見附表）

中小企：資助冀擴至原材料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榮譽主席劉達邦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政府推出百分之百擔保的特
惠低息貸款對中小企有一定幫助，因其利率大約3
厘，較自己現時在銀行貸款息4厘為低，不過由於
自己公司的人手及租金開支不算最多，反而是原材
料開支更大，認為政府應將資助的範圍擴大至原材
料、固定支出等。

低息貸款望能加快發放流程
劉達邦認為，今次推出的措施對於餐飲業、零售

業幫助較大，因這些行業受到社會運動及疫情的影
響很大，生意額大跌，現金流亦大減，他希望是次
低息貸款的申請及批核可以加快流程，因很多中小
企的情況可謂「危在旦夕」，如果沒有即時的資金
支援，很可能要面臨倒閉的情況。他坦言，自己對
於申請政府的資金援助不太有信心，因早前申請
「BUD專項基金」，至今21個月都仍未收到錢。
至於減免水費及排污費、電費等措施對於他這類
在內地設廠的中小企則沒有幫助，寬減利得稅及牌
費等對他而言資助的金額亦不大，建議政府應擴大
幫助範圍至內地設廠的港商。他續指，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下，內地的廠房延遲了一周才復工，但目
前工人只有一半能上班，故產能亦只有一半。

現有貸款不還本 更即時受用
港資公司新翼鞋業董事總經理梁日昌亦表示，受
到疫情影響下，零售生意大跌，政府今次推出的
特惠低息貸款原意是好的，但擔心「遠水不能救
近火」，根據早前的一些信貸擔保計劃情況看，
銀行方面亦不太積極配合，進展都相當緩慢。他
又指，做生意的多數原本已有貸款，建議政府可
效法澳門推出將現有貸款還息不還本的措施會更
好，因可以立即紓緩到財政壓力，令資金鏈不至
於斷裂。他透露，目前已安排零售員工放年假，
人流低的門店亦暫時停業以減低支出，租金方面
亦積極與商場商討，港鐵、會德豐等已答應會減
租30%至50%。

200億
向中小企推出特惠
低息貸款擔保

130億
通脹掛鈎債券及銀債今年內再推出

650億
綠色債券擬未來5年發行

業界個案

20202020年年22月月2727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0年2月27日（星期四）

2020年2月27日（星期四）

專門接待內
地旅行團的金

威旅遊負責人梁偉權表示，本月
該公司的入境團是「零生意」，
估計虧損高達數十萬元。對於預
算案提出實施「中小企融資擔保
計劃」，梁偉權認為是好消息，
因為租金、員工薪酬、供車會
等，對公司造成沉重財政負擔，
現時有政府作百分之百擔保的特
惠低息貸款，有助他們的資金周

轉，紓緩緊絀的財政狀況，可暫
時避過裁員甚至結業的危機。

他最關注的是有關計劃何時開始
實行及可供申請，因為若公佈後遲
遲未實施，或是手續繁複令申請受
延誤，未能在一兩個月取得貸款，
公司可能已需裁員，無法發揮「撐
企業、保就業」的作用。

賓館：寬免差餉有幫助
經營多間賓館的香港旅遊業賓館

聯會主席劉功成表示，政府在預算
案中提出寬免差餉、商業登記費以
及協助中小企融資擔保等措施，對
業界確有一定幫助，因有資金暫作
周轉，減輕營運壓力。

他認為，問題的根源是社會運
動及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故必
須待這些不利因素過去，業務才
有可能重回正軌。他期盼不利因
素盡快過去，社會回復正常運
作。 ■記者 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
威 ) 為支援旅遊業，政府將向旅
發局額外撥款近8億元，讓該局
在新冠肺炎疫情過後加強對外推
廣，主要針對吸引短途旅客，包
括東南亞及日韓等國家的客源。
旅發局指，將調撥其中近3億元
支援業界，並利用資源加強盛事
推廣及推出全新旅遊品牌，重建
香港旅遊形象。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社會事件及

疫情對香港旅遊業造成雙重打擊，
本月按年入境人次下跌90%，預計
疫情過後，各地區都會在旅遊業進
行競爭，故有需要加強推廣工作。

額外撥款的使用期為1年，主要用
作推動短途旅客，包括東南亞及日
韓等國家的客源。

重建港形象 吸引旅客
旅發局主席彭耀佳回應指，社會

事件重創旅遊業，疫情令本港情況
雪上加霜，鄰近地區的旅遊業亦
受影響，當疫情減退後，亞洲旅
遊巿場競爭將加劇，旅發局需要
有更多資源支援業界，重建香港
旅遊形象，恢復旅客訪港意
慾。計劃從增撥資源中調撥近3
億元支援業界，其中1.17億元會
資助業界進行海外巿場宣傳或其

他推廣活動，以開拓商機及恢復
客源。1.71億元用作加強推動會
展獎勵旅遊及郵輪旅遊，吸引高
增值旅客和開拓客源。
他並指，旅發局將動用2.26億

元推出全新旅遊品牌計劃，當中
大部分資源會用於夥拍具影響力
的國際媒體及電子平台進行推
廣，以吸引全球消費者的注視，
在區內競爭中突圍。餘下的2.77
億元撥款則用作加強現有大型活
動，並邀請國際級大型盛事來
港，例如Formula E等，加強整
體香港旅遊吸引力。旅發局正擬
訂詳細計劃，詳情稍後公佈。

8億振旅業 加強盛事推廣

2、表／金融經濟措施撮要
‧再發100億元iBond及30億元銀債
‧未來5年發650億元綠債
‧年金最低投保年齡由65歲降至60歲
‧寬免ETF莊家發行及贖回過程中股票印花稅
‧鼓勵更多私募基金落戶香港

製表：記者 馬翠媚

旅行社：低息貸款最緊要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