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於新年

度預算案宣佈向全港年滿18歲永

久居民發放1萬元，新來港定居人

士卻未能受惠。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羅致光昨日表示，會透過關愛基金向非永久居

民派發1萬元，對象主要是來港定居未住滿7年者，包括少數族裔及持單程

證者等，須作資產審查，但會寬鬆處理。關愛基金本月會開會商討細節，

希望盡快發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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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在受電台訪問時指出，財政司司長
於新年度預算案宣佈向全港年滿18歲

永久居民發放1萬元時，同時邀請了關愛基
金就有經濟需要的新來港而未足7年者提供
相類似安排。
他透露，預算案派錢時未有提及新來港人
士的問題，主要由於定義必須清楚。「香港
永久居民」是簡單定義，受法律挑戰機會不
大，其他遺漏者便由關愛基金負責。
他續說，有關做法大致與2011年關愛基
金為低收入家庭新來港定居成員提供6,000
元津貼一樣，但仍有待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及
扶貧委員會通過有關安排。他說：「我明白
如果時間太長的話，可能真的未能協助很多
朋友面對這個時刻的生活情況，我們會盡快

在現時的工作程序、細節等工作層面做工
夫，希望於本月召開關愛基金專責小組會
議時可獲得通過，盡快執行有關工作。」
羅致光強調，關愛基金派錢將設有條

件，針對幫助一些有實際經濟需要的人，
但審查會寬鬆處理，以免過嚴會弄得相當
複雜。他並指，在今時今日的社會環境，
全民派錢是一項很特別的措施，雖然未必
最公平，因為並未仔細具體研究不同人的
需要，卻是最快捷的方法。

料失業率或達至5%
另外，在暴力衝擊及疫情雙重打擊下，羅

致光估計本港失業率至少會升至4%至5%，
但難以估計會否高於2003年「沙士」時期

的8.7%，惟飲食、零售業承受的打擊未必
低於「沙士」時期。由於2003年之前並無
個人遊，香港以本地消費為主，但自去年年
中至今，香港每日減少十多萬名訪港遊客，
與之相關的行業自然大受影響。

至於公務員復工後的口罩問題，羅致光
承認現時購買口罩仍有一定困難，且不是
所有部門均可向公務員提供口罩，但政府
已開放讓個別員工自行採購口罩後供公家
使用，再向政府報銷，限額5萬元，並透

露已有部門因此使用了逾20萬元。
他重申，資源有限下，使用口罩也要想清

楚優次，「例如清潔工人最有需要，而一般
在辦公室工作，人與人的距離相對遠，感染
風險也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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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補漏財案「非永居」派萬元
羅致光：資產審查從寬辦 安排如2011年派600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持
續多時的黑衣暴亂肆虐，現再遇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各行業相繼出現倒閉
及裁員潮，基層前線員工首當其衝。
民建聯愛心基金昨日公佈2020年首個
重點活動「關懷您」，向受到疫情影
響導致基本生活出現困難的申請人提

供即時經濟援助，預計每個申請戶可
獲發2,000元至5,000元，可惠及600
戶至1,500戶家庭。他們會爭取下周
接受申請，並於月底截止。由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聯合捐出的300萬元將作
為種子基金，並歡迎社會各界及市民
捐款，讓更多有需要家庭受惠。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在記者會上
表示，持續多時的黑暴，再加上新冠
肺炎疫情，香港經濟已受到嚴重的打
擊。連日來，不少基層市民向民建聯
求助，表示因為疫情而「無工開」，
即時影響到他們的日常生活。

料最多可惠1500戶
她續說，雖然特區政府已設立300

億元防疫抗疫基金，以及財政司司長
公佈下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大規模
的紓困措施，但這些措施中並沒有包
括即時援助失業者的建議，而且各項
紓困措施籌備需時，未能為深受疫情
影響的家庭提供即時的經濟援助。
因此，民建聯立法會議員經商討後

決定捐出300萬元，透過民建聯愛心基
金推出「關懷您」活動。「關懷您」
活動的申請人須證明是在疫情期間失
業，且屬非領取綜援家庭，並有18歲

以下子女及家庭經濟出現即時困難。
「關懷您」活動會透過民建聯地區

支部接受申請，並由支部主席作出推
薦，最後交由民建聯愛心基金負責審
批。基金會按每個申請家庭的情況發
放2,000元至5,000元的援助金，預計
有600個至1,500個家庭受惠。

下周起接受申請月底結束
基金預計在下星期接受申請，並於
3月底結束，基金會採取盡快處理的
原則，期望盡早將援助金發放到有需
要的申請者手上，具體申請的內容，
會準備好後再作進一步公佈。
李慧琼直言，由於基金的規模有

限，且預計疫情會延續一段時間，故
民建聯正邀請黨內成員，包括中委、
監委等響應捐款，協助有需要者，並
歡迎社會各界及市民捐款，讓更多有
需要家庭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與所有政治任命官員早前決定，將1個月薪酬全
數捐予香港公益金作慈善用途。林鄭月娥昨日出席
行政會議前指，捐薪金的做法是希望在比較困難的
時候，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希望公益金分配捐
款時，會特別照顧一些現時沒有接受政府資助的機
構。
林鄭月娥昨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被問及捐出一

個月薪金的考慮，以及為何不選擇以「減人工」的
做法處理時表示，問責團隊加上政治委任官員同意
與市民共度時艱、齊心抗疫，故捐出一個月薪金，
希望透過捐出薪金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所以選
擇捐給香港公益金。

首助未獲政府資助機構
林鄭月娥解釋，在今次的經濟逆轉和疫情影響

下，部分機構籌款活動受到很大打擊，包括連賣旗
都做不到，所以捐出薪金較將那些薪金放在庫房更
有積極作用。她還親自向香港公益金執行委員會主
席王冬勝表明，希望公益金在分配這些捐款時特別
照顧那些現時沒有接受政府資助的機構。
林鄭月娥表示，是次捐薪金的做法並沒有考慮到

對薪酬機制或士氣的影響，而若往後情況繼續轉
差，問責團隊會再適時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下午到政府資訊
科技總監辦公室家居檢疫控制中心，了解中心運作情況，
以及創新科技如何能協助監測接受強制檢疫者留在居所。
張建宗強調，政府各部門群策群力應對疫情，有信心在政
府和市民同心協力下，香港定會打贏這場抗疫戰。
張建宗昨日在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陪同下與家居

檢疫控制中心人員會面，了解他們如何透過通訊軟件的實
時地點分享功能和視像通話，確定受檢疫人士留在居所。
黃志光還向張建宗介紹電子手環的構造和功能。由物流

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研發及生產的電子手環，旨在
配合政府對抗2019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確保受強制檢
疫人士不會擅自外出。手環不能隨便脫下，並與相關手機
設備連接。若手環被破壞、手機訊號被中斷甚或被帶離居
所，衛生署和警方會即時收到警號作出跟進。
張建宗感謝在家居檢疫控制中心工作的人員（包括自願

參與義務工作的退休公務員）於疫情期間緊守崗位，為保
障市民的健康作出貢獻，與市民同心抗疫。
特區政府為加強使用科技對接受檢疫人士進行監察，要

求所有須檢疫人士在抵港時於邊境管制站立即啟動手機進
行實時地點分享，否則須即場佩戴電子手環，方便政府資
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能在檢疫期內監察他們是否留在居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出現新冠肺炎個案以來，在抗疫戰鬥
中奮戰的醫護人員，不僅有照料確診
或疑似患者的「Dirty Team」員工，
還有在後方處理病毒化驗的化驗師
們。在疫情期間，他們加班工作，任
務量比以往流感高峰期更多。伊利沙
伯醫院的病理學部分子病理學化驗室
自3月3日開始加強服務，由原本三
輪的快速測試，增加至四輪，最快約
4小時即可得知化驗結果。
伊利沙伯醫院日前宣佈，該院的病

理學部分子病理學化驗室，自3月3
日凌晨開始加強服務，由原本三輪的
快速測試，增加至四輪，最快約四小
時可知化驗結果。此前化驗室還因應
疫情抽調其他實驗室人手協助工作。

最快約4小時有結果
增加快速測試旨在盡快將化驗結果

傳遞給前線醫護，讓他們「看得見」
化驗結果，進而識別出確診病人，安
排適切的治療；同時安排結果呈陰性
的病人轉往其他病房或出院，加快騰

出隔離設施以配合運作需求。
雖然工作量增加，但伊院的化驗

師及相關同事都在努力配合。該院
副醫務化驗師鍾詠怡表示，自己每
天平均處理超過150個樣本，有時甚
至高達接近200個，工作量比以往流
感高峰期更多，部門同事近期都在
加班工作。
另一名副醫務化驗師張國賜原本

在伊院微生物學化驗室工作，因應
疫情，他主動加入協助新冠病毒的
化驗工作。他表示，參與病毒化驗
工作，在感染控制上要加倍小心，
但有了同事間的互相支援，工作期
間都十分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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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訪控制中心
了解檢疫監控運作

民記「疫」急錢 失業戶可袋5000元

■民建聯公佈「關懷您」活動詳情，為受疫症影響家庭作出支援，每戶最多可
獲發5,000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院
管理局的醫護人員抗疫期間，會被安
排輪流照顧疑似或確診病人，有關隊
伍被稱「Dirty Team」，此機制由
「沙士」開始，新冠肺炎來襲時再次
啟動。在Dirty Team工作的醫護人員
面對較高的感染風險，因擔心傳播給
家人，有些選擇到酒店暫住，伊利沙
伯醫院的陳淑櫻醫生就是其中之一，
而她近日與母親最密切的接觸，就是
相約在樓下公園交收母親準備的「愛
心便當」。
伊院感染及傳染病科的副顧問醫生
陳淑櫻，是新冠肺炎襲港後首批加入
隔離病房團隊的醫生，專責照顧懷疑
及確診病人。Dirty Team是通俗叫
法，陳淑櫻堅持使用團隊正式名稱
「Isolation Team」（隔離組），「我
覺得自己是最乾淨的」，為了不把病

毒帶到醫院外，她亦做足準備。

錶鞋眼鏡輪用 日洗手逾40次
陳淑櫻說：「我每天放工前都會抹

乾淨手機，離開醫院前都會先洗澡。
我有兩隻手錶、兩對鞋，甚至兩副眼
鏡，方便放工後可以替換。」她指
出，在隔離病房工作時做得最多就是
洗手，每日巡房就要洗40多次，由於
反覆清潔，她雙手顯得十分粗糙。

搬酒店暫住 珍惜與媽媽相會
上月初，陳淑櫻處理完一宗確診個

案後，決定搬到酒店暫住。她解釋，
雖然隔離病房的個人保護裝備較充
足，但社會對新冠病毒尚未完全了
解，家中也是有老有幼，在這段時間
仍需要減少與家人接觸。
現時她與母親最密切的接觸，就是相

約在樓下公園交收飯盒。陳母每星期都
會煮飯、煲湯，做成愛心便當後送給在
前線抗疫的女兒，而陳淑櫻在享用母親
的廚藝時，感歎這段時間的分離，讓她
更珍惜與家人共聚的時光。
她在工作中也同樣體諒病人和家屬

的心情。近期，她每天早一小時回到

崗位，先熟讀病人資料，方便之後巡
房。陳淑櫻表示，希望能盡快完成工
作，讓懷疑個案的病人盡早化驗，若
排除受感染便可盡早離開隔離設施，
而部分懷疑個案本身患病，已屬晚期
或情況較差，故希望讓他們和家屬盡
早相聚。

Dirty Team醫生自隔離 母「愛心便當」繫親情

伊院快測開OT 助醫護證「陰陽」

▲陳母準備的愛心便當 伊院通fb圖片

▶陳淑櫻每日洗手逾40次，雙手顯得十分
粗糙。 伊院通fb圖片

■張國賜原在微生物學化驗室工作，近期
主動加入病毒化驗工作。 伊院通fb圖片

■張建宗（左二）在黃志光（左一）陪同下，向家居檢疫
控制中心人員了解中心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