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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令料涉28萬人生計
2020年3月26日（星期四）

食肆停業勢加劇無薪假 冀政府代交租出糧

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出「禁酒令」，研究對
全港 8,600 間食肆和酒吧立法，停止售賣和提供酒
類飲品。同時還有消息指，本港或效法外國，推
出禁止堂食及停業 14 日等措施。業內人士指出，
「禁酒令」會令餐飲業雪上加霜，估計將有大批
食肆及酒吧倒閉，3 月份餐飲業的失業率或達

■黃家和預計，今年首 3 個月約有 600
間餐廳停業或結業，並料 3 月份餐飲業
失業率更會高攀至8.5%。
資料圖片

8.5%。最壞情況下，假設全港餐飲界停業 1 個
月，業界總損失料達 140 億元，受影響從業人數
達 28 萬人，建議政府效法其他國家，資助企業停
業期間的租金及人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顏倫樂、梁悅琴

■自由黨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率領業界表達訴求。

生意插水成本都未能收回
自由黨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昨表示，難以預計「禁酒
令」對娛樂、飲食和酒吧業實際影響，明言最好不要下達。
又稱，食肆禁酒甚至停止營業，停幾多天不是問題，但政府
必須為期間的食肆租金、人工和差餉「找數」，否則食肆酒
吧將難以經營。
代表 1,025 間酒吧的飲食及娛樂聯盟召集人陳民昨認為，
即使推「禁酒令」也應有時限，好讓業界作預算。並指目前
有賣酒的餐廳只做一般餐飲，是收不回成本，多數要靠賣酒
水來增加收入， 尤其是酒吧，無酒賣等同不用做生意，因
此政府需補償業界停業期間的損失。「疫情之前部分酒吧生
意有100萬元至200萬元，租金都佔70萬元至80萬元，還有
人工，如果做不到 200 幾萬元生意是難以維持成本。」同
時，落實禁酒令還拖垮供應商、批發商的生意，無法估計失
業率會升多少。
經營東海品牌的Tang's Catering Group行政總裁梁耀進則
認為，如落實食肆酒吧停業，會令食肆失去爭取生意的機
會，但作為負責任的企業，集團必定響應政府呼籲以助減低
疫情傳染的風險；同時集團亦要顧及員工的生計，希望政府
可以效法其他國家，資助企業停業期間的員工薪金。
叙福樓主席兼行政總裁黃傑龍則稱，會待政府公佈方案後
才會表達相應訴求，但同意港大醫學院院長兼公共衛生醫學
講座梁卓偉教授的提議，不單止食肆，而是所有非必要的商
業活動暫停14日，換來14日之後社會可以相對正常活動。

食肆自願減堂食加強防疫
為防止病毒交叉感染，不少食肆都加強抗疫措施，有部分
酒吧自願暫停營運 14 日，以代替禁酒令，亦有多間大型連
鎖快餐如麥當勞、大家樂等，晚上 6 時半就不設堂食。張宇
人也指，業界已同意全部光顧餐廳人士需佩戴口罩，也有共
識盡量將每張枱之間保持 1.5 米距離及一枱只坐 4 人等。同
時，各商會也同意各餐廳及娛樂場所不接待戴手帶人士，若
他們踏入場所，會致電政府熱線舉報。
黃傑龍也指，集團旗下叙福樓已暫停晚市，其他食肆於食
客入座時會盡量安排坐得寬鬆。而日式火鍋店如牛涮鍋等更
有最高入座限制，入座率限於 50%至 70%，按分店大小而
定。另還謝絕招待隔離人士、入座前量體溫及以消毒酒精清
潔雙手、戴口罩、以易拉架用作分隔、用電子餐牌及負離子
清新機、食客離座後消毒枱面等。

中式餐館

非中式餐館

快餐店

酒吧

雜類飲食場所

1月

46.84

32.63

20.17

1.34

7.69

2月

43.89

29.87

18.48

1.19

6.86

3月

43.12

33.21

20.37

1.45

7.75

4月

38.19

27.51

18.82

1.57

6.98

5月

41.15

28.34

19.87

1.51

6.94

6月

40.23

27.68

19.25

1.43

6.95

7月

37.52

26.65

19.38

1.23

6.65

8月

35.32

25.27

18.82

1.19

6.62

9月

34.56

24.01

18.45

1.15

6.37

10月*

35.15

24.01

18.23

1.30

6.02

11月*

34.96

23.83

17.45

1.29

5.90

12月*

38.19

27.47

18.46

1.43

6.54

全年

469.13

330.48

227.73

16.07

81.28

*為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見工石沉大海無消息
謝小姐提及現時的生活苦況：「舊公司
去年 10 月結束營業之後，一直有搵樓面工
作。去年 12 月社會運動略為緩和，還有不
少見工的機會，一度抱有希望可以很快找
到新工作，惟 1 月底爆發疫情，早前見工
都石沉大海沒有消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新冠肺
炎疫情持續擴散，政府防疫專家顧問、
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近日提議，若未
來數日市民自律不奏效，建議政府可參
考英國做法，強制全港酒吧、食肆等場
所停業。業內假設最壞情況停業1個月，
以政府統計處數據估算，餐飲界將直接
損失約 93 億元，加上舖租和人工，損失
或達140億元。

全港食肆月均收益 93.7 億

以去年全港食肆總收益（含酒吧）來
看，每月平均收益約為 93.7 億元。餐務
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稱，不論食肆規模
和類別，一般每月支出的舖位租金和員
工薪水，約為總收入的一半。若最終強
制關閉全港食肆 1 個月，「零收入」且
政府未提供補貼的情況下，所有食肆持
牌人仍需支付約 47 億元的固定支出，壓
力可想而知。
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則預計，今
年首3個月約有600間餐廳停業或結業，
業內每月損失介於40億至50億元，即每
月收益或同比縮減四成至六成，累計可
高達 150 億元。他還猜測，3 月餐飲業失
業率更會高攀至8.5%。
政府統計處數顯示，截至去年 9 月，
全港住宿及膳食服務機構共 19,292 個，
就業人數28.07萬人。

本港住宿及膳食服務機構數目及就業人數
機構規模
(就業人數)

機構數目

就業人數

機構規模 機構數目
(就業人數)

就業人數

1-9

11,776

51,558

100-199

95

12,182

10-19

3,816

50,876

200-499

44

14,045

20-49

2,688

80,677

500-999

20

13,613

50-99

853

57,826

合計

19,292

280,777

數據截至2019年9月

黃家和盼政府擴大資助

對於梁卓偉的提議，黃家和認為「太
醫學角度」，沒有考慮到社會恐慌情
緒，也未能考慮到餐飲業從業者的生存
問題。整個行業已經「大傷元氣」，無
人會為停業 1個月，哪怕 1個星期做好準
備。他希望，政府能在財政紓困措施
中，進一步擴大對餐飲各類別持牌人的
資助。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去年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曾工作失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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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 4 個月
樓面盼盡快派 1 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飲食業
受到疫情嚴重打擊，從業員無不叫苦連
天。從事飲食業十多年的謝小姐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一直擔任樓面的
工作，惟自去年下半年起受到黑暴影響，
其任職位於銅鑼灣的茶餐廳因而遊客大
減，去年 10 月已結束營業。她目前最大願
望是希望疫情可以盡快過去，食肆陸續回
復人流，自己盡快找到新工，以及政府能
盡快分派1萬元給市民，以解燃眉之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去年各類食肆每月收益（億元）

有關「禁酒令」在社會掀起熱議。飲食業職工總會主席郭
宏興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食肆的角色非常被

動，又坦言不是市民去飲酒而引起疫情，而是有正在隔離的
人士外出用膳飲酒，令到食肆風險增加。他指，爆發疫情以
來，相信大部分食肆晚市生意最少下跌七成至八成，很多從
業員已放不同程度的無薪假，如推「禁酒令」，勢必加劇放無
薪假情況。他認為政府最直接的補償方法是補貼給從業員，如
補貼七成至八成人工。如果補貼給食肆老闆，則未必落到從業
員口袋。

停業一個月 餐飲損失百四億

早前有多位確診新冠肺炎患者曾到蘭桂坊消

她又稱，自己僅得中三學歷，加上年屆
50 歲，從事飲食業每月薪金有 1.8 萬元，
想轉行都比較困難。「我有一個讀中學的
兒子，丈夫也是從事飲食業，近期受到疫
情影響，任職的餐廳樓面由原本四個人的
人手，變為兩人一組輪流上班，一星期要
放無薪假兩日至三日」。

靠丈夫獨力養 5 口人
她無奈表示，自己仍未找到新工作，一
家生活重擔落在丈夫身上，丈夫每月收入
約 2 萬元，除了要一家三口之外還要供養
父母，可謂生活迫人。
疫情下，謝小姐感前路茫茫，最大願望
是希望疫情盡快過去，食肆陸續回復人
流，自己盡快找到新工。被問及對政府有
何盼望，她希望政府給市民的 1 萬元抗疫
基金可盡快分派，以解燃眉之急。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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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士丹頓街有食店經已結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招 3500 外賣員 設抗疫基金安人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為防止
新冠肺炎病毒交叉感染，市民多了叫外
賣，但外賣員終日街上奔走及送外賣予
不同客人，卻成為高危一族。本港大型
外賣平台戶戶送香港區發言人昨日回覆
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最近外賣訂單
大幅增加，外賣員需求也大增，公司預
計年底合作的外賣員將增加 3,500 人至
8,000 人。為保障外賣員的健康，公司包
括提供口罩及消毒酒精搓手液，以及設
支援基金，為被確診或按衛生署要求而
需隔離的送餐專員提供援助等等。

戶戶送每周收1100人申請
戶戶送指出，今年農曆新年假期過後，
不少香港市民需要留家工作，外賣訂單大
幅增加，1、2月數字按月增加60%。由於
訂單增加，與公司合作的自僱送餐專員，
由去年底的約 4,000 人，最近兩個月增長
至約 4,500 人。鑑於外賣訂單持續增長，
公司調整預計年底送餐專員數目，由原先

持健康習慣，如要勤洗手、每天檢查體
溫兩次、避免觸摸面部和前往人多擠迫
的地方，並於生病時留在家中休息。同
時，鼓勵所有人遵守私人機構，包括餐
廳夥伴的防疫措施。而公司亦將醫院範
圍餐廳的特定指引上載至應用程式，讓
他們工作時加多留意。另外，公司設立
送餐專員支援基金，為被確診或按衛生
署要求而需隔離的外送員提供援助。
■戶戶送在 fb 上面貼出大量招聘合作外
賣員的廣告訊息。
的6,500名增至8,000名。現時每周約收到
1,100 個送餐專員的申請，最近申請數目
更有雙倍上升。

基金提供確診或隔離援助
至 於 外 賣 員 的 健 康 保 障， 戶 戶 送 表
示，公司有一系列措施及指引，如為他
們提供口罩及消毒酒精搓手液，提醒保

雙向
「無接觸送餐」
選擇
另一方面，為保障消費者安全，戶戶
送最近推出「無接觸送餐服務」，用戶
可選擇將美食放於門前、請勿按電鈴，
或是請大樓警衛代收等指示。與此同
時，外送員亦能選擇「無接觸送餐服
務」，將美食放置於指定位置後，保持
醫學專家建議的一公尺距離，等待顧客
前來收取訂單。另一方面，外送員也可
無條件取消任何已接受的外賣訂單，若
覺得身體不適，公司不建議他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