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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疫情
影響民生，社會十分關注特區政府對
第二輪防疫基金的實施。對各界不同
持份者均要求特區政府以「直接幫助
僱主保留員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形容是「很樂見」的共識。她強調，
防疫基金一定會兼顧受社交距離措施
影響特別嚴重的行業， 特區政府很快
可以向社會公佈第二輪防疫基金內

容。
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

時表示，在諮詢不同持份者時，無論僱
主、僱員、商會和工會都差不多一致要
求特區政府參考外地有幾個地方所做、
靠「直接幫助僱主保留員工」的做法是
「很樂見」的共識。
她強調，防疫基金「一定會兼顧到」
受社交距離措施影響特別嚴重的行業，

而特區政府亦非常關心被勒令關閉等受
強制性措施影響的特別行業。
對於有外界批評林鄭月娥在疫情下

「逆市加薪」，她澄清有關薪酬屬按年
按通脹的機制定期調整，調整日期是去
年7月1日，而管治團隊早前亦主動把一
個月薪酬捐給公益金，她們會審慎再思
考與民同心抗疫和共度時艱應該採取的
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將公佈第
二輪防疫抗疫基金詳情，
工聯會昨日則聯同多個屬
會代表與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會面，就基金提出意
見，促政府即時向全港失
業者發放為期 6個月的
5,800元失業現金津貼、
為受疫情影響收入大跌的
重災區行業僱員提供一次
性1萬元現金援助，以及盡快研究建立緊急失
業援助金制度，以解打工仔燃眉之急。他們會
後引述張建宗表示，今次基金總額將超過300
億元。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於會後指出，第二輪基金
須發揮補漏拾遺作用，堵塞第一輪300億元基
金過分集中協助企業而忽略僱員實際需要的情
況，故重點應是以直接現金援助方式，支援受
疫情影響的各行各業僱員。

工聯見張建宗提3建議
他表示，會面中提出3項建議，包括擴大對

失業者的現金資助，由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本年初宣
佈向合資格者提供為期3
個月、每月5,800元的失
業現金津貼，擴大至涵蓋
所有失業者，為期最少半
年，估計財政開支為46.7
億元。其中，飲食、零
售、旅遊、酒店、交通運
輸、民航等重災區行業約
有100萬僱員，工會建議

政府向這些僱員提供一次性的1萬元現金援
助，估計財政開支約100億元。
黃國又指，世界各地普遍設有失業保障制

度，香港僱員一旦失業，則只能申領綜援。工會
強烈要求政府盡快研究設立有關制度，僱員倘失
業而又符合資格，即可領取原有工資八成、最高
1.5萬元（約工資中位數八成）的援助金。
工聯會新界東辦事處總幹事鄧家彪引述張建

宗表示，政府會盡快公佈第二輪「防疫抗疫基
金」詳情，基金總額將超過300億元。他希望
今次基金可涵蓋上次遺漏行業，而援助應直接
讓僱員受惠。

特首：次輪防疫基金必助重災行業次輪基金總額料逾300億元

■黃國與鄧家彪等昨約見張建宗。
工聯會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經濟走下
坡，據悉港鐵正準備再推出票價優惠，
將會是一次過的措施，以達到減價兩三
成效果，但具體減幅則有待政府及港鐵
管理層拍板，優惠會維持至本年底，詳
情日內會有公佈。據稱，有關的支出會
由政府及港鐵分擔，政府作為港鐵的大
股東或以股息支付，具體細節及落實時

間有待政府及管理層決定。有消息指，
港鐵董事局已得悉有關安排，港鐵主要
配合政府抗疫防疫措施，並於政府公佈
第二輪防疫基金時一同公佈。

東涌延線料2023年動工
另外，行政長官昨日會同行政會議批

准政府邀請港鐵，開展東涌線延線項目

的詳細規劃及設計，政府將與港鐵協商
項目的財務安排，工程預計2023年動
工，延線的兩個車站（東涌東站及東涌
西站）及相關鐵路段預計2029年完工，
建造成本約187億元，至於在香港站東
面的機場鐵路掉頭隧道延展段目標在
2032年完工。港鐵就此表示歡迎，並已
展開項目的初步設計招標工作。

港鐵擬再推優惠 政府分擔支出

涉涉案無牌酒吧位於尖沙咀山林道案無牌酒吧位於尖沙咀山林道2121號一幢號一幢
商業中心商業中心44樓樓，，面積約面積約11,,000000呎呎，，據悉由據悉由

黑幫幕後操控經營黑幫幕後操控經營，，並會向熟客供應毒品並會向熟客供應毒品。。由由
於政府早前為控制疫情於政府早前為控制疫情，，已頒令上周五已頒令上周五（（33
日日））傍晚開始傍晚開始，，所有酒吧或酒館需要暫時停業所有酒吧或酒館需要暫時停業
1414天天，，遂令無牌酒吧生意大增遂令無牌酒吧生意大增，，聚集大量酒聚集大量酒
客客，，無牌酒吧頓成新冠肺炎的播毒溫床無牌酒吧頓成新冠肺炎的播毒溫床。。

席地而坐 飲酒作樂 部分無罩
西九龍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早前接獲線

報，指上址單位被黑幫利用經營的無牌酒
吧，每晚吸引逾百人聚集狂歡，遂向法庭申

請手令在昨凌晨3時許採取突擊搜查行動，有
人一度反抗，但被探員成功制服並搗破該個
無牌酒吧。
其間探員在單位內發現聚集的人數多達91

人，環境非常狹窄、空氣局促，部分人因無
座椅提供只能席地而坐，不少正在喝酒的男
女沒有戴口罩，衛生情況明顯欠佳。
另經搜查，探員又在現場檢獲約53克可卡
因、18克「冰」毒、22粒搖頭丸、24盒液態
「冰」毒、小量氯胺酮及大麻，毒品總值約7
萬元；另檢獲約34支酒類飲品及671罐啤
酒，總值約5.7萬元，全部證物帶署作進一步

調查。

量體溫後一併拘捕帶署
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鍾雅倫警司表示，探

員已即場為現場91人核查身份，包括是否有
違反家居隔離令者，並為所有人測量體溫，
其後才一併拘捕帶署，由於無牌酒吧現場
「人多擠迫」，警方稍後不排除考慮以「限
聚令」向部分人作出檢控。
鍾雅倫警司譴責處所管理人於狹小空間內

向多人售賣酒類飲品，大大增加病毒在社區
傳播的風險，行為極不負責任。

被捕的91人，分別56男35女，年齡介乎16
歲到55歲，當中3男1女為負責人及職員，涉
嫌「無牌售賣酒類飲品」及「販毒」罪；其
餘87人為顧客，涉嫌「藏毒」及「在無領取
牌照的地方飲酒」罪名，當中3人被法庭發出
通緝，涉嫌為失蹤少女或違反法庭命令。
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聚集）

規例》（第五九九F章）訂明，會址內純粹或
主要用作售賣或供應令人醺醉的酒類，供人
就地享用的會址範圍必須關閉。違反上述規
定者即屬干犯刑事罪行，最高可被罰款5萬元
及監禁6個月。

■警方展示搜獲證物。 ■警拘91人涉違「限聚令」。

特區政府為應對疫特區政府為應對疫

情情，，防止社區大爆發防止社區大爆發，，

早前先後頒令所有酒吧早前先後頒令所有酒吧

或酒館暫時關閉或酒館暫時關閉1414天及天及

實施實施「「限聚令限聚令」，」，惟有惟有

自私自利者罔顧風險繼自私自利者罔顧風險繼

續光顧無牌酒吧續光顧無牌酒吧。。警方警方

昨日凌晨便在尖沙咀搗昨日凌晨便在尖沙咀搗

破一間無牌酒吧破一間無牌酒吧，，揭發揭發

約千呎的場所內竟擠滿約千呎的場所內竟擠滿

9191人飲酒狂歡人飲酒狂歡，，部分人部分人

更無戴口罩更無戴口罩，，一旦人群一旦人群

中有感染新冠肺炎患中有感染新冠肺炎患

者者，，後果不堪設想後果不堪設想。。警警

方將方將 9191 人一併拘捕帶人一併拘捕帶

署署，，不排除會以不排除會以「「限聚限聚

令令」」向部分人作出檢向部分人作出檢

控控。。

91人聚千呎酒吧違令狂歡
無牌吧變播毒溫床 警擬檢控部分犯禁者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本港疫情仍
然嚴峻，確診人數每日有雙位數字增長，政
府的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將推出，會兼顧尤
其是受到目前有關保持社交距離措施嚴重影
響的行業。本港正面臨近數十年來最嚴峻的
經濟形勢，而且可以預期惡劣環境將持續一
段長時間，大批打工仔飯碗難保，生活百上
加斤。疫戰非常時期、危機緊急關頭，特區
政府必須打破常規，善用財政力量，靈活調
配資源，迅速大力開庫濟民、派錢救急，以
精準施策保障打工仔及其家庭能夠維持基本
生活，既要保經濟、撐企業，更要保證基層
市民能維持有尊嚴的基本生活。

修例風波本已重創本港經濟，接踵而至的
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環球經濟惡化，航
空、旅遊、零售及相關行業幾乎陷於停擺，
酒店餐飲等本地消費在保持社交距離下直插
谷底，內外貿易大幅下跌，金融市場急劇動
盪，本港作為開放型經濟體，而且以服務業
作為支柱產業，經濟受到的打擊更大，境況
更是數十年未見之慘淡。彭博經濟學家分
析，本港首季經濟增長將跌至-11.2%，顯著
低於 2008 年金融海嘯期間；渣打香港更預
測，本港今年GDP負增長4.8%，是1997年亞
洲金融風暴以來最差；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則
形容，今次香港經濟情況較2003年沙士更嚴
峻，多個行業的中小企正承受生意斷崖式下

跌，面臨資金鏈斷裂的危機，失業率短期內
預計會繼續上升。

經濟大環境不景氣，企業倒閉結業隨之而
起，失業率自然飆升。政府統計處公佈，本港
2月失業率升至3.7%，是9年新高；有金融界
人士更研判，本港上半年失業率將升至近5%。
沙士期間樓價急跌，導致出現大量負資產；金
融海嘯主要影響的是金融業從業員，以及部分
類似雷曼苦主的小投資者；而此次疫情造成經
濟下滑、失業率急升，對本港打工仔和普羅市
民的生活打擊面和力度都更大。

另外，沙士在半年內戛然而止，之後有中
央推出個人遊等措施，迅速扭轉危局；金融
海嘯後，國家推出大規模振興經濟計劃，全
球各國攜手挽救危機，本港經濟在外圍轉好
的帶動下，短時間內轉危為安。但此次情況
遠遠嚴重過以往，因為疫情全球爆發且仍未
見頂，疫苗和特效藥研發仍是未知數，嚴格
的防疫措施無可避免還要持續一段時間，經
濟活動未知何時恢復正常，市場信心更是不
足，本港經濟何時走出低谷難以預判。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可以預料，本
港失業率低處未算低，打工仔手停口停情況
日益蔓延，大概率要捱一段較長苦日子。政
府已推出300億元的首輪抗疫基金，主要協助
零售業、旅行社及食肆等，並未直接照顧到
僱員失業、開工不足的苦況。目前的情況，

較之當時更加嚴峻，數以萬計處於水深火熱
的打工仔，對次輪抗疫基金熱切期待，希望
政府能施灑「及時雨」，讓打工仔稍稍喘口
氣。

疫情肆虐重創經濟，人民苦不堪言，各國
政府紛紛推出大規模的紓困賑災計劃，直接
向國民派發現金救急。被視為最典型自由資
本主義國家的美國，特朗普政府直接向每名
美國成年人 1,200 美元，每名兒童亦可獲派
500美元；當局還表明計劃不只派一次，或有
第二輪派錢。英國、日本、澳洲、新加坡都
有類似的派錢計劃，以減輕民眾因經濟下滑
而承受的壓力。應該說，不少國家或地區都
把抗疫視為「戰時狀態」，雷厲風行採取類
似戰時的措施，給打工仔和基層市民最大力
度的幫助，以紓解民困、穩定民心。

本港財政儲備累積超過萬億元，特區政府
多年來都表示以財務儲備來應對「不時之
需」。新冠肺炎疫情為本港各行各業帶來史
無前例的衝擊，打工仔的困境也前所未有，
「不時之需」正在當下，過萬億元財政儲備
此時不用，更待何時？特區政府必須在此非
常時期作出非常施策，動用財政儲備助市民
紓困，幫助香港盡快走出「疫境」。

首先，特區政府可借鑒外國紓困惠民的計
劃，直接向有需要的市民派錢，在第二輪防
疫抗疫基金設立失業援助金，為失業打工仔

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保證打工仔有飯開，不
至於風餐露宿，從而保障本港基本社會穩
定。失業援助金的金額不求多，但求可以保
三餐無憂，可以先實施 3 個月，之後檢視疫
情、經濟形勢變化再作調整。

其次，政府應推出中小企從業員薪金補貼計
劃，按照適當比例資助僱員薪酬；同時，向中
小企提供由政府擔保的低息貸款，延長並擴大
「還息不還本」計劃，減輕中小企經營成本，
但要中小企承諾不裁員。在政府的幫助下，僱
主僱員能共度時艱，就可以保住元氣，讓中小
企在疫情過後盡快恢復生機，振興經濟。

第三，政府現時設有各種基金，包括未來
基金、獎券基金、各種僱員補償基金、建造
業徵款等等，政府應檢視各個基金的款項運
用，以應使則使的原則，在當前嚴峻的情況
下，整合各種財政資源，有針對性地幫助各
行業各階層。

救急如救火，開庫賑災惠民，關鍵要快。
本港政府派錢救急一向重視公平而欠缺效
率，早已備受爭議。今年財政預算案全民派
錢一萬元，最快要7月才能兌現。如今打工仔
飯碗不保，火燒眼眉，派錢一萬元又遠水難
救近火。市民普遍希望政府盡快開庫救急，
政府應從善如流，以新思維盡可能簡化程
序，把救急錢早日送到基層市民手中。這才
是負責任、有擔當的政府的作為。

非常時期須打破常規 以精準施策派錢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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