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

要聞

A3

■責任編輯：文 澄

2020年4月13日（星期一）
2020年
2020
年 4 月 13
13日
日（星期一）

波照踢街照逛 唞下氣唔驚死
2020年4月13日（星期一）

市民復活節踩單車 揚言「唔擔心得咁多」隨時再爆疫情
一連 4 天的復活節假期，避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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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多時的市民昨日繼續按捺不

(

住，趁假期外出「唞吓氣」，市
區部分商場、郊野單車徑、大街

小巷處處人山人海，部分市民更除下口罩呼吸新鮮空氣；此外，疫情期
間不少市民為解悶而購買遊戲，有售賣電子遊戲的職員透露，電子遊戲
成逆市奇葩，生意上升一兩成。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警
告，市民掉以輕心隨時觸發第二波疫情，「大家復活節出去玩或聚會，
再過一兩個星期就會知道是否有第二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昨日是長假期第三天，香港各處熱鬧起
來，其中深水埗黃金商場人頭湧湧，

不少市民拿着電子遊戲機、電腦零件等步
出商場。售賣電子遊戲軟件及硬件的店舖
職員吳先生表示，復活節假期期間商場內
的人流有所增加，「呢幾日係多咗人，相
信同疫情有啲關係、啲人怕悶會嚟買遊
戲，生意多咗10%至20%。」
他續指，受疫情影響，物流受阻不少產
品出現缺貨情況，價格會相應調整，預期
疫情過後生意會回復以往的水平。
購買了電子遊戲機的凌小姐表示，是次
前來是為了購買生日禮物給朋友，她並指
出遊戲機的淨機價較以往加價近千元，她
昨日共花費五千多元購買一部主機和兩款
遊戲。談及商場人頭湧湧，會否擔心受到
感染，她續說：「所以都係快啲買完，快
啲走。」
另外，旺角一帶也有不少市民外出逛
街，大部分市民均有戴上口罩。有攜同子
女外出的家長表示，疫情以來三個多月，
幾乎所有親子活動都取消，只有周末時會
到寓所樓下走動，一星期只會外出一兩
次，每次都會為子女做好防疫措施。其子
女亦抱怨最近甚少外出，困在家中「悶
死」，故昨日一家大小外出選購玩具。

聲稱
「不去人多的地方便可」
雖然康文署早前關閉大部分遊樂設施，

以減少市民之間的群體聚集，但是仍然有
市民進入球場內踢波、做運動，也有市民
在屋邨一帶下棋。在沙田城門河的單車
徑，連日的假期都有大批市民踏單車，有
出租單車店舖負責人稱，生意較平日增多
七成。市民戚先生表示，「現在呢個時
勢，唔擔心得咁多，日日留在家也不是辦
法，除了上班外也會外出，現在吸收一下
陽光、殺下菌都好。」

面壁食豆腐花 以為咁就無事
踏單車的熱門地之一的大美督
水壩上，有不少單車和家庭式
單車，場面非常熱鬧，部分市
民不戴口罩，恍如回到疫情之前般。
有攜同小朋友踩單車的市民認為
此處人流不多且相隔一段距離，
「小朋友在家中很悶，不前往人
多的地方便可。」
元朗大馬路一樣是人山人海，馬女
士為減低感染機會，不敢在公眾地方飲
食，「想拎返去（回家）先飲嘢，因為
（街上）要除口罩都怕。疫情最重要個人
衛生，不可以不戴口罩，不過幾個月來才
出來一次，應該無事。」吃東西不能戴口
罩，有人就面向牆壁食豆腐花。
張竹君警告，巿民於復活節假期外出遊
玩，後果可能要一兩個星期後才浮現，希
望巿民不要掉以輕心，以免功虧一簣。

食肆
「犯聚」
或失抗疫資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
府為加強防疫，早前頒佈「限聚令」以
及實施規管餐飲業務、表列處所等措
施，包括限制食肆內人數、同枱不得多
於4人和餐枱間需有1.5米距離等，食環
署署長劉利群昨表示，相關措施執行至
今逾兩周，署方已進行逾 3.2 萬次巡
查，並作出逾 1,700 次勸喻及暫時有 11
宗檢控。她又指出，如果食肆違規被檢
控，可能不獲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20
萬至220萬元資助。
劉利群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該署
的執法工作已經過了勸喻階段，一旦發
現有食肆違反任何一項規定，會即時作
出檢控。她更警告若有食肆曾因違反抗
疫措施而遭檢控，在申請第二輪「防疫
抗疫基金」時，署方須慎重處理，或喪
失領取資助的資格，「第二輪資助計劃
重要目的，是因實施一些減少社交接觸
的措施，而令食肆的生意受影響，食肆
來申請資助時，會期望他們遵守相關的
規定，但如果他們不遵守、曾被檢控，

是否值得在第二輪資助計劃下批出款項
給他們，我們會很慎重地考慮。」

首輪已批出兩萬申請
劉利群在節目上又提到飲食業界的首
輪「防疫抗疫基金」資助計劃，已批出
逾兩萬宗申請，涉及約27億元，預計最
終會批出 37 億至 38 億元。而第二輪防
疫抗疫基金計劃會按照食肆的面積，作
為資助的基礎，每間持牌食肆可獲25萬
至 220 萬元不等，食肆店主需要承諾 6
個月內不裁員，及用不少於八成的資助
額支付員工薪酬。
另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昨日在電視節目上表示，所有擁有強積
金戶口的打工仔都可受惠於第二輪推出
的防疫抗疫基金，而部分受影響行業亦
可獲發資助。他又指，若有人在多方面
措施都未能受惠因而失業，在綜援方面
能夠保障他們，並指政府難以用一種方
式滿足所有人，目前計劃的涵蓋面最
大，相信有一定程度幫助。

首輪防疫抗疫基金推出時，旅行社及
賓館此類有註冊制度的行業，在兩三星
期內已獲發資助，邱騰華指，在第二輪
基金中，如戲院或創意產業等行業，由
於對象清晰毋須複雜的證明，相信好快
可以獲得資助，至於旅遊領隊等行業由
於是自由作業，需要業界提供證明，政
府將與旅議會合作，核對資料；他指，
何時可接受申請則要視乎項目的準備情
況。
被問到現時商舖減租力度不足，政府
會否考慮用扣稅優惠等方式吸引業主減
租，邱騰華表示，政府不能代替業主或
者硬性規定業主要減租，又說：「只將
某部分責任或負擔轉嫁予另一方，如轉
嫁予政府，『條數都喺度』，困難時
候，如果只計自己的數，不理大局時，
大家都受苦。」疫情未知何時完結，商
界或要面對漫長「寒冬」，政府是否有
財力推出第三輪援助？邱騰華指，會觀
察情況，但強調要平衡政府財政穩健，
確保能應付外圍經濟的風險。

▲ 銅鑼灣崇光百貨外的三角
位，人流比疫情前不減多
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深水埗售賣電子遊戲軟件
及硬件的店舖大受歡迎，不
少市民前來購買遊戲解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派萬元料 6 月申請 7 月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巿民有望
提前於7月收到政府派發的1萬元現金，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政府與銀行之間的
電腦系統接駁工作進展良好，政府內部的
工作亦在進展當中，派 1 萬元現金計劃相
信可於6月底接受申請，最快7月開始派發
給市民。他續說，1 萬元派發計劃及「防
疫抗疫基金」措施，目標都是希望紓緩市
民在現時經濟下行所面對的壓力。
陳茂波昨日出席電台節目訪問後指
出，派發 1 萬元現金是即時、直接去到
巿民手上，而保就業計劃就讓巿民「保
住份工」，「工作能夠穩定，每個月有
薪金，大家都會比較安心一點、踏實一
點。」
他又指，今次防疫抗疫基金開支達1,300
多億元，力度甚大，措施為期半年，而現
時全球疫情發展未知何時會受控，以及經
濟何時恢復，對打工仔及中小企壓力頗

大，最重要避免出現大規模失業情況，所
以通過保就業等措施，希望未來幾個月穩
住各界的信心，避免大規模裁員，讓打工
仔及企業都有喘息空間，政府亦會在這段
時間看清楚疫情及經濟發展情況，再決定
下一步該如何着力下工夫。
他又在節目上表示，政府推出兩輪防疫
抗疫基金後，新財政年度的財政赤字會由
預算案估計的 1,300 多億元，增至 2,766 億
元，他又預期經濟不景，導致稅收及賣地
收入減少，財政赤字有可能進一步增加至
2,800億元或以上。惟他表示，香港雖會出
現史無前例的赤字，但過往積累優厚儲
備，仍有空間推出支援措施，會繼續以
「應使則使」的原則理財，目的是希望保
就業，穩住社會信心。
他沒有表明在什麼情況下會推出更多支
援措施，只說希望疫情稍後緩和，社會對
政府援助的需求可慢慢降低。

■ 住宅屋苑密集的將軍澳，仍有不少市民外出踩單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縱橫遊：取消所有旅團至 6 月 19 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下，向來愛旅遊的港人最
難忍受「足不出戶」的日子。縱橫遊早
前宣佈預定下月 9 日恢復出團，首團為
到上海及杭州的華東 5 天團，若使用指
定信用卡優惠，團費低至99元。不過，
其急不及待復辦旅行團的做法惹來不少
非議，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開
腔指「病毒不會放假」，目前情況下市
民離港外遊並不理想。縱橫遊於昨日傍
晚透過社交網站表示，聽到外界的聲音
及政府呼籲，決定將所有旅行團取消至
6月19日。

原定下月
「復出」外界譁然
特區政府針對內地入境的檢疫令將於

下月 7 日結束，其中縱橫遊日前宣佈預
定下月 9 日恢復出團，首團為到上海及
杭 州 的 華 東 5 天 團 ， 團 費 最 低 為 149
元；若使用指定信用卡優惠，團費更低
至99元。雖然團費甚低，但已包括國泰
港龍機票連住宿，及到多個旅遊景點觀
光。
消息一出，「自閉」在家多時的市民
群起報名，縱橫遊常務董事袁振寧昨晨
一度表示，有十多名市民報名，已經足
夠成團。縱橫遊當時補充，最終能否順
利如期出發，需視乎航空公司會否取消
航班、政府會否延長從內地入境的限制
措施，以及內地是否允許接待外地遊客
等。
陳肇始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後向傳

媒表示，防疫工作需要全社會配合，特
區政府會繼續堅守入境管制措施。她重
申，特區政府早前已發出了一些紅色外
遊警示，雖然現時每日新增確診數字有
所回落，但也不能掉以輕心，目前情況
下如非必要不應離開香港；加上內地不
同地方對於入境人士採取多項檢疫措
施，有可能要接受14天檢疫，全球其他
地方也有入境管制，市民如非必要，不
應離港旅行。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
竹君亦呼籲5月不應外遊。
在外界非議不斷下，縱橫遊昨日傍晚
透過社交網站表示，已聽到各界聲音，
旅行社決定取消 6 月 19 日之前的所有旅
行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