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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修例風波及新冠肺炎疫情打

擊，失業率持續上升，工聯會上

月推出「緊急失業慰問金」，共

收到7,630份申請，經審批後明日

起陸續向5,000名成功申請者發放3,000元慰問金。工聯會認為，剛公佈的第二

輪抗疫基金未能涵蓋已失業人士，促請政府即時優化原有的「失業現金津貼計

劃」，向每名失業超過一個月的工友發放每月9,000元津貼，最高可申請6個月

的資助，按照現時約有13萬人失業計算，預計涉及70億元公帑開支。

工聯緊急金速惠5000失業者
明起陸續發每人3000元 促政府失業金升呢月派9000蚊

「星之子」研製布罩 可消毒再用50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疫情
下香港鬧「口罩荒」，研發可重用兼能
過濾病毒的口罩被視為一重要出路。
「星之子」陳易希近日夥拍本港紡織業
界，以光觸媒化學物質製造可消毒再用
50次、效能媲美外科口罩的「100nm」
口罩，連帶專用UV紫外線口罩消毒袋，
提升其耐用度，應付市民需要。

附紫外線消毒袋 數分鐘完成
本身為初創企業Bull.B Tech創辦人的
陳易希昨日聯同本地紡織商Joe Lee及團
隊介紹其最新研發作品。
他表示，該款口罩為三層設計，其中
最外層的布料，使用了獲認證的醫療級
光觸媒原料塗層，當口罩在紫外光照射
下，光觸媒顆粒會釋放負離子，並將細
菌、病毒等有機物分解成二氧化碳、水
等無害物質；至於中層則為可更換熔噴
無紡布濾芯，用家可以自行替換，以維
持病毒過濾效能；最內層為舒適親膚性
布料，具吸濕透氣功能。

團隊採用了光觸媒
消毒技術，配備了全
港首創的UV紫外線口
罩消毒袋，用家只要
將口罩入袋並按下開
關，內置的紫外光燈
就能觸發口罩外層的
光觸媒，數分鐘內便
能完成消毒程序。
陳易希提到，該款

「100nm」口罩獲科技
大學協助，進行種菌
過濾比較測試，證實
其過濾細菌能力媲美
一般外科口罩，配合
濾芯後過濾病毒效能
更達到KN95口罩的標
準。他續指，用家取
出濾芯後，口罩可重複水洗多達50次；
用作暫存口罩的UV消毒袋電池，則足以
維持約100次滅菌程序。他建議用家每3
天至5天更換一次濾芯，以及逐月更換全

新口罩及消毒袋，以維持口罩效能。
該款口罩套裝包括口罩、消毒袋及10

片濾芯，預計售價180港元，團隊設於內
地的生產線一星期料可生產5萬個，成人

及小童各佔約半，短期內推出市場，稍
後接受公開預訂。
陳易希又指，計劃捐出500個口罩予小

學及幼稚園，支援基層學生抗疫。

葉太冀速助工資補貼「漏網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雨航）特區政
府上周三啟動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當
中包括動用800億元為全港僱主提供工
資補貼，惟計劃只涵蓋有為僱員強積金
戶口供款的僱主。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在facebook表
示，是次紓困措施頗為全面，但在短時
間內制定的計劃難做到滴水不漏，例如
無供強積金的自僱人士便未能受惠，故
她已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反映，

冀政府盡快幫助這些「漏網之魚」。
葉劉淑儀日前向羅致光詢問計劃詳

情，發現目前有5類人因無供或停供強
積金而未能受惠，分別是「一人店」店
主、散工、自僱人士、提領強積金後重
投工作的長者，及受僱期間轉為自僱的
人士，例如美容師及髮型師等。
她解釋，相關人士絕大多數無供強積
金，其收入亦未必需交稅，因此不論工
資補貼或退稅措施，他們都不符受惠資

格。至於受僱期間轉為自僱的人士，雖
然他們仍有強積金戶口，但若停供兩年
或以上，政府則難以追查數據。她引述
羅致光表示，某些基層的自僱人士因無
強積金戶口而完全得不到照顧，政府亦
難以確定相關人數，但正考慮如何幫助
他們。
對於今次「保就業」計劃的成效，葉
劉淑儀坦言，政府兼顧的層面頗為全
面，能為市民提供「及時雨」，但計劃
始終在短時間內制定並推出，難做到滴
水不漏。她呼籲未獲政府資助的行業積
極反映意見，她會盡量向政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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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余韻）疫情持續
學生復課無期，年幼孩子久困家中更可能
影響身心健康。教育局特意為教師設計一
系列體能活動網上教學資源，鼓勵學生在
家進行健康舞、體適能訓練等（見圖），
幫助他們保持運動習慣，以健康積極態度
抗疫。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製作「家居運動－
在家進行體能活動網上教學資源」，讓
中小學教師按程度為學生選擇合適的基
礎活動遊戲、初高階體適能訓練及健體
舞等鍛煉體能。教學資源專頁也附上詳
細解說及示範影片，家長亦能從旁協助
學生進行運動，促進親子關係。詳情可
參閱教育局網址https://www.edb.gov.hk/
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e/Do-
ing_Physical_Activities_at_Home/index.
html。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根
據申請人填寫資料，7,630名申請人中，

5,411名是剛失業至失業已有3個月，其中旅遊、
零售、飲食及酒店等重災區行業佔44%人，其次
為建造業23%、服務業11%，反映工友正處於水
深火熱之中，估計未來情況會變得更加惡劣。他
呼籲特區政府需重視和聚焦失業問題，推出針對
性措施，包括失業現金支援、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及提高培訓津貼等。

去年8月提建議 惜未受重視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批評，特區政府欠
缺完善的失業援助金制度。她說，工聯會去年8
月已提出相關建議，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
卻置之不理，否則相信現在應該可以落實執行。
麥美娟促請政府亡羊補牢，向符合資格的失業
人士提供資助，計算方法是按2019年第四季工資
中位數八成，以1.5萬元作為上限，最長可申請6
個月的援助金。並向受疫情嚴重打擊的行業，包

括飲食、零售、酒店、交通運輸及民航等，約
100萬名開工不足、收入大減的僱員，提供一次
性一萬元現金補貼，預計涉及100億元政府開
支。長遠須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加強職業培訓，
提高再培訓津貼。
工聯會副會長唐賡堯在同一記者會上表示，

特區政府現推出的抗疫基金，本身存在不少漏
洞和模糊的地方，工聯會決定成立關注組，監
察有關措施的具體落實，確保所有打工仔，特
別是缺少強積金供款記錄的自僱人士、散工及
臨時工都能真正受惠。

麥美娟：區員應一同減薪
被問及立法會議員應否減薪以顯示與市民共渡

難關，麥美娟指出，工聯會5名立法會議員早前
已率先捐出一個月的薪金，以支持失業工友，對
減薪亦持開放態度，若全體立法會議員有共識，
可以一齊減薪。她認為除立法會議員外，區議會
議員也應一同響應減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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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促
請政府盡快
制訂一套針
對失業人士
支援政策，
以解失業工
友 燃 眉 之
急。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陳易希及其團
隊發佈新研發的
光觸媒環保口
罩。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100nm」口罩套裝
除了有口罩、濾芯，還有
一個UV殺菌口罩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訓練影片

遊戲影片

本港連續兩日新冠肺炎新增確診數目
降至個位數，顯示第二波疫情出現受控
跡象。控疫成果來之不易，防疫專家、
前線醫護功不可沒，在這場有史以來最
嚴峻的「抗疫戰」中，許多防疫專家、
前線醫護以高超專業素養和奉獻精神，
為政府制定防疫策略提供依據，幫助市
民克服驚恐、焦慮，毫不鬆懈築起抗疫
堅強防線，激勵全城齊心抗疫、共渡時
艱。當然，現時難言本港疫情已經受
控，抗疫未到鬆懈時候，市民仍要繼續
保持警惕，政府仍需維持限制社交距離
等措施，齊齊努力以打贏抗疫戰。

本港不斷提升的整體控疫措施成效逐
步顯現，主要得益於防疫專家的真知灼
見，相關政府部門執行措施得當和前線
醫護的奉獻擔當，以及大多數市民自
律，做足防疫措施等等，尤其是防疫專
家、一線醫護功不可沒。

我們要向本港一流的防疫專家致敬。
政府的所有抗疫舉措、部署，主要採納
防疫專家的科學指導和建議。包括政府
專家顧問團的 4 位專家梁卓偉、福田敬
二、袁國勇、許樹昌，還有何柏良、梁
子超等許多專家，他們根據對全球及本
港疫情的研判，針對新冠肺炎病毒特
性、傳染規律，持續向政府提出及時有
效的建議，給本港構建抗疫體系提供科
學指引，並持之以恒為市民講解疫情，
及時作出呼籲、勸喻，增加市民對疫情
的認知，幫助市民提高防疫警覺，減少

社區傳播風險。
我們也要向堅守崗位的前線醫護致敬。

面對嚴峻疫情，他們挺身而出、勇敢逆
行，堅守抗疫第一線，以醫護的專業奉獻
精神，為香港築起抗疫的堅強防線，把重
症患者從死亡線上拉回，給眾多確診患者
戰勝病毒的信心。世界各地因疫情而不幸
過世的人數以萬計，歐美一些大城市更淪
為重災區。相比之下，本港的確診數目和
死亡人數還是較低的，到目前為止只有4
名確診者死亡。市民慶幸本港擁有一支無
私奉獻的優秀醫護隊伍，尤其是年初面對
「黃工會」煽動少數醫護發起罷工當逃兵
時，大多數前線醫護頂住壓力不為所動，
堅守崗位服務市民。正是這些前線醫護的
堅守和付出，才使得本港挺過了兩波的病
毒襲擊。

我們還要向衛生署、醫管局等防疫主
要部門致敬。他們承受巨大壓力，為抗
疫全力以赴，冒着被感染的風險，在各
口岸、機場檢疫，做好公共醫療服務的
各項防疫、醫療服務，為抗疫作出巨大
犧牲和貢獻。

疫情雖然放緩，不過，專家指出近日確
診個案數目減少，可能與公眾假期有關，
一般要28天無新確診個案，疫情才算受
控，目前離疫情完全受控仍有一段距離。
目前抗疫仍不能鬆懈，市民珍惜抗疫成
果，繼續保持社交距離，做好個人衛生，
這是對防疫專家和前線醫護艱辛努力的最
好回報。

次波疫情開始受控 專家醫護功不可沒
港澳辦、中聯辦昨日分別發表聲明，譴責反對派

惡意拉布，令立法會內會至今仍未選出主席，導致
立法會停擺，批評反對派議員搞「政治攬炒」，違
反誓言，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反對派議員濫用
權力，癱瘓議會，罔顧職責，違反基本法，直接干
擾香港政治體制和管治的正常運行、影響香港繁榮
穩定、損害港人福祉。港澳辦、中聯辦作為代表中
央政府處理港澳事務的專責部門，有職有權表達原
則立場，依法維護香港的有效管治和繁榮穩定，是
維護港人最廣泛共同利益的正義行動。港澳辦、中
聯辦積極作為，履職盡責，努力加強與香港社會的
溝通互動，值得港人歡迎和支持。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立法會有審核、通過
財政預算、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等權力，這是立
法會議員的憲制責任，也是他們對選民和港人應
盡的責任。議員在就職時，都明確宣誓「盡忠職
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
務」。但是，本年度立法會自去年10月16日開
始，在公民黨郭榮鏗與部分反對派議員操弄下，
至今召開過14次會議、浪費近半年時間，仍未選
出內會主席。事實擺在眼前，反對派濫用權力，
蓄意造成內會停擺，明顯不作為、亂作為，違反
基本法規定和就職時的誓言，更可能涉嫌公職人
員行為失當。

立法會內會長期停擺，大量與經濟民生息息相
關的法案無法及時審議；更令人不可接受的是，
目前正值新冠肺炎肆虐，百業蕭條，立法會議員
本應急民所急，加快議會效率，配合落實特區政
府的保護企業、紓解民困措施，反對派卻反其道
而行，繼續癱瘓內會，導致政府提出的防疫抗疫
法例、包括財政預算案在內的多項紓困措施，都

未能及時處理，直接損害政府施政，中小企和市
民不能獲得迅速支援渡過難關。反對派罔顧公眾
利益，不惜「政治攬炒」，讓全港市民付出沉重代
價，再次印證反對派「有破壞無建設」。他們的惡
劣行為，嚴重背離基本的政治倫理和政治操守。

港澳辦作為中央管理港澳事務的專責部門，其
主要職能之一，就是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
和中央對港澳的政策規定，執行香港基本法、澳
門基本法；中聯辦則是中央政府駐港的最高代表
機構。對於反對派議員騎劫議會，癱瘓施政，犧
牲香港整體利益、損害「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貫
徹落實的行為，港澳辦、中聯辦理所當然要行使
職權，對反對派直斥其非，提示香港各界齊心協
力，推動立法會和香港社會盡快重回正軌。

港澳辦、中聯辦發言人的談話擊中反對派要
害，反對派立即反指「中央無權干預本港立法會
運作」云云，企圖混淆視聽、誤導公眾。香港特
區是依據國家憲法第三十一條而設立的，是國家
主權管轄不可分離的部分；基本法第十二條規
定，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
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憲法和基本法規定明確了中央和香港的憲制關
係。香港特區的行政、立法、司法權都是中央政
府授予的，中央對這些權力在香港的行使情況，
當然也有監督權，在任何情況、任何時間、任何
事件上都不存在越權，說「中央無權干預香港立
法會運作」在根本上是違憲違法的。立法會如果
運作正常，中央當然不用過問；但如果反對派議
員令立法會長期空轉，影響正常管治，港澳辦、
中聯辦當然不能坐視不管。這正是中央關心愛護
香港的具體體現。

港澳辦中聯辦依法履職制止反對派「政治攬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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