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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 4.2% 近 10 年高位
2020年4月21日（星期二）

急升0.5百分點 專家料超09年金融危機5.5%水平



失業轉行做陪月
詎料僱主也失業

(

受去年的修例風波
和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失業問題已現骨牌
效應。從事零售行業十多年的李
小姐自去年 6 月失業至今，數度搵工不
果，遂報讀陪月及託兒等課程。自我增值
後苦覓工作多月，終有人請她當陪月員，正
當以為開工有望之際，僱主近月也加入失
業大軍，再次打爛李小姐的「飯
碗」。
李小姐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她從去年 6 月起失業至今，其
間曾應徵四五份工作，但苦無回音，
同時報讀陪月、託兒等課程，希望藉此
機會找到銷售以外的工作。直至今年1月，
她終於找到一份陪月的工作，惜好夢成空，最
近僱主也失業，她又掉「飯碗」，「諗住有啖食
啦，都食到埋口，點知（未能成事），加上現時
疫情影響，託兒（相關的工作）都搵唔到。」

香港經濟接連受黑暴及新冠肺炎疫情重

個案一

創，失業率一再攀升。香港特區政府統計
處昨日公佈，今年 1 月至 3 月的失業率急升
至 4.2%，較上一個期間大幅增加 0.5 個百分
點，更是近 10 年以來的高位；同期間就業不
足率亦由 1.5%升至 2.1%，從事餐飲服務及建
造業的失業率更分別上升至 8.6%及 8.5%。有
經濟師預測，本港失業率在第二三季仍有上升
壓力，整體失業率有機會超過 2009 年全球金融
危機期間的 5.5%高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年 12 月至 2020 年 2 月比較，今年 1 月至 3 月的
與2019
總就業人數大幅減少約 48,800 人，多達 372 萬人；

失業大軍增加約28,100人達至16.2萬人，就業不足人數亦
增加約23,700人達至82,800人。
數據顯示，大多數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
均見上升，其中升幅較為顯著的行業包括建造業，教育
業，運輸業和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評論最新失業數字時表示，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多項經濟活動構成嚴重干擾，勞
工市場進一步急劇惡化，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分別升至接
近 10 年來的高位；總就業人數及勞動人口的按年跌幅分
別進一步擴大至 3.6%及 2.2%，兩者皆為有記錄以來的最
大跌幅。

餐飲業最慘 失業率達8.6%
他續說，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合計的失業率急升
至 6.8%，是 2009 年 8 月至 10 月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的
最高水平；3.9%的就業不足率更是自 2003 年 6 月至 8 月
受「沙士」沉重打擊後的高位。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
的情況極其嚴峻，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分別急升至
8.6%及 5.4%。而隨着建造活動顯著放緩，建造業的失
業率及就業不足率亦分別急劇上升至 8.5%及 7.1%。

津貼唔知點申請

暴衝害慘飲食業 單親母
「炒散」
夢碎
單親母親陳小姐由於要
照顧兩名兒子，自 2017
年起領取綜援維生，其間
仍會「炒散」幫補家中雜費。直至去
年，其「炒散」的酒樓有意聘請她做全職員
工，陳小姐眼見兒子漸漸長大，就讀幼稚園的
兒子即將升上小一，而就讀小學的兒子亦已升
上中學，故打算接受：「始終都想靠自己努力
搵食，唔靠政府。」然而，當陳小姐想自力更
生時，酒樓卻告知：「暴力衝擊搞到無晒生
意，家兼職員工都唔使（聘請）啦！」

個案二

突遭解僱失收入 劏房戶縮食度日

政府斥資 2875 億保飯碗
羅致光預料，勞工市場在短期內將繼續面對疫情對經濟
衝擊所帶來的巨大壓力。他表示，為確保經濟活力及減輕
市民的財政負擔，特區政府已推出歷來最大規模、合共
2,875 億元的紓緩措施，相信尤其是「保就業」計劃及多
個為特定行業提供援助的項目，應有助保住僱員的「飯
碗」。
渣打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恆指出，儘管本地疫情
近日似乎有緩和跡象，但預料減少社交接觸的防疫措施
仍會實行一段時間，直接影響零售、飲食和旅遊行業，
加上全球疫情發展仍然充滿不確定性，預計本港失業率
在第二三季仍有上升壓力，甚至有機會超過全球金融危
機期間的 5.5%高位。

陳小姐自此再找不到工作，至今已失業近 7
個月，其間起碼見過十多次工：「我無咩一技
之長，都係搵飲食業，但係間間都話唔請。」
陳小姐續說，到今年因疫情影響，兒子都停課
留在家中，令她更難搵工。居於劏房的她每月
要交 5,500 元租金，沒有兼職幫補，生活更加
捉襟見肘，扣除租金和水電、雜費後，每月只
餘下兩三千元過活：「都唔知好唔好彩，小朋
友停課留喺屋企，花費少咗，但我始終要落街
買菜，口罩都買唔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黃先生與
患有癌症的
太太及就讀
小學五年級的兒子，居住
於土瓜灣一個約100呎的劏房，現正
輪候公屋。黃先生原本從事水務工程
工作，月入約1.5萬元，勉強夠維持
一家三口的生活費用，惟疫情下黃先
生上月中旬突遭即時解僱，只獲約1
■黃先生於上月中旬突遭即時解僱，至今仍未找 萬元的遣散費，至今仍未找到新工
到新工作，積蓄及遣散費已所剩無幾，唯有壓縮 作，惟有節衣縮食度日，例如每天只
食物及兒子的教育開支。
社聯供圖 吃兩餐，在家做饅頭吃等。

個案三

工聯：放寬綜援門檻無助失業者

■工聯會促請政府正視
打工仔的困境，盡快設
立緊急失業援助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3,000 元的慰問金中，2,000 元用作交租，
剩下的就是「伙食」開支。她續指，有工
友因女兒有工作，家庭收入不符放寬門檻
後的綜援申請資格。
她批評政府將綜援和失業援助金混為一
談，「綜援是以家庭為單位，而失業援助
金是以個人為單位，許多失業人士個人經
濟困難，但家庭收入未合資格申請綜
援。」她促請政府盡快設立緊急失業援助
金，上限15,000元，最長為期6個月。

勞聯憂失業率未反映慘況
另外，勞聯於2月底至4月中也以電話和
問卷形式訪問 2,045 人，近一成半受訪者
遭公司解僱或裁員，近三成受訪者被要求
放取無薪假或停工。勞聯主席林振昇認
為，許多工友被要求放無薪假，擔心失業
率未反映嚴重情況，要求政府確保工資補
貼能落到受影響員工手上。

渣打助兩千劏房戶交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香港經濟
先受黑暴衝擊，再遭疫情打擊，失業率一
再上升，不少僱員「飯碗」不保。工聯會
和勞聯昨日分別發表就業狀況調查，結果
均顯示近一成半受訪者遭公司解僱或裁
員，約三成受訪者被要求放取無薪假或停
工，反映香港裁員、停工、減薪成災。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指出，政府放寬申
請綜援的門檻，但許多失業人士根本不受
惠，批評政府將該兩種援助制度混為一
談，促請政府正視打工仔的困境，盡快設
立緊急失業援助金。
工聯會於 4 月中旬以網上及實體問卷形
式，訪問2,225名香港市民，以了解社會就
業情況。調查結果顯示，14%受訪者被裁
員，33%停工沒有收入，31%受訪者需要放
無薪假，一半受訪者被減薪，近兩成人被減
薪五成或以上；另外，八成半受訪者無信心
在未來3個月找到全職工作。
工聯會早前向失業者發
放 3,000 元慰問金，麥美
娟引述一名只餘二百多元
「身家」的領取者指，

她續說，現時家庭的經濟重擔全落在丈夫身
上，經濟壓力有所增加，「都會比以前慳啲，疫
情之前會落街食飯，家變咗買餸返屋企食。」
她又對自己是否合資格申請防疫抗疫基金的紓困
措施感疑惑，「政府又話會創造就業機會，都唔
知幾時有；又話有津貼申請，都唔知點申請。」
她認為，保就業最
重要的是社會安
穩，希望疫情過後
社會能走出黑暴陰
霾重回正軌，屆時
才能順利找到新工
■修讀課程後便可當陪月， 作。
■香港文匯報
可是僱主也失業，工作自然
記者 成祖明
告吹。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新冠肺炎疫
情下，基層市民生活朝不保夕。渣打銀行（香
港）有限公司及九龍樂善堂昨日分別宣佈推出
租金津貼計劃，前者向社聯捐助1,000萬元，
資助居住於劏房的家庭在疫情期間支付租金，
合資格的2,000個家庭每戶將獲一筆過5,000元
資助，金額與本港劏房戶於去年的每月租金中
位數相若；後者撥款約30萬元向居於該會社會
房屋「樂屋」的低收入家庭發放5,000元一次
性租金津貼，以繳交5月及6月租金。
渣打資助計劃的申請者必須居於劏房且
非綜援受助家庭，並在疫情前家庭月入上
限為全港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75%、受
疫情影響令家庭收入減少 30%或以上、家
庭成員包括 18 歲或以下的受養子女。社聯
將管理及監督整個資助計劃，透過 15 個非
政府機構服務單位於本月 23 日至下月 6 日
接受申請，成功申請人將於下月 13 日或之
後陸續透過轉數快獲取資助金。

「樂屋戶」
獲兩個月租津

另外，九龍樂善堂過去半年訪問近 100 戶
「樂屋」住戶，發現 52%受訪家庭於疫情期
間遭裁員、停薪、放無薪假期或工時不足
等。受訪者於疫情期間平均每月家庭收入減
少34%，但日常開支卻平均增加約2,000元。
九龍樂善堂決定向居於「樂屋」的低收入家
庭發放 5,000 元一次性租金津貼，以繳交 5 月
及6月租金。

黃先生以往月入約 1.5 萬元，再
加上太太兼職所賺取的 2,000 元，
總算可應付 5,300 元劏房租金、太
太的醫療與照顧開支，以及兒子
的教育費用等生活開支。但一場
疫情，令黃先生失去「飯碗」，
一家三口頓失重要經濟來源。

社工建議申資助交租
黃先生表示，只想求生存，想
有錢交租及買食物，奈何遣散費
及積蓄已所剩無幾，又不想申領

綜援，唯有壓縮食物及兒子的教
育開支，例如每天只吃兩餐，並
以很少的肉碎來炒飯及在家做饅
頭吃等。
透過節省食物及教育開支，黃先
生勉強能夠應付本月的開支，但非
常擔心下月如何負擔房租及一家溫
飽，「不敢想像將來，徬徨無
助。」協助黃先生的社工建議他申
請渣打對劏房戶的 5,000 元資助
金，希望能助他解決燃眉之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青年話工都冇得見
阿舜倡推津貼培訓
■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鄭
泳舜(左)、副
秘書長顏汶
羽(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失業率飆升，作為職場新鮮
人的應屆畢業生亦大受影響。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阿
舜）及副秘書長顏汶羽昨日發佈「有嘢講」影片，表示他們
已就有關問題向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提出建議，分別
是重推大學生培訓津貼計劃及擴展碩士及博士課程津貼。
鄭泳舜表示，政治攬炒加上疫情打擊，本港最新失業率飆升
至 4.2%，為逾 9 年的高位，超過 16 萬人失業，打工仔水深火
熱。他們要求制止任何攬炒行為，特區政府亦要加快落實抗疫
基金下的紓困措施，推出更多保就業、救失業的支援。
顏汶羽則指出，近幾個月很多副學士、高級文憑及大學畢業生
都向民建聯反映，他們發出多份求職信後都沒有回音，「冇得見
工，甚至連實習機會都冇。」他預料第三季青年失業率一定非常
嚴峻，惟政府第二輪抗疫基金中只有一項是關於青年就業，即政
府提供200個職位空缺，但這遠遠追不上畢業生的人數。

建議資助僱主發薪 6 個月
兩人昨日並向徐英偉提出兩項支援應屆畢業生的建議。第
一，重推大學生培訓津貼計劃，希望政府資助僱主 6 個月發
薪，以吸引僱主聘請應屆畢業生；第二，持續升學，所有獲教
育局審查過的修課式碩士及博士課程，都能獲得津貼。
他們認為，現時總就業人數及職位空缺人數都大幅下跌，政
府必須多創造職位空缺，以支援失業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