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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遏止攬炒派破壞「一國兩制」、法治和社會穩定的圖謀，民建聯昨日

舉行「拒絕攬炒，重建家園」政策諮詢系列的首次會議，主題為「克服逆

境，重振經濟」，邀請了來自創科、金融、進出口等不同界別人士，探討

讓香港經濟再次起飛之道。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昨天在會上表

示，財庫局會致力推行有關資產管理、金融連通性、綠色金融樞紐及金融

科技等長遠金融發展政策，並透露特區政府將在下周公佈中小型證券商及

證監會持牌人的具體補助安排，冀市民對前景要有信心、耐心及同理心，

一同助經濟重返正軌。

財庫局推長策 助經濟回正軌
民記政策諮詢首次會議 創科金融進出口界人士紛獻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

▲民建聯舉行
「拒絕攬炒，
重建家園」首
次會議。

◀首個活動主
題為「克服逆
境 ， 重 振 經
濟」。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黑暴疫情
雙重打擊經濟，年輕人生計受到影響。工
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上月以問卷調查方
式，了解疫情對年輕人的就業影響。調查
顯示，在1,335名受訪年輕人中，近70%表
示疫情影響他們的生計，亦認為從事非全
職工作缺乏保障。工聯會青委建議政府應
加強零散工保障、增設培訓課程、創造更
多職位、改善展翅青見計劃及提供生活補
貼。
工聯會青委常務副主任陳潤枝昨日在記
者會指出，在1,335名年齡介乎18歲至40
歲的在職青年，近70%對就業前景感悲
觀，有80%受訪者指疫情持續下，令生活
變得更困難，超過35%認為自己要面對生
活困難的情況，將會持續4個月至6個月之
久。
陳潤枝又指，近70%受訪者表示，疫情
令工作量及收入減少，超過47.3%受訪者
減薪幅度超過25%。約15%主要從事兼職
及零散化工種的受訪者中，近70%表示從
事非全職工作缺乏保障。即使當局推出第
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仍然未能覆蓋零散
工。
為應對未來的生活，逾80%受訪者選擇
減少開支，逾20%受訪者選擇求職，近
20%受訪者指沒有任何特別應對方法。

畢業即失業 疫境難搵工
出席記者會的應屆大學畢業生江同學坦
言自己「一畢業就失業」。在廣州暨南大

學修讀國際關係的他，去年12月已開始求
職，至今毫無音訊。他指面對經濟寒冬，
聘請廣告甚少，與學科相關的工種更少，
就算願意減薪，僱主寧願聘請有經驗的求
職者，變相畢業生找工作難上加難。受疫
情影響，大學研究生的收生程序也受阻，
導致「兩頭唔到岸」。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指出，疫情影

響全球經濟，大家要有心理準備情況不會
在短時間扭轉，需作最壞打算。他建議年
輕人有任何問題應與家人商量，眼光也需
放遠些。他又說，零散工缺乏保障，建議
政府延伸資助範圍，支援失業及零散工青
年，參考飲食及建造行業強積金計劃，設

立一個零散化行業強積金計劃。

郭偉強倡消費券刺激內需
郭偉強並建議，提高培訓課程津貼上

限、將課程恒常化及增設新興行業課程，
將津貼上限提高至9,000元，另開創更多政
府職位，及增加大灣區創業就業支援。同
時，政府應增加對僱主資助，將津貼上限
4,000元提升至6,000元，鼓勵僱主聘用完
成展翅青見計劃培訓的學員。
為振興經濟，郭偉強建議政府推出消費

券，參考澳門「消費補貼計劃」，向每名
合資格居民發放一張固定金額的電子消費
卡，刺激內需，加速經濟復甦。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表示，政府將與逾二
十間銀行簽署合約，
透過銀行和香港郵政
向合資格巿民發放1萬

元現金，巿民預計下月底可透過電子方式
經銀行登記，最快7月中便收到款項，期
望有關計劃可以刺激消費。他又形容目前
經濟轉差已「入骨」，批評有人仍主張
「攬炒」，乃是不負責任。
財政預算案上周在立法會三讀通過，而

陳茂波在網誌指出，透過電子方式經銀行
登記並以個人戶口收款，將是最快捷的方
法，預計巿民最快7月中收到有關款項，
至8月底前大部分人也收到錢。

財爺料4月失業率大升
他又表示，已聯絡零售及飲食業界，希

望可提供消費優惠以刺激消費。

他又表示，多項限制社交距離的防疫措
施自3月底展開，多個行業的經營受嚴重
影響，估計4月份的失業率將會大幅度攀
升，相信下周起接受申請的保就業計劃，
可在某程度上改善失業情況。
他並指經濟轉差已是切膚之痛、入骨之

傷，批評仍然主張「攬炒」的人是不負責
任，或是本地經濟復甦的最大障礙。
另外，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在網

誌指出，利用社署的社會保障系統及早為
現有社保受益人派發1萬元並不可行，解
釋社保電腦系統5月至7月要多次調校，
包括調整資產上限、出雙糧及優化10多項
綜援制度等，只能在7月後才騰出時間為
派發1萬元再調校系統，還要與入境處核
對資料，若要一同處理派發1萬元的工
作，形容將是最後一根稻草，令社署工作
崩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
疫情令本港經濟及民生大受影響，處
於社會最基層的籠屋及板間房居民，
其生活及就業更首當其衝。社區組織
協會昨日公佈調查顯示，本港現仍約
有30,100戶約6萬人居住在床位或板
間房中，四成受訪者更是6戶至11戶
同屋共住，要共用廚廁和屋內設施，
人與人之間要保持社交距離有很大難
度，環境衛生情況惡劣更增加傳播風
險，一旦有人染疫，後果堪憂，故促
政府在防疫、就業、租金方面能為這
班基層巿民提供支援。

15%受訪者近月零收入
社協訪問385戶籠屋、床位、板間

房共479名居民，當中54%稱要7人
至10人共用一個廁所，4.5%更要16
人至20人共用一廁。
此外，31%受訪者稱單位內沒有可
向室外打開透氣的窗戶，52%受訪者
租住的床位或房間亦沒有窗。33.2%

受訪者直言在家不安全，擔心易交叉
感染。
另外，82%有工作的受訪者因疫情
失業或開工不足，當中39%的公司因
疫情導致倒閉或裁員，不少基層工種
如建造業、飲食業、運輸等重創。
15%受訪者近月零收入，31%低於
5,000元，而最近一個月整體家庭入息
中位數只有5,500元。不過，租金佔
收入比率中位數則達36%，30%的租
金更佔近月收入超過50%，失業居民
大多欠租及開飯也成問題，估計其中
30%只能申請綜援。
社協幹事施麗珊認為，基層居民住

所共用廁所等衛生設施，加上密閉環
境空間，或增加播毒風險，建議政府
統籌全港各區協助基層集體訂購防疫
用品，並向弱勢社群免費派發基本防
疫裝備，以及為基層巿民提供「抗疫
津貼」和租金津貼，另設立失業或開
工不足補助金、開設更多給基層的短
期職位創造就業機會。

近七成在職青年指疫情影響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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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協指基層居民住所共用廁所等衛生設施，加上密閉環境空間，或增加播毒
風險。

■工聯會要求當局關注青年人就業困難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致辭時表示，「拒絕
攬炒，重建家園」政策諮詢系列主要

探討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使政府有效
施政及緩解貧富差距的政策，將由昨日起至
下月16日舉行多場諮詢，包括圓桌會議、
發表政策諮詢文件、地區及網絡諮詢等活
動，希望藉此團結及凝聚更多正能量，「拒
絕攬炒，為未來找出路。」

處理「大危機」勿怕做「大政府」
會議中，不同界別人士都對重振經濟提出
建議。中銀香港經濟及政策研究顧問謝國樑
表示，面對中美關係面臨新的挑戰，香港中
介樞紐功能受衝擊，屬結構性不明朗，特區
政府應主動加快本地經濟發展，而「再工業
化」一定是發展區塊鏈等創新科技。他建
議，特區政府切勿怕做「大政府」，認為若

要處理「大危機」，必須積極有為及招聘最
優秀人才做決策，並加快投入推動經濟，轉
危為機。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副秘書長黃英豪表示，

特區政府要想方法使近3,000億元防疫抗疫
支援在關口解封前盡快落實，並在解封後運
用「轉數快」等金融科技推出全港性消費回
贈，吸引本地及旅客消費，為香港增加活
水。此外，他建議特區政府及早發展5G基
建。

黃元山倡重推公屋租置計劃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公共政策研究院
院長黃元山表示，香港應就協助照顧老人
家、藝術創作管理、金融科技、物流業等四
方面發展科技應用，並以積極持續開拓土地
及逆周期投資，改善租金昂貴及人均居住面

積。同時，特區政府應研究重推大規模公屋
租置計劃，以解決貧富懸殊、資產不均的問
題。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表示，希望特區政府

能在疫情下推出失業援助金及盡快落實全民
一萬元派錢計劃，而在疫情過後，則可研究
在家工作、彈性上班等工作模式，吸引外國
或內地人才落戶香港，以協助帶動「再工業
化」。

葛珮帆：應優先應用港產科技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為支持香

港一些在國際領先的創新科技，建議特區政
府成立跨部門委員會，優先應用本地原創科
技，並由專家決定是否採用，並省去招標程
序。她又強調，香港有30萬從業員依賴旅
遊業為生，若仍想繼續發展旅遊業，必須想

辦法拒絕攬炒。
許正宇在聽取嘉賓發言後回應指，特區

政府正從開拓市場、培育人才及提升「聚
財」中心三方面做計劃，如助香港企業參

與東盟地區印尼的遷都計劃、推出公私營
工作實習、發展金融產品多元化等，認為
會議上的意見有建設性，期待能繼續與業
界多交流。

社區防疫未鬆
懈，為幫助長者補

充抗疫物資，九龍婦女聯會昨日於深水埗富昌邨舉辦「抗疫
『知』補耆樂融融——五區探訪長者」計劃啟動禮，該計劃將
在未來兩周，探訪九龍五區4,000戶長者，向他們派發4,000份
「抗疫福袋」，包括口罩、平安米、補肺湯及防疫讀本，旨在
為長者送上社會各界的關懷，讓關愛長者文化扎根社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蕊

婦 聯 派 抗 疫 福 袋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電台經常被批評荼毒下一代，連教英
文都淪為政治工具，每時每刻都不忘「洗腦」任務。近日有
網民爆料，指港台有一專門教英文的網站「English in
News」，在Google搜索「泛民英文」時，其中有關「佔領
中環（Occupy Central）」的一節會排在首位。
網民質疑該頁面涉灌輸政治傾向，除中英對照的「佔中」
生字外，亦包括「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全
面普選（Universal suffrage）」等反對派常用詞，又詳列
2013至2014年的「佔中」「路線圖（The route map）」，
包含其「宣誓大會（Oath-taking days）」、 「深思大會
（Deliberation day）」等。有網民批評港台「教壞下一
代」，又指該網站反映「『黃師』無處不在」、「洗腦從細
路仔開始」。
香港文匯報翻查該網站，涉及數百個本港及國際新聞主
題，並以此說明相關英文詞語。除「佔中」外，其他政治性
主題包括「學生為民主罷課（Student strike for democra-
cy）」，當中提到要「審視本土及海外新聞，了解學生訴
求、思考公民抗命所為何事」。

網民質疑港台教英文網「洗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