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黑暴肆虐打殘香港經濟基調，市道備受泛暴派攬

炒打擊，加上今年的新冠病毒疫情夾擊，全港各行各業

奄奄一息，旅遊業更屬重災區，結業潮一發不可收拾。

主要營運內地及東南亞團的至尊假期旅行社宣佈結業，

約1,100名旅客受影響，涉及約120萬元團費。香港旅

遊業議會表示，今年初至今已有36間旅行社倒閉，相

信倒閉潮陸續有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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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尊假期被攬炒
黑暴疫情夾擊黑暴疫情夾擊 今年今年 3636 旅社執笠旅社執笠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
情近期有緩和跡象情近期有緩和跡象，，黑黑
衣魔即蠢蠢欲動衣魔即蠢蠢欲動，，煽動煽動
上街逞暴上街逞暴，，令本已受黑令本已受黑
暴嚴重打擊的餐飲及零暴嚴重打擊的餐飲及零
售等行業雪上加霜售等行業雪上加霜。。有有
失業市民表示失業市民表示，，疫情總疫情總
有一天完結有一天完結，，惟黑暴分惟黑暴分
子虎視眈眈子虎視眈眈。。他們擔心他們擔心
黑暴再來臨黑暴再來臨，，香港將萬香港將萬
劫不復劫不復，，打工仔繼續無打工仔繼續無
啖好食啖好食。。
修例風波所引發的黑修例風波所引發的黑

暴陰霾揮之不去暴陰霾揮之不去，，原本原本
從事飲食業的楊先生從事飲食業的楊先生，，
兩三個月前失業兩三個月前失業。。他表他表
示示，，去年的黑暴已敲響失業的警鐘去年的黑暴已敲響失業的警鐘，，他他
的月薪由的月薪由11..66萬至萬至11..77萬元萬元，，減至減至11..11萬至萬至
11..22萬元萬元，「，「黑衣魔四處堵路令我無法上黑衣魔四處堵路令我無法上
班班，，我們打工仔手停口停我們打工仔手停口停，，開工不足開工不足，，
人工也減少人工也減少。。試過因為堵路試過因為堵路，，放工後要放工後要
徒步約徒步約33小時回家小時回家。」。」
楊先生批評楊先生批評，，黑衣魔罔顧他人及整體黑衣魔罔顧他人及整體
社會的利益搞攬炒社會的利益搞攬炒，，種下經濟衰退的禍種下經濟衰退的禍
根根，，之後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成為之後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成為
「「最後一根稻草最後一根稻草」。」。雖然他有信心疫情雖然他有信心疫情

終有一日會結束終有一日會結束，，但對疫後但對疫後
的香港經濟可否復甦存疑的香港經濟可否復甦存疑，，
「「沙士的時候很快便過去沙士的時候很快便過去，，
當年經濟也沒有這麼差當年經濟也沒有這麼差，，黑黑
衣人繼續出來的情況要弄到衣人繼續出來的情況要弄到
何時才停止何時才停止？？疫情會結束疫情會結束，，
黑衣人繼續破壞何時結黑衣人繼續破壞何時結
束束？」？」

紅巴司機收入跌過半紅巴司機收入跌過半
張女士最近失業張女士最近失業，，一家三一家三
口現時只靠其丈夫駕駛紅色口現時只靠其丈夫駕駛紅色
小巴維持收入小巴維持收入，，生活因而大生活因而大
受影響受影響，，要盡量節衣縮食要盡量節衣縮食。。
她指出她指出，，丈夫的收入早於黑丈夫的收入早於黑
暴期間已大減暴期間已大減，「，「黑暴前一黑暴前一

個月有逾個月有逾22萬元收入萬元收入，，現在只餘下數千現在只餘下數千
元元。」。」
她批評她批評，，黑暴的影響不單是令丈夫收黑暴的影響不單是令丈夫收
入減少入減少，，更令她要擔心丈夫外出工作時更令她要擔心丈夫外出工作時
的安危的安危，「，「害怕他會被汽油彈及石頭擲害怕他會被汽油彈及石頭擲
中中，，害怕車輛被阻礙害怕車輛被阻礙、、被圍打被圍打。」。」之後之後
發生發生「「世紀疫症世紀疫症」，」，市民減少外出市民減少外出，，
「「街上一個人也沒有街上一個人也沒有，，等一個客上車也等一個客上車也
等了等了22小時小時，，他工作十多小時也只得數他工作十多小時也只得數
十元收入十元收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疫情稍為緩和，但黑暴重臨，政
治攬炒浮現，2月至4月失業率急升
至5.2%的10年高位。面對打工仔
女的嚴峻處境，民建聯調查顯示，
74.7%受訪者最近一個月收入減
少，35.9%更已失業；工聯會的同
類調查亦顯示，72%受訪者過去一
個月收入減少，37%過去一個月被
裁員或停工，34%全無收入。兩項
調查均發現，受訪打工仔面對疫情
和黑暴等夾擊下，對經濟前景感到
悲觀，因此促請政府考慮設立失業
經濟援助制度。

民建聯工聯會倡設失業援助金
民建聯訪問了967名市民，除27
名新畢業生，其餘74.7%受訪者最
近一個月收入減少，35.9%更已失
業；即使有工開的受訪者亦擔心裁
員，以及一旦失業未必在短時間內
找到新工作；84.8%受訪者直言對
經濟前景不樂觀，非常不樂觀的更
達38.8%，因除疫情影響，亦因黑

暴陰霾揮之不去。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呼籲

政府加快派發1萬元的速度，並
再促請政府設立沒有資產審查的
失業經濟援助，向失業市民發放
6,000元現金資助，為期不少於三
個月。
工聯會則訪問了2,221名市民，

72%受訪者過去一月收入減少，
37%更已被裁員或停工，18%放無
薪假，僅32%未受影響。工聯會亦
建議政府設緊急失業援助金，提供
最長六個月援助，每月上限1.5萬
元，另盡快推出第三輪抗疫基金和
3萬個短期職位。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指

出，疫情雖趨於平穩，但黑暴有
重臨趨勢，倘違法集會增多，破
壞治安，餐飲及零售業將雪上加
霜，而疫情及社會動盪令遊客大
減，倘黑暴加劇，將進一步打擊旅
遊及酒店業。她呼籲反對派停止
「拉布」害港及停止政治攬炒，
讓市民安居樂業。

調查：四分三受訪者收入減少

食肆員工先減薪後失業

■旅行社至尊假期全
線結業，昨只開旺角
分店讓受影響客戶登
門詢問賠償細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
曉輝）香港2月至4月失業率
升至5.2%，較1月至3月新增逾4
萬名失業大軍。社會福利署昨日
發表的最新數字亦顯示，上月整
體領取綜援個案總數為 22.7 萬
宗，按月增加4,819宗，升幅為
2.2%，其中失業類別個案數目由
3 月份的 14,647 宗，按月急升
24%至18,165宗。
資料更顯示，自去年黑暴後，

失業綜援個案拾級而上，今年的
升幅更不斷擴大。

整體綜援個案增4819宗
社署數字顯示，4月份共有

227,510宗領取綜援個案，受助總
人數為311,404人。與3月份比
較，整體個案數目增加4,819宗，
按月升幅為2.2%；單是失業類別
已增加 3,518 宗 ， 升 幅高達
24%。
資料顯示，申領失業綜援個案

數目自去年7月起，即暴力衝擊
事件發生後已不斷趨升，初時的
按月升幅均不多於1.6%，及至今
年2月與3月的升幅增至4.9%及
10.9%，至4月更擴大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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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調查發現，近85%市民對香港經濟前景
欠缺信心。左起黎榮浩、柯創盛、鄭泳舜、張琪
騰。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工聯會調查發現，過去一個月34%人完全無收
入，呼籲政府設立緊急失業援助金。左起：鄧家
彪、麥美娟、何啟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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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間分行的至尊假期旅行社
結業，昨日下午有不少顧客前
往旺角分行索取報團收據正
本，以便自行向旅遊業賠償基
金辦理申索手續，取回相當於
團費九成的賠償。旅行代理商
註冊處表示，截至上月底，該
基金結餘總額約為6.8億元。鑑
於社會事件和新冠病毒疫情的
雙重打擊，旅遊業首當其衝受
重創，註冊處會繼續密切注視
基金財政情況。

3天西樵山團699元蝕一成
已退休的林先生曾參加至尊假
期的旅行團數次，一直滿意服

務，故計劃與親友一行16人參加
南海西樵山3天團，每人團費699
元，至前晚收到WhatsApp訊息
指旅行社倒閉，故昨日前來辦理
手續。他指過程順利，諒解旅行
社別無他選才結業，「因為佢哋
都唔想，唔係經營不善，而係大
環境問題。」
周女士於今年初報名參加廣東

省3天團，團費千多元，原定農
曆年假期出發，惟因封關未能出
發，保留團費至疫情平息後，前
晚收到旅行社以短訊通知結業，
「𠵱 家要搞一大輪先拎得返錢，
估計損失200多元，都好過全部
蝕晒！」■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顧客取收據向基金索償

■■去年去年1010月初月初，，中旅社沙田中旅社沙田
分社被暴徒縱火分社被暴徒縱火。。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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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去年中開始受黑暴肆虐，已令訪港旅客大減，陸續有旅行社
捱不住而結業，一眾旅遊從業員不但收入減少，更面對失業威

脅。新冠病毒疫情今年初來襲，再令業界踏入冰封期，令多間旅行社
被迫結業，包括兩間網上旅行社Wefly、Gogogo Travel在3月時相繼
倒閉；威尼斯旅遊上月亦宣佈結業，約800名已繳費報團旅客受影
響，涉款約80萬元。
分別在旺角、屯門及荃灣設有分行的至尊假期，透過通訊軟件通知
顧客，表示受疫情影響而結業。該旅行社旺角分行昨日則繼續運作，
以回覆顧客查詢，向已報團的顧客發放蓋有印花的團費收據，讓顧客
可以向旅遊業賠償基金申請相當於團費九成的特惠補償。昨早有多名
已報團的顧客到場領取收據，有顧客表示該旅行社的旅行團食住也不
錯，故經常光顧，現唯有手持收據申請補償。

員工2月起欠薪 1100客受累
至尊假期行政經理阮小姐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該公司主要業務在
內地，結業主因是資金問題，包括她在內的5名員工自2月起已未獲
發薪金。她又表示，現已有三分之二顧客取回收據，顧客需要自行聯
絡旅遊業賠償基金申請賠償。
旅行代理商註冊處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至尊假期因受社會
事件及疫情影響，近月因為檢疫措施使大量旅行團未能如期出發，大
量顧客申請退款以致財政上無力繼續經營，註冊處已於本周一撤銷其
旅行代理商牌照。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陳張樂怡則指出，約有1,100名旅客受至尊假期
倒閉影響，涉及120萬元團費。
她又表示，年初至今已有36間旅行社結業，當中8間牽涉旅客利益
受損，累計約3,000人受影響，涉及1,000萬元團費。她擔心若未來三
個月仍未能恢復出團，將會有更多旅行社倒閉。
她解釋，租金開支難以縮減，旅行社面對很大的財政壓力，政府提
供的財政支援，雖然或多或少對旅行社有幫助，然而單靠這些援助，
不能令旅行社支撐下去，只有旅遊業回復正常有生意，旅行社才可持
續營運。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自去年香港受黑
暴蹂躪，不少旅遊業界人士已感前景黯淡，至本年初疫情又至，行業
雪上加霜，政府雖有提供財政上的補助，但全球經濟低迷，旅遊業必
受拖累，就算不倒閉，或有旅行社選擇暫停營業，以度此「寒冬」。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認為，由於有政府補助支援，旅行社近期

倒閉情況未算嚴重，但不少業內人士正採取觀望態度，倘情況持續惡
劣，也有結業可能。

■楊先生

■張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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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25-29℃ 濕度8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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