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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令各行

各業經營變得艱難，舉

辦 Speed Dating（極速

約會）的公司一度因

「限聚令」要暫停所有活動，只能維持單對單的配對服務，營業額下

跌三成。這些公司目前只能舉行網上約會課堂維持收入，即使「限聚

令」放寬後重新舉辦活動，但生意亦因經濟前景不明朗未能完全恢

復。

限聚難聚 月老苦惱
極速約會疫下生意跌三成 靠網上課堂「吊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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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婚活」創辦人黃嘉如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表示，顧客在疫情爆

發初期，雖擔心參與配對活動會增加受感
染風險，參與人數有減少，但總算仍可舉
辦Speed Dating活動，即使3月疫情變得
嚴重，他們的活動仍有單身人士參加。

寧戴罩相會 不約網上見
不過，「限聚令」實施初期，聚會人

數最多只有4人，當時被迫暫停有關活
動，「不計活動主持，過往最小規模的
Speed Dating也有3男3女參與，『限聚
令』下完全無法舉行。」她曾計劃推出網
上Speed Dating，惟反應極差，「完全冇
人報名，佢哋怕被截圖，情願戴口罩面對
面見面都唔願意喺網上見面。」
黃嘉如表示，其公司當時只靠化妝班
和網上約會技巧班維持收入，「為了繼續
工作，化妝班的師生比例要調整，由平日
1比8改成單對單，或最多1對2授課，我
與拍檔要多上幾堂。」不過，公司4月時
服務人數跌至不足100人，營業額大減三
成。
疫情雖令市民減少社交活動，但她指
出，Speed Dating的需求一直存在，活動
暫停期間接獲不少查詢電話，「特別是即
將踏入30歲嘅女士，她們會打嚟查詢並
預約之後嘅活動。」她補充，有原本參與
Speed Dating的客人轉用單對單約會。

客人怕感染減消費意慾
政府其後放寬「限聚令」，聚會人數

可增至8人，黃嘉如重新舉辦Speed Dat-
ing活動，「可以舉行一啲20人左右嘅活
動，但破冰活動唔再係所有人一齊玩，參
加者唔會聚在場地中間一齊玩，可能只是
4人至6人一枱玩桌上遊戲。」
然而，疫情和黑暴已令本港經濟受雙

重打擊，黃嘉如直言生意恢復速度不及預
期，「當初以為客人會怕受感染，但更大
影響係經濟下行減低市民消費意慾，有客
人反映家使幾百蚊參與活動前要更小心
考慮。」現時營業額只回復以往的八成左
右。

黑暴搞搞震 約會變逃亡
單對單配對服務雖未受防疫措施直接

影響，但另一家專提供有關服務的公司亦
暫停活動，負責人解釋，除因客人疫情下
不願外出，亦因難找到合適場地確保客人
安全地見面。他特別提及去年黑暴期間的
一次經歷，指出8．31當晚替客人安排在
旺角見面，最終要「亡命逃跑」。
他指新冠疫情是雪上加霜，生意跌幅

由黑暴時下跌20%至30%，擴大至疫情
肆虐時超過一半，「交友不是慣常的消費
模式，亦難以預測疫情結束後生意會否好
轉。」

保持社交距離是防止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疫情蔓延的重要措
施，不少人在過去幾個月都遵
循政府呼籲減少了社交活動，
但病毒並不一定是發展感情的

阻礙，亦有一些原本工作繁忙的人士，反而
因為旅遊限制無法如常工作，一個突如其來
的假期，令他們可以稍為放慢腳步，甚至促
成一段感情的誕生。

城市人的生活節奏急速，不少人平日忙於
工作，新冠肺炎疫情雖然打亂了都市人的日
常生活，但情況亦不一定是壞事，「香港婚
活」創辦人黃嘉如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透
露，有客人便因為疫情而結成伴侶。
黃嘉如指出，該對男女分別是天使基金的

投資者以及國際化妝品牌的高層管理人員，
兩人本身的條件都很好，女方更像是模特兒
般美麗，沒有人會相信他們均是單身，沒有

伴侶，「男方透露在英國曾結識過一個女
生，但完成工作後就要返港，沒有機會發
展；至於女方，公司同事都是女性，沒有機
會結識異性。」
她表示，兩人平日工作都十分忙碌，留在
香港的時間不多，而女方更是長駐上海，一
年只是返港三次，他們可以結成伴侶，全因
為疫情全球大流行，令各地實施嚴格入境限
制，令他們被迫留在香港，反而有空閒時間
結識異性並約會，故形容他們是由疫情促成
的佳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疫緣結緣 留港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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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支援延3個月 放寬資助至百人

楊潤雄：小四至中二生續明日復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黑暴
及新冠病毒疫情接踵而來，令本港
經濟重挫，部分機構要強制員工放
無薪假甚至引發結業和裁員潮。政
府早前推出「保就業計劃」資助僱
主支薪，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
昨日指出，計劃已有14萬名僱主及
17萬名自僱人士申請，最快今個月
向首批申請人發放資助。不過，估
計約有3萬名至4萬名建造業「長散
工」未能受惠於這項計劃，羅致光
表示正研究補充方案協助他們，稍
後將公布細節。

首批「保就業」津貼月內發放
羅致光昨日上午接受電台訪問時
表示，本月16日公布的最新失業率
應會持續上升，且會維持5%至6%
一段時間，但僱主本月收到津貼
後，數據將會較4月好，而27萬名
「保就業計劃」的合資格僱主當
中，現已約有14萬名僱主申請，預
計最終將有七至八成僱主申請資
助，但部分機構因聲譽成本及企業
社會責任而未有提出申請。

羅致光料計劃8月見成效
他預計計劃將在7、8月份見到成

效，屆時將以3月及6月的受薪人數

作比較，目標是能夠令市場接近3月
份的受薪人數，但由於受全球經濟
因素影響，計劃難以劃分客觀指
標，因此沒有設定計劃成效指標，
並坦言計劃只能夠保障僱主不裁
員，但不能確保零結業情況。
羅致光透露，由於部分建造業僱主

將長工當作散工供強積金，由於相關
僱員並非一般員工，所以相關僱主未
能申請保「保就業計劃」，估計3萬
名至4萬名長散工無法獲得補貼，而

計劃能保障員工的建造業工人只有
1.2萬個，「到（計劃）差不多開始
申請時，我們才知道似乎有這個問
題，我們正在想用另一個途徑，透過
發展局去計劃一個項目，去幫這一部
分的僱主。」他預計下周會公布這個
補充方案的細節。
他並提醒申請者需要留心填寫強

積金編號，因為有申請者輸入強積
金編號時出錯，因而被拒絕申請，
甚至一度惹來盜用疑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昨日新
增三宗新冠肺炎輸入個案，涉及兩女一男，
在潛伏期曾到過英國及巴基斯坦。衞生防護
中心並繼續跟進沙田瀝源邨祿泉樓群組個案
的調查及防控工作，截至昨日下午於祿泉樓
共收回1,372個深喉唾液樣本瓶，暫未再發
現陽性個案。
衞生防護中心因未有新增本地確診個

案，故昨日只發新聞稿交代最新疫情。三宗
新增個案的患者包括第一千一百零四宗的
26歲女患者，她居於英國，早在3月中已發
病，有喉嚨痛及失去嗅覺味覺數日的病徵，
並於前日（ 5日）返港，現已無病徵，由亞
博館送往瑪嘉烈醫院。
另兩名患者有流行病學關聯，分別為15

歲少女（第一千一百零五宗）和47歲男子
（第一千一百零六宗）。他們2月27日至5

月28日在巴基斯坦，回港後入住檢疫中
心，本月4日開始有發燒等症狀，由檢疫中
心送往屯門醫院治理。

聯悅樓無樣本呈陽性
衞生防護中心又指，截至昨日下午4時，
中心共收回1,372個深喉唾液樣本瓶，其中
9個因樣本滲漏要再次提交，1,363個樣本
已完成毒病檢測，除之前發現的四宗呈陽性
反應確診個案外，其他樣本均呈陰性反應。
葵聯邨聯悅樓則收回及檢測2,059個樣本，
同樣沒有樣本呈陽性反應。
中心會繼續跟進未交回深喉唾液樣本的

祿泉樓居民個案，除有一戶上月中已離港
外，截至昨日下午4時，中心在警方協助下
成功聯繫多一戶居民，確定他們已於4月前
遷出祿泉樓，現仍有四戶未能取得聯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就近日沙田瀝源
邨祿泉樓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外界關注附近中小
學會否如期復課。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表示，
學校的準備工作已完成，而早前中三至中五復課
時情況順利，局方與醫學專家保持溝通，決定維
持原先安排，即本港的小四至中二級學生將於明
日（周一）復課，本月中則有望讓約2,500名中
三至中五級跨境學生復課。

爭取讓中三至中五跨境生檢測復課
楊潤雄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時表示，教育局已

與沙田區學校緊密溝通，有學校反映了家長的擔
心，而局方在與醫學專家商討後決定維持復課安
排，但會做好校內消毒工作。他提到，中三至中
五級已於上月27日復課，至今運作暢順，相信中
學校方已有經驗應付未來的復課安排。

針對跨境生復課的問題，楊潤雄表示，局方正
爭取本月中讓約2,500名中三至中五跨境生在深
圳接受核酸檢測後復課，除現時還開通的深圳灣
口岸外，會於上下課時間開放福田落馬洲支線口
岸，並考慮以「點對點」方式接送學生來回。同
時，校方會安排跨境生留校用膳，以減低大規模
感染的機會。
據了解，跨境學生需要每周自費於深圳做一次

核酸測試，其他復課細節期望於未來一星期落實。
至於會否擴大至其他級別的跨境生復課，楊潤

雄表示仍有多項考慮，包括瀝源邨的確診個案，
而且高小至中二的跨境學生人數遠較中三至中五
生多，故要視乎疫情變化再作安排。
在小五呈分試方面，楊潤雄預計會於下月底進

行，學校可以為跨境學童補考，亦可以選擇所有
學生延期至9月應考。

香港文匯報訊 政府於上月30日
公布「物業管理業界抗疫支援優化
計劃」，資助期延長3個月，及放寬
每幢合資格大廈的「抗疫辛勞津
貼」資助名額上限至每幢100個。
「優化計劃」的截止申請日期為下
月15日。
如物管公司和業主組織已經在早
前的計劃遞交申請，則毋須就
「優化計劃」再次遞交新申請，
民政事務總署或物業管理業監管
局會直接與有關物管公司和業主
組織聯絡。

為支援物業管理業界的防疫工
作，政府於今年2月下旬在「防疫抗
疫基金」下設立「物業管理業界抗
疫支援計劃」，資助合資格的私人
住宅和綜合用途（即商住兩用）大
廈的業主組織或物管公司，向前線
物管員工發放「抗疫辛勞津貼」，
並為業主組織或物管公司提供「抗
疫清潔補貼」，以減輕加強清潔工
作的成本，從而減輕業主和租戶的
負擔。
今年4月，政府將計劃的資助範

圍延伸至工業大廈和商業大廈

（包括商場），並在考慮到疫情
仍可能會反覆，防疫措施及抗疫
工作需要持續下，於上月30日公
布「物業管理業界抗疫支援優化
計劃」。
截至昨日，「物管支援計劃」已

收到約10,600宗申請，其中約8,500
宗申請已獲批核。已批核的申請涉
及資助金額超過2億8,000萬元，惠
及超過35,000幢樓宇及超過70,000
位前線物管員工。成功申請的物業
可參閱物監局網頁（aspm.pmsahk.
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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