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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有緩和跡象，菲律賓及印尼等國家準備恢復辦理外

傭出國文件，滯留當地的外傭有望陸續來港工作。香港僱傭公會預

料，未來兩三個月內有約一萬名外傭湧港工作，但該會進行的僱主

問卷調查發現，大部分受訪僱主的住所無獨立房間和淋浴間，家中

「有老有嫩」，擔心有機會造成社區爆發。傳染病專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亦認為，東南亞地區的疫情反

覆，為安全起見，政府應為來港的外傭提供集中檢疫中心。

萬名外傭湧港 恐釀社區爆疫
僱主住所多無獨立房淋浴間 專家促設外傭集中檢疫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新冠肺炎疫情及暴力衝
擊雙重打擊下，打工仔飯碗不保。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預計
明天公布的3月至5月失業率，無可避免由2月至4月的
5.2%進一步攀升，很大機會超過2009年金融海嘯期間錄
得的5.4%，總失業人數或見15年來最高，他冀市民暫時
放下矛盾，聚焦應對經濟難題。對於協助失業人士，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認為，成立失業保險涉及的問題較複
雜，必須一併考慮遣散費調整、長期服務金的存廢，及取
消強積金與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對沖」的安排。
陳茂波昨日在網誌撰文表示，近期的就業情況持續惡

化，批評攬炒派若此時此刻仍以不同的藉口，鼓動作出
暴力衝擊行為，無異是直接摧毀中小企及打工仔的喘息
空間。他希望市民可暫時放下矛盾，聚焦應對經濟難
題，讓收入減少的市民和正陷財困的企業，能有改善收
入的空間。
他續說，隨疫情逐步緩和及受控，市民開始回復外出，

而政府推出的1萬港元現金發放計劃，款項將於下月初陸
續發放。現金發放計劃總規模約700億元，幾乎等於本港
3個月零售銷售貨值的規模，即使市民僅花掉當中的一部
分，都可對本港經濟帶來一定提振作用。他認為在這兩項
利好因素重疊下，有望改善消費市道氣氛，冀借助一萬元
派發的時機，造就另類的「消費時點」。

羅致光：失業保險有「道德風險」
羅致光亦在網誌撰文提及本港失業問題，他指出失業

保險最大優點是毋須經濟審查，不論是僱主或僱員供
款，僱員都理所當然可申領保險金，僱主解僱員工亦少
些「罪惡感」，對僱員來說，領取失業保險金後，便毋
須急於搵工。不過，他認為失業保險同時產生「道德風
險」原因，即風險的分擔帶來責任的淡化。

他補充，失業保險的利弊，除了考慮本身設計，亦要考慮與
其他相關社會制度關係，更要考慮到整體經濟、勞工巿場生態、
僱主與僱員在僱傭關係上的行為轉變。羅致光又稱，由於香港現
時的失業保障主要依靠一筆過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而非每星期
或每月領取，故失業者沒任何「誘因」不即時搵工，這亦是失業
率長期處於低位的原因；而在經濟復甦期，失業率下降得較快；
但在經濟收縮期，失業率上升得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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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僱傭公會上周透過約100間僱傭中
介公司，向3,000名外傭僱主進行問

卷調查，85%受訪者表示家中無獨立房間
和淋浴間可供外傭檢疫時使用；95%受訪
者抗拒與需要隔離的外傭共處一屋，而且
除僱主外，家中還有長者及小童同住，擔
心禍及家人。另外，大部分受訪僱主表示
若外傭在外隔離，他們願支付1,500元至
2,000元膳食費用。
該會主席陳東風指出，菲律賓本月起
開始恢復辦理外傭出國文件，印尼政府
亦準備恢復輸出傭工，估計未來3個月內
將有約8,000名至10,000萬名外傭湧港工
作。
該會副主席楊偉宗表示，若外傭來港時
已染病但未發病，同住的僱主如常工作及

作息，擔心會傳播到社區。

部分僱主拒讓外傭家中隔離
他又指，僱主一般安排來港外傭於家中

或酒店隔離，但有僱主反映大部分酒店都
已經爆滿，又不想讓外傭家中隔離，因此
感到徬徨。他認為現時外傭到港人數不
多，預訂酒店房間已出現困難，相信未來
數月酒店迫爆情況會更嚴重。
該會委員何偉淙建議政府集中安排外傭

到港檢疫隔離，最佳選址是遠離市區的度
假中心，減低外傭接觸外界機會及僱主負
擔，而且能夠在離開檢疫中心前做到深喉
唾液測試及減少中介人手調動。

1%外傭染病可令港疫情反彈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東南亞國家以
「封城」阻截疫情蔓延，導致經濟重創，
有見近期疫情緩和，這些國家急不及待重
啟經濟活動，此舉或令東南亞國家在短期
內有疫情逆轉的風險，大批外傭若集中在
一段時間來港，增加本港病毒檢測壓力之
餘，當中若只有1%外傭染病，也可能令
香港疫情反彈。
他認同為返港外傭設立隔離營的建議，

「以各種隔離代替家居檢疫的方法最妥
當，確保檢疫期間外傭不會在周末參與聚
會，避免網絡式社區傳染。」他續指，由
於病毒在各人身體反應不一，也不能單靠
檢疫首天和第十二天的呼吸道分泌檢驗結
果，斷定外傭是否染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
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小企備受
打擊，國際青年商會屬下分會半島
青年商會上月進行調查，訪問了
218 間中小企對本港整體營商環
境、經營問題與機遇，以及對數碼
轉型的想像，發現近三成受訪企業
在疫情期間生意額損失超過50%；
六成企業受惠於政府的防疫抗疫基

金，惟不足兩成認為政府在疫情下
對企業有足夠支援；超過七成受訪
企業有意進行數碼轉型，但奈何資
金不足及缺乏相關人才而未有實行
計劃。
半島青年商會會長陳雋昆建議，

業主可主動提供租金優惠，與中
小企共度時艱，履行社會責任，
相關租金減幅應跟隨政府，即至

少寬減75%租金， 並至少維持6個
月，或對零售業只按營業額抽成。
對於數碼轉型人才不足問題，他認
為僱主應提供彈性上班時間安排，
例如讓進修的同事提早下班及提供
進修數碼轉型資助，以協助中小
企轉營。
商會昨日舉行企業數碼轉型機遇

講座。香港創科發展協會主席陳迪

源指出，中小企業在數碼轉型過程
中，面對最大的困難在於欠缺動
力，如數碼轉型成本太貴等。
不過，他強調坊間數碼化方案豐

儉由人，中小企業可先採用現有
平台踏出第一步，待積累足夠資
源，再考慮建立自主系統。他續
說，數碼化中很重要的價值是能充
分強化客戶體驗於每一個營運環
節，使客戶從任何渠道都獲得最
佳客戶體驗，從而形成良好品牌
效應。

逾七成企業冀數碼轉型 惜缺財也缺才

熱成像技術發展成為發燒篩查技術，已成為對抗新
冠狀病毒的工具，而香港大學機械工程系助理教授
（研究）傅秀聰領導的團隊，成功開發低成本且便攜
式的發燒檢測系統，只需要一個小型熱像儀及外掛程
式，便可以在手機或平板電腦等移動裝置上使用，以
面部識別技術作檢測，能同時自動檢測多人的額頭溫
度，可用於快速篩查和區分疑似發燒病例，期望將來
可廣泛應用於的士、穿梭巴士和小巴等公共交通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昨
日沒有新增新冠個案，食物及衞生局
局長陳肇始則表示會持續審視疫情發
展，假如疫情持續穩定，不排除在許
可情況下逐步放寬就群組聚集的限
制，以及放寬抵港人士強制檢疫安排
的要求。
陳肇始昨日發表網誌表示，抗疫五
個多月，現踏入新階段，世界各地專
家都指新冠病毒難在短期內消失，市
民要適應在新常態下逐步回復社會和
經濟活動，但全球疫情不穩，需繼續
限制香港與其他地方人口流動和實施
強制檢疫措施，惟評估公共健康風險
後，可放寬個別國家及地區抵港人士
的強制檢疫要求，以恢復一定程度的
人員往來，帶動經濟活動。
她續說，香港一直與內地和澳門的

衞生部門，在「粵港澳聯防聯控」基
礎上保持緊密溝通，現似乎較有條件
有限度地放寬廣東省或澳門來港的人
流，首階段先考慮便利必要來往粵港

或港澳人士，有關措施落實後會盡快
公布。

疫情礙蒐血籲民積極捐
此外，倘疫情持續穩定，不排除逐

步放寬就群組聚集限制，如調節群組
聚集人數上限，或增加獲豁免的群組
聚集。她強調，防疫措施以公共衞生
和保護市民健康為原則，絕無政治考
慮，早前有評論指限制聚集是「政治
打壓、針對政治集會」的言論毫無事
實根據。
昨日（6月14日）是世衞「世界捐

血者日」，陳肇始指過去數月，疫情
影響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的血液收
集，呼籲市民積極捐血以維持血液穩
定供應。

料次輪檢測再有數宗確診
另外，祿泉樓群組有確診新冠肺炎

的住戶屬「陰轉陽」個案，即首次或
多次病毒檢測呈陰性，但後來轉為陽

性，衞生防護
中心會再為住
戶進行第二輪
病毒檢測。醫
學會傳染病顧
問委員會主席
梁子超昨日表
示，部分患者
潛伏期較長，
估計第二輪檢
測有機會再找
到數宗確診個
案，又指這些
遲確診的住戶
未有隔離，已
上班或上學等，長時間於社區活動，
擔心病毒有機會擴散至社區。
衞生防護中心表示繼續跟進祿泉樓

群組調查，前日（13日）聯同相關部
門及專家到場視察，在前日確診的第
1110宗個案男病人單位內及祿泉樓天
台排氣管採集環境樣本，所有樣本對

病毒呈陰性反應。
中心並透過房屋署向祿泉樓居民再

派樣本瓶以進行二次檢測，呼籲居民
今日至周三（15日至17日）期間提
交，不交回樣本將要強制檢測，正接
受檢疫的祿泉樓10及12單位居民亦會
在檢疫結束前接受第二次檢測。

陳肇始：首階擬放寬粵港澳往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府
推出的「保就業」計劃第一期工資補
貼，昨日午夜截止，創新辦表示截至
昨午6時，接獲約16.8萬名僱主及約
25.3萬名自僱人士的申請。工聯會權
益委員會副主任鄧家彪則指出，部分
自僱人士因沒有強積金戶口未能受
惠，更有無良僱主要求員工自願離職
改為自僱人士，故希望政府能完善這
些援助計劃，如簡化和放寬部分抗疫
基金申請資格及程序，啟動其他社會
保障計劃以協助失業人士，並加重對
違反「保就業」計劃承諾僱主的罰
則。
工聯會副理事長陳兆華表示，計劃
囊括旅遊巴、校巴，但兩者受惠名額
有限，認為應放寬旅遊巴各申請名
額。
他又指出，曾有超過50名會員向

工會求助，指有無良僱主以公司證
明作籌碼，要員工簽署自願離職通
知書改作自僱人士，否則拒向他們
提供公司證明以申請補貼。他補
充，已代表相關會員向各僱主談
判，現剩下7名來自同一公司的員工
因沒有公司證明被拒申請，僱主仍
拒絕見面，希望政府改善申請漏
洞。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委員丘燿誠表

示，「保就業」計劃着重申請者的
強積金戶口，但部分自僱人士以合
約形式於不同機構工作，並無強積
金戶口，亦有一些年逾60歲的自僱
人士已取消戶口，導致無法申請資
助，認為政府應彈性處理。

鄧家彪盼擴闊涵蓋範圍
鄧家彪亦指出，除運輸業及自僱

人士，亦收到不同行業的求助，希
望政府擴闊計劃的涵蓋範圍並簡化
申請程序。他並希望政府能優化部
分支援計劃，如在職家庭津貼原訂
申請資格須每月工時達144小時至
192小時，可縮減至每月72小時，貼
合現在大部分僱員需放無薪假的情
況。

他又說，即使將來經濟復甦，相
信就業也不會增長，僱主不會輕易
聘請更多人手，屆時將有更多自由
工作者，政府應設立認可的社會制
度和保障應對。他並希望政府制定
具阻嚇性的罰則對付無良僱主，以
免僱主得到資助後，要求員工放更
多無薪假或挪用政府的補貼。

申「保就業」補貼變籌碼 有僱主逼員工轉自僱

■工聯會促
政府能完善
「保就業」
援助計劃。

▲僱傭公會表示，若外傭
來港時已染病但未發病，
擔心會傳播到社區。圖為
外傭聚集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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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僱傭公會發布外傭
僱主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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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始指如疫情持續穩定，不排除逐步放寬就群組聚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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