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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向市民派發一萬元的「現金發放計劃」，昨日

在父親節接受首日登記，大批巿民一早到銀行提交實體登記

表，而截至昨午5時，已約有200萬名市民透過銀行遞交電子

登記申請，市民最快下月8日收到款項。有基層巿民表示丈夫

因黑暴影響去年底失業至今，一家三口只靠她任職清潔工的微

薄收入維持，生活捉襟見肘，政府的發放現金計劃，稍減一家

經濟壓力，並因此可以外出用膳慶祝父親節。

下月袋萬元 提前食餐勁
黑暴累夫失業兒未畢業 清潔女工苦撐至今終有氣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全
港約1,000間銀行分行及約120間
郵政局，昨日作出特別安排，停休
繼續朝九晚五開工，以方便市民交
表，有銀行表示各間分行昨日特別
增派人手，協助巿民登記，亦有銀
行更特別聘請多名兼職員工服務巿
民。
恒生銀行分行網絡業務主管袁妙

齡表示，為確保有足夠人手處理申
請，所有同事昨日也特別要上班，
地鐵站的分行亦全線開放。她並指
出，每間分行均設有數碼大使，協

助客戶進行電子登記，而有三四成
客戶亦改用電子渠道登記。

中銀：逾八成電子渠道辦理
中銀香港則表示，昨日開放全港各

區169家分行及調派超過1,000名人
員和服務大使分駐分行，為首批登記
長者和客戶提供協助及解答查詢，大
部分客戶已預先填妥表格到分行遞
交，流程暢順，秩序良好。截至昨午
1時，經中銀香港登記的客戶超過八
成也是透過電子渠道辦理。
中銀香港更特別聘請一批有銀

行經驗的人員協助處理今次登記
事宜，其中一名前中銀員工便重
返中銀兼職，她向香港文匯報透
露，兼職人手分別負責電話查
詢、 到各分行協助收表，以及後
期審核資料等工作，而她負責電
話查詢中心，並指昨日查詢中心
處理了約3,000個電話，包括查詢
上網登記問題、可否使用聯名戶
口登記，以及身處海外港人致電
查問能否登記等，她表示海外港
人若有其銀行戶口，也可上網登
記取款。

銀行周日停休 增人手處理登記

■袁妙齡表示，所有同事周日特
別上班，處理巿民的登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
日是一萬元現金發放計劃的首個登
記日，便立即迎來登記高峰期。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表示，整個參
與一萬元現金發放計劃的團隊，會
密切監察系統運作及各個流程，力
求暢順，相信絕大部分市民也可於
8月底前收到款項。他又表示，飲
食業界、零售及銀行等提供各種優
惠，期望創造良好的消費氛圍，改
善食肆及商店經營。

7月8日起陸續收到款項
陳茂波發表網誌指出，透過銀行

的網頁以「電子登記、銀行過數」

方式登記，是最快取得款項的渠
道，本月30日或之前電子登記的市
民，一律於下月8日起陸續收到款
項，7月1日或之後登記則於遞交申
請後約一星期收到錢，一些過往沒有
使用網上銀行服務的市民，也可在銀
行指定網頁直接進行電子登記。
不過，他提醒巿民，指出銀行本

身已備存客戶資料，市民登記時只
要提供身份證號碼首四個字母或數
字、手機號碼及收款的個人銀行戶
口碼號三項資料，毋須填寫所有個
人資料。當局會透過手機短訊或郵
件，通知市民有關登記已收妥，以
及其後款項派發的通知，不會透過

手機短信向市民索取更多個人資
料，市民應慎防虛假網站及詐騙電
郵、短訊或電話，以防不法之徒騙
取個人資料。

飲食零售銀行齊推優惠
他相信隨着計劃開始接受登記，

絕大部分市民可於8月底前獲發款
項。他又指上周與飲食業界代表會
面，他們響應政府呼籲下月中開始
提供折扣優惠，而零售及銀行等其
他界別也提供不同形式的優惠，希
望把握這個消費時點，合力帶動整
個社會的愉快消費氣氛。
他指隨着本港疫情相對緩和，部

分防疫措施再度放寬，不少食肆也
指生意有好轉跡象。
陳茂波表示，本港正陷入深度的經

濟衰退，失業率仍未扭轉上升趨勢，
但相信政府一連串的措施，包括寬減
差餉、電費、水費排污費，以至「保
就業」計劃，都會在一定程度上緩減
企業的經營壓力，認為大家能合力支
持，創造良好的消費氛圍，會有助改
善食肆及商店的經營，也為中小企及
打工仔帶來收入改善的希望，就如上
周的大雨過後，不少人也看到香港多
處天空上出現美麗的彩虹，深信只要
一起努力，香港經濟也必能擺脫陰
霾，迎來晴天。

陳茂波冀派錢帶動消費氣氛
■恒生銀行星期日特地營業，協助接收巿民交表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清潔女工何小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飲食業散工董小姐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職員協助長者填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本港因去年中開始的黑暴和今年
初新冠病毒來襲影響，經濟進

入嚴冬，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因此在
今年2月發表的財政預算案，提出為
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發放一
萬元現金，以刺激市民消費、振興
經濟。有關現金發放計劃昨日開始
正式接受巿民登記，市民可透過21
間參與銀行網上登記，或親身到銀
行分行和郵政局提交實體登記表。

約200萬人已交電子登記
政府發言人表示，截至昨午5時，
共有約200萬名市民透過參與計劃的
21間銀行遞交電子登記，另外約
8,000名市民透過香港郵政網頁遞交
電子登記表格。此外亦有不少巿民
昨日一早到各銀行交表，不少銀行
分行尚未開門，已見有大批市民排
隊等候。
提交實體表格的巿民中，不少也
是受黑暴及疫情影響的基層巿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早到旺角彌敦道
的恒生銀行九龍總行了解情況，前
往交表的何小姐接受訪問指出，政
府派錢對其家庭有很大的幫助，由
於去年黑暴亂港影響經濟，其丈夫
去年底便開始失業，而兒子尚未畢
業，現時一家三口只靠她一人當清
潔工的收入維持，家庭收入由以往

每月有兩萬多元，減至只有約一萬
元，生活甚為艱難。

每月掹掹緊 萬元有幫補
「我賺嗰一萬蚊（月薪），又要

交租，又要食飯，每個月都係掹掹
緊，已經幾個月唔敢出街食飯。」
至於會如何使用一家三口合共獲得
的3萬元，何小姐則笑言因有額外錢
財，已經「先使未來錢」，前晚到
酒樓吃晚飯以預先慶祝父親節，但
她會將其中的一萬元儲蓄起來，其
餘的就會幫補日常消費。
同樣受經濟不景影響的董小姐，

亦表示這一萬元現金對其來說很有
幫助，但認為來得太遲。她表示自
己任職飲食業的散工，但自新冠病
毒疫情襲港，便已開工不足：「每
個月得返6,000蚊至7,000蚊人工，
呢幾月都要用積蓄頂住。」
她更表示不少同行更慘：「直情

無工開，但仲有一家大細要養，政
府真係救得太遲。」
由於她只是「炒散」，非正式員

工，未能受惠於政府「防疫抗疫基
金」推出的「保就業」計劃，自己會
將政府今次派發的一萬元現金視為
「救命錢」，而現時新冠疫情已緩
和，但她認為經濟環境仍然惡劣，因
此就算收到款項，也不敢肆意消費。

恒生銀行九龍總行
原定昨早9時開門，但
開門前已約有50人排
隊等候，因此提早15
分鐘開門收表，排頭

位的婆婆表示早上7時已到場，她說
對政府派錢感到興奮，計劃用於飲
食消費。恒生銀行深水埗分行同樣
未開門已經有大批市民排隊，人龍
一直延伸到內街，有長者更懷疑因
天氣炎熱，坐在地上，要救護員協

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銀行觀察所

見，巿民提交實體登記表情況相當
順利，不少市民一早填好表格，到
場後由銀行職員核對一下是否填
妥，然後就投入收集箱，全程不消
一分鐘。不少市民大讚表格清晰易
明，填寫只需兩分鐘左右。電子登
記方面就更方便，有市民在職員教
導下，只要十秒便完成登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銀行人龍等開門
長者熱到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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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有兩件事引發社會關注，一是港
區國安法草案主要內容公布，引起熱烈迴響
和支持；二是「罷工罷課公投 」門可羅
雀、慘淡收場。兩件事形成鮮明對比的本港
民意民情，讓人看到民心向背，看到香港形
勢正在發生積極可喜的變化。中央果斷堅決
出手，制訂港區國安法，為香港撥亂反正創
造大環境；特區政府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態度
鮮明，理直氣壯反對各種挑戰「一國兩制」
底線的劣行；支持香港盡快恢復法治穩定的
正氣、民意正在上揚，受到黑暴攬炒勢力誤
導、矇騙的部分市民正開始逐步覺醒。中央
政府將香港維護國安的主要責任賦予特區，
既是信任和倚重，也是要求和任務，特區政
府和所有公權力都任重道遠，需要以高度責
任感和堅定迅速的行動，落實好港區國安法
的各種賦權要求，確保法律有效實施。

一方面，港區國安法按照既定立法程序、
有條不紊地推進，全國人大常委會按立法進
度公布法律內容和細節，顯示中央不受外部
勢力的壓力和干擾，有信心、有決心堅持依
法辦事，堅定不移堵塞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
漏洞，樹立港區國安法不可挑戰的法律地
位，贏得了本港主流民意的歡迎和支持。而
所謂的「罷工罷課公投 」，儘管「獨暴」

搞手事前千方百計炒作、鼓動，但「公投」
活動門庭冷落，實際投票人數遠低於組織自
己設定啟動罷工、罷課的門檻，搞手不得不
面對現實、承認失敗。「罷工罷課公投 」
之所以不得人心，淪為一場自暴其醜的鬧
劇，並非「獨暴」搞手所聲稱的「準備不
夠、宣傳不足」，而是有一個他們不願、不
敢承認的原因——港區國安立法產生了振聾
發聵、明辨是非、激濁揚清的民心民意效
應。

有不少觀察人士都注意到，隨港區國安
法由全國人大決定開啟立法，香港政治社會
環境出現了一個明顯的變化：近年、尤其是
去年修例風波以來，社會是非不分、黑白混
淆、正邪顛倒的社會亂象、怪象，迅速開始
受到遏制。

一方面，中央從國家層面啟動港區國安法
立法，引起本港社會高度關注、廣泛討論。
是非越辯越明，在討論港區國安法的過程
中，港人日益認識到修例風波對國家安全、
香港法治穩定造成巨大傷害，更明白立法的
迫切性和必要性。港人還看到，立法啟動以
來，反對派和外部勢力色厲內荏的惶恐，看
到正氣提振、正能勝邪的希望，工商界、教
育界、專業界、宗教界等社會各界和廣大市

民踴躍參加簽名、刊登廣告，以多種形式和
實際行動，表達對港區國安法的支持。較早
前，本港有組織在短短 8 天內徵集到近 300
萬名市民的簽名支持，正正顯示國安立法順
應、提振民意。可以說，過去一年籠罩香港
的黑暴歪風、令正直市民噤聲的攬炒邪氣，
因港區國安法啟動立法再難成氣候，市民終
於能揚眉吐氣。

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港區國安法
如同一服清醒劑，令部分被「公民抗命」、
「違法達義」等歪理謬論所誤導、欺騙的
「和理非」市民冷靜下來，開始反省、逐步
醒悟，意識到所謂「和勇不分」，其實是替
黑暴攬炒背書撐腰，後果勢必將香港推落萬
劫不復的深淵，「和理非」自己也難逃「被
攬炒」的厄運。因此，部分「和理非」開始
遠離黑暴攬炒，甚至斷然與他們割席，這也
是「罷工罷課公投」慘淡收場的一個重要原
因。

港區國安法立法啟動以來，香港能夠加
快張揚正氣，也與特區政府有擔當、敢作為
密切相關。特首林鄭月娥一再強調，有關立
法合法合憲、合情合理，不容置疑，不容許
外國政府挑戰，並呼籲以妖魔化、污名化港
區國安法的人要停手，否則是與民為敵；政

府高官嚴厲譴責反對國安法的「罷工罷課公
投 」，指出所謂「公投」既無憲制基礎，
亦無法律效力，表明政府對這些活動絕不會
視若無睹；政制和內地事務局、民政事務
局、公務員事務局、教育局在很多重大原則
問題上，立場清晰，態度鮮明、反應迅速，
對各種反港區國安法的劣行和違法亂象，及
時警告、制止，讓有關人等和社會知道底線
所在、知所行止。特區政府團結一致、迎難
而上，起到振奮民心的表率效果。

形勢向好，任重道遠。港區國安法草案明
確指出絕大多數違反國安法的案件由香港特
區管轄，相關案件由本港警方執法，律政司
檢控，法庭審理，只有出現香港「管不了」
「管不好」的「特定情形」，中央才會實施
必要管轄。有關安排充分體現由香港承擔維
護國安主體責任的立法原則，顯示中央對香
港的高度信任和倚重。受信任就要履行好責
任，特區政府、執法部門、司法部門，必須
迅速行動起來，按照港區國安法的各項要
求，加快從組織機構、執法力量、人力財力
物力等各個方面，進行落實執行港區國安法
的準備、籌備工作，確保可以用足、用好港
區國安法賦予的各項權力，防範、制止、懲
治一切衝擊國家安全的行為。

國安法撥亂反正效應已初現 香港落實主要責任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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