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為紓緩低收入住戶的經濟壓力，扶貧委員會轄下關愛基金昨日宣布推出兩輪「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

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俗稱「N無津貼」），合資格住戶按人數每輪可獲發一次過4,500元（一人住戶）至

15,500元（五人或以上住戶）不等的生活津貼，其中一人住戶可於本周四（7月2日）起率先申請首輪津貼，約

兩個月後發放。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羅致光指出，已就2020年的首輪項目預留了約11.18億元，料有逾10.5

萬個住戶、合共約27.2萬人受惠，但未計及疫情下的影響，故實際申領人數或會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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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N無」生津料惠27萬人
一人住戶周四率先申請 五人或以上可獲15500元

中企協嘉許傑出義工：共建和諧友愛香港

獲補貼十大僱主
排名 僱主名稱 工資補貼金額 承諾受薪僱員 平均每名僱員

（6月至8月 )（港元） 人數 補貼額（港元）

1 養和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85,947,474 3,238 8,847.79

2 I.T APPARELS LIMITED 47,106,591 1,809 8,680.04

3 六福集團有限公司 43,667,991 1,493 9,749.5

4 祖遇唐控股有限公司 42,714,591 1,983 7,180.13

5 城市護衛有限公司 39,438,420 1,706 7,705.83

6 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 32,747,166 1,248 8,746.57

7 GHK HOSPITAL LIMITED 31,093,155 1,151 9,004.68

（港怡醫院）

8 新翔(香港)有限公司 28,645,371 1,159 8,238.53

9 SING TAO MANAGEMENT 25,420,149 993 8,533.11

SERVICES LIMITED

10 IFC DEVELOPMENT 25,273,995 923 9,127.48
(HOTEL) LIMITED

註：「保就業」計劃下首兩批獲補貼僱主合併計前十名

資料來源：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N無津貼」申請一覽
住戶人數 每月入息 每月租金上限 津貼金額 接受申請日期

限額(元) (元)(如適用)

1 15,100 7,550 4,500 7月2日起

2 22,000 11,000 9,000 8月3日起

3 26,800 13,400 12,500 9月1日起

4 33,500 16,750 14,500 10月5日起

5 36,900 18,450 15,500 10月5日起

6或以上 40,800 20,400 15,500 10月5日起

*註：申請期將於11月30日結束

資料來源：關愛基金秘書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關愛基金是繼2013年、2015年及2016
年後，再次推出「非公屋、非綜援的

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受惠
住戶須以月租（或更長租期）形式租住私
人樓宇、工業大廈、商業大廈或由非政府
機構營辦的社會房屋；或租住民政事務總
署轄下的「單身人士宿舍計劃」宿位或由
非政府機構提供予更生人士的宿舍宿位；
或居住於臨時房屋、船艇或是無家者。
所有申請住戶提交申請時過去三個月平
均每月入息須不超過指定限額（見表），
且並無領取綜援及沒有在香港擁有任何物
業。如租住私人樓宇、工業大廈、商業大
廈或社會房屋，申請住戶過去三個月平均
每月租金亦不能超過指定上限。津貼金額
則按住戶人數由4,500元至15,500元不等。

計家庭月入中位數方式有變
是次項目由關愛基金秘書處負責推行，
並由216個非政府機構營辦的服務單位負

責接受及初步處理申請。羅致光昨日於記
者會上指出，是次項目的津貼金額較2016
年增加，是考慮到通脹因素；而入息限額
大幅提升，主要是今次與在職家庭津貼等
其他政策看齊，以「從事經濟活動的家庭
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計算，而非過去以
所有家庭的每月入息中位數釐定。

親身或郵寄 不設網上申請
他承認，由於受惠人數是根據統計處去

年的家庭入息估算，隨着疫情令經濟下
行，實際申請人數可能較預期多，如有需
要會再向扶貧委員會申請更多款項，但重
申政府無意將「N無津貼」恒常化。他續
說，不設網上申請是基於申請人主要為基
層與長者，如交表時資料不齊全，反而需
要更多時間處理及發放津貼。
由於預計受惠住戶數目眾多，秘書處將

由本周四起分階段接受2020年項目的申
請，至今年11月30日止。申請住戶可選擇

親身或以郵寄方式將申請表連同所需文件
副本交到服務單位申請，秘書處及服務單
位會審核每份申請，並會抽查部分申請進
行家訪或入息審查。
審批申請後，秘書處會向申請人發出申

請結果通知信，並會向合資格的住戶發放
津貼，住戶可選擇以銀行轉賬方式，或以
抬頭支票方式到相關服務單位領取津貼。

明年1月續推 毋須再申請
羅致光表示，基金將於明年1月推出
2021年項目，受惠對象、資格和津貼金額
均與2020年項目相同。秘書處會於明年1
月底起向受惠於2020年項目的住戶發信，
合資格住戶於指定的日期回覆秘書處便可
獲發津貼，毋須再次申請，新申請者則可
於明年1至5月提交申請。
羅致光表示，基金已就2021年項目撥款約
14.47億元，預計逾13.7萬戶、合共約35萬
人受惠，而兩輪合計約需1.7億元行政費。

「「黃店黃店」」話攬炒話攬炒 政府補貼照袋政府補貼照袋
「保就業」次批僱主出爐 網民批「黃色經濟圈」見錢眼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保就業」計
劃第二批已領取工資補貼的僱主名單昨日出
爐，涉及33,679名僱主，當中98%為中小微
企，涉及工資補貼額約65億元，有關僱主需
承諾於補貼期內維持逾28萬個職位。在此輪
資助中獲得最多補貼的是六福集團有限公
司，資助額約4,367萬元，承諾受薪僱員人
數為1,493人。除陷入經濟困境的公司需申
請補助，之前口口聲聲要「攬炒」、誣衊計
劃會套取申請機構資料的「黃店」、「黃機
構」包括控制《100 毛》和《毛記電視》的
「黑紙有限公司」，以及香港外國記者會
（FCC）也申請資助。有網民批評「黃店」
見錢開眼，說一套做一套。
繼首批領取工資補貼僱主名單於上周公

布後，「保就業」計劃秘書處昨日公布第
二批僱主名單，涉及33,679名僱主，當中
98%為聘用不足50名僱員的中小微企。秘
書處亦於上周五起向第三批共30,016名成
功申請僱主發放工資補貼，涉及補貼額約
77億元，承諾受薪僱員人數約335,000人，
有關名單會在完成發放補貼後公布。

六福集團領4367萬元居首
在最新一輪資助中獲得最多補貼的是屬

於零售業的六福集團，涉及資助額4,367萬
元，承諾受薪僱員人數為1,493人，但資助
額仍落後於首輪獲最多資助的養和醫療集
團及I.T APPARELS。今輪亦有不少飲食業
申請，經營唐記包點的祖遇唐控股，獲發
4,271萬元資助，涉及員工1,983人；獲發
3,944萬元資助的城市護衛有限公司則涉及
1,706名員工。
但正所謂「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
攬炒派鼓吹所謂的「黃色經濟圈」，不時高
調反對政府，並散播仇警言論，更誣衊該計
劃會套取申請機構資料，可是有困難時卻需
要政府幫助，在獲得政府資助的僱主名單
中，不乏「黃店」、「黃機構」的身影。
控制《100 毛》和《毛記電視》的「黑紙
有限公司」獲266萬元資助，報稱聘用102
名僱員；經常與政府唱反調，並曾邀請「獨
人」演講的香港外國記者會（FCC），為經
營場地的餐飲業務申請「保就業」計劃，報

稱僱員人數104人，獲發279 萬元。

首輪計劃亦有「黃店」獲批
今次非首次有「黃店」申請計劃，曾參
與罷市，揚言寧願損失營業額也要參與反
修例的「黃店」阿布泰 (香港) 有限公司，
在首輪計劃已獲得138萬元補貼，涉及65
名員工；致力搞分化的極黃「渣哥」，以
大渣哥有限公司名義申請，獲得47萬元補
貼，涉及22名僱員。
此外，早前在荃灣店內設置兩米高所謂

「香港民主女神像」的連鎖童裝店
CHICKEEDUCK，也申請了131.7萬元補
助，承諾受薪僱員人數為89人。至於經常
發布不利政府調查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獲
得66萬元資助，涉及83名員工。
對於這些愛抹黑政府的公司也申請資助，

有網民批評他們講一套做一套、見錢開眼，
認為他們既然「咁仇恨香港、仇恨政府，申
請嚟做乜？」有網民質疑「因為貪錢囉！」
也有網民直言：「他們既然如此有骨氣，就
不應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保就業」
計劃原定每名員工的補貼額上限為9,000
元，但在昨日公布的第二批已領取工資補
貼僱主名單中，有1,229間公司的員工補貼
額超過9,000元上限，當中有438間公司平
均每月每名員工可領取逾萬元津貼，最多
達12,600元，比9,000元上限高出40%。
根據名單，281,281名打工仔平均每月可
獲補貼金額為7,752元，但有1,229間公司
的補貼金額人均超過9,000元的上限，包括

有438間公司平均每月每名員工領取一萬元
或以上津貼，當中三間公司的人均補貼金
額達12,600元，比上限高40%。
雖然有逾千間公司領取的金額超逾上

限，但也有公司的員工每月領取金額僅為
上限的一半或更少，涉及79間公司，平均
聘用員工人數為一人至三人。
昨日公布的名單上除中小微企外，亦不乏

知名品牌，涵蓋飲食、旅遊業及醫院等。受
創嚴重的旅遊業有不少旅行社申請，其中東

瀛遊獲發1,189萬元，涉及僱員519人；新華
旅遊獲發667萬元，涉及員工297人。
零售業方面，除六福集團，大班麵包西
餅獲發771萬元，承諾受薪僱員299名；先
施亦獲發595萬元資助，涉及254名僱員。
醫院方面，港怡醫院獲批3,109萬元，承

諾受薪僱員1,151人；明德醫院獲批795萬
元資助，涉及僱員324人；播道醫院獲批
676萬元，涉及268名員工。
多間國際知名品牌亦獲批補貼，包括AG-

NES B.、 BROOKS BROTHERS、 CE-
LINE、 Dior、 Estée Lauder、 TORY
BURCH等。

逾千企業領款人均逾萬超上限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本月27日假浦
發銀行香港分行舉辦「2020傑出義工嘉許禮」，
以表彰中資企業義工的辛勤付出和卓越表現。

仇鴻李慧琼葉劉淑儀等主禮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仇鴻、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工聯會副理事長麥美娟、
立法會議員黃定光、中企協會義工團團長袁武、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李薊貽、經濟部副部長郭
韶偉、港島工作部副部長楊成偉、九龍工作部副
部長劉國強親臨主禮，向傑出義工金、銀、銅獎
代表頒發獎章、獎狀，共同見證和分享喜悅。

袁武在致歡迎辭時表示，過去一年來，中企協
會義工團在服務社區、「反黑暴、撐警察」、抗
擊疫情、「撐國安立法」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
作。他代表義工團向獲獎義工表示熱烈祝賀和衷
心感謝，並希望每一位中資義工繼續積極傳播正
能量，努力建設和諧、友愛、共融的香港。
李慧琼表示，中資企業貢獻巨大，極具擔當。
香港現正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因而需要國安立
法令社會恢復正常秩序。最近，很多中資義工做
出大量宣傳解釋工作，效果顯著。她希望更多的
朋友加入義工大家庭，不斷壯大愛國愛港力量。
葉劉淑儀指出，自去年修例風波以來，中資企業

義工不辭勞苦，不畏黑暴，支持警察，以求社會恢
復穩定。最近許多中企義工積極在街站派發宣傳資
料，幫助市民了解港區國安法，難能可貴。
麥美娟表示，在這個特殊時期，香港尤其需要
中資義工這股安定社會、安心群眾的力量，而這
體現了中資義工的膽識與熱情。現在，義工更多
了一層含義，就是要重建社會，重建香港。她認
為，在目前這個特殊時期，中資企業宣布「不裁
員」，有助於穩定勞動力市場，穩定香港人心。
嘉許禮儀式結束後，獲獎義工們分別前往港

島、九龍及新界的社區探訪長者，送去中資企業
和義工的慰問和關懷。 ■中企協舉辦「2020傑出義工嘉許禮」。

■扶貧委員會轄
下關愛基金專責
小組主席羅致光
在介紹項目詳
情。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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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零售業的六福集團屬於零售業的六福集團。。 中通社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