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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昨日公布「保就業」計

劃第三批領取工資補貼的僱主名單

與補貼詳情，共涵蓋三萬名僱主，

涉及本年6月至8月共77億元工資

補貼，有關僱主承諾維持的受薪僱

員人數逾33萬。然而，翻查名單後

卻發現，過去一直批評計劃的攬炒

派政黨與傳媒機構也「不甘後

人」，其中於立法會申請相關撥款

時表明反對計劃的民主黨獲批38萬

元，承諾受薪僱員人數19人；多次

批評計劃是「公帑代出糧」的壹傳

媒，旗下相關公司合共至少獲批

3,086萬元，涉及員工逾1,100人，

成為攬炒派自打嘴巴、見錢開眼又

一鐵證。

邊鬧邊申補貼 攬炒為錢自摑
鴿黨反對保就業卻袋38萬元 壹仔稱「公帑代出糧」拎逾三千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 特區政
府公布新一批領取「保就業」計劃下工
資補貼的僱主名單，涉及約三萬名僱
主，但其中有約150間獲資助公司的承
諾受薪僱員人數為零。政策創新與統籌
辦事處轄下「保就業」計劃秘書處解
釋，該批僱主疑等不及計劃推出，在今
年3月或已遣散僱員，致僱員人數為
零，他們必須重新聘請僱員，否則政府
會收回補貼。政府亦會特別留意這類僱
主，包括在有需要時進行實地視察。
在最新第三批獲發補貼的僱主當中，

有多家公司的承諾受薪僱員人數為零，
均屬小型公司，包括領取13.5萬元補貼
的時信專業服務有限公司；獲批13萬元
資助的聯向企業有限公司；取得10.8萬
元的本草唯物；獲7.65萬元的亞美信集
團有限公司；以及領取近3.96萬元的閃
光機韓式影樓有限公司等。
出現以上情況，「保就業」計劃秘

書處解釋，有約150名僱主於其「指定
月份」聘有僱員 (大部分聘用一名或兩
名僱員)，但在今年3月時已遣散僱員，
致僱員人數為零。由於這些僱主已承

諾將工資補貼全數金額，用於支付僱
員今年6月至8月的工資，故他們必須
重新聘請僱員，並將全數補貼用於支
付僱員工資及為他們作強積金供款，
否則政府會將補貼收回。
秘書處強調，協助僱主利用工資補

貼重新聘用已遣散的員工或給正放無
薪假的僱員工資，與「保就業」計劃
的原意相符。計劃代理人在處理這類
申請個案及發放工資補貼後，會特別
留意承諾受薪僱員人數為零的僱主，
包括在有需要時進行實地視察。

百五受助企零僱員 不重聘須回水

港大發現全新DNA修復網絡助抗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細胞曝露
在不同物質下，都有可能對DNA構成損
害，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近日發現一組
全新的DNA修復網絡，有助醫學界了解助
長癌症發展的因素，從而研發新的癌症治
療標靶藥物，以及制訂個人化治療方案。
相關研究結果已刊於國際權威科學期刊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
人體每日都會有數以萬計的DNA受損

傷，一旦DNA修復機制出現問題令排序改

變，人體便可能出現嚴重問題。過度暴
曬、吸煙等壞習慣更會進一步增加DNA受
損機會，若受損細胞在無法受控的情況下
不斷生長，基因會有更大機會出現突變，
引發癌症等疾病。
DNA通常是一個雙鏈的結構，港大醫學

院助理院長（創新及科技）及生物醫學學
院教授禤承恩表示，如果DNA出現「雙鏈
斷裂」將是最惡劣情況，在有關情況下，
DNA不能轉成令細胞賴以運作的蛋白。他

並指出，DNA修復過度活躍，同樣可能引
致問題，因修復未必百分百準確，可能會
用不正確的機制修復不應修復的損傷。
人體基因改變可以隨時間累積，引致不同

的疾病，故DNA修復機制對人類健康和是
否長壽有關，惟專門負責保護DNA基因編
碼區的機制至今仍有待發掘，禤承恩因而與
其團隊展開研究，最終解構一組全新DNA
修復網絡，發現稱為DYRK1B的蛋白激酶
基因與其網絡，是哺乳類動物DNA損傷反

應的新分支。禤承恩表示，如果欠缺
DYRK1B，細胞的修復損傷能力將會受損。

DYRK1B被視為代謝綜合症元兇
DYRK1B的增加與癌症病變及化療抗藥

性有關，亦被視為代謝綜合症的元兇，一
旦DNA修復過程中出現缺陷，可能會導致
高血壓和糖尿病等其他疾病。今次的研究
結果有助研製DYRK1B抑制劑，為基因組
不穩定的疾病制訂治療方案，「不僅能作
為生物標靶以輔助癌症風險評估，亦可以
作為藥物點，為個人化醫學提供嶄新的治
療選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 特區政府
正就「保就業」計劃分批向僱主機構發放
補貼，並抽查約160間僱主機構，若發現
有僱主作出虛假陳述、虛報、隱瞞或提供
虛假或誤導的文件或資料，以獲取計劃下
任何補貼，該僱主可能會被刑事檢控。
同時，截至前日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

轄下「保就業」計劃秘書處共收到38宗
舉報，秘書處及代理人正積極跟進，覆檢
有關僱主的申請資格、所獲批款項，受託
人所提供的相關強積金供款記錄，如有需
要會做現場審核。
秘書處指出，計劃設有適當監察及審

核機制。在審批申請的過程中及完成審
批後，秘書處及代理人會審視和抽查僱
主提交的資料，並到被抽查的僱主機構
作現場審核，至今已抽查約160間僱主
機構，有關工作仍繼續進行。
此外，若僱主在補貼期間任何一個月有

支薪的僱員總數，少於今年3月的僱員總
數（無論當時有否支薪），僱主須按計劃
條款向政府繳付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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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禤承恩(左三)與其團隊發現了全新的DNA修
復網絡。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 特區政府
「保就業」計劃第三批領取工資補貼的僱
主名單昨日出爐，以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
司獲批1.15億元補貼屬最多，超越養和醫
療集團成為至今取得最多資助的僱主，也
是首間獲補貼破億元的公司，中原承諾保
住 5,612 個職位；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VB）則獲8,568萬元補貼，涉及3,167
名員工。

TVB獲逾八千萬居次
「保就業」計劃秘書處於上月22日及

29日已分別公布首兩批僱主名單，第三
批僱主的名單則於昨日公布，當中以中原
地產代理獲批1.15億元補貼屬最多，金
額超越在前兩批名單中名列榜首、取得近
8,595萬元資助的養和，中原平均每名僱
員每月補貼額為6,836.7 元。其次是獲
8,568萬元補助的TVB，每名僱員每月平
均補貼額為9,018.9元。
連同中原及TVB，目前領取過千萬元

補貼的僱主有逾120間，包括周大福珠寶
金行有限公司、美聯商業管理有限公司、
莎莎化粧品有限公司、仲量聯行有限公
司、利嘉閣地產有限公司，以及冠忠巴士

集 團 旗 下 TRADE TRAVEL (HK)
LTD ，均暫時躋身獲最多補貼的十大僱
主名單內，領取補貼額由4,630萬元至
7,727萬元，承諾僱員人數由1,868人至
2,835人。
其他較具知名度的受惠公司包括港基

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
公司、雅詩蘭黛(香港)有限公司、中國移
動國際有限公司、中國聯通（香港）運營
有限公司等。

秘書處將向萬自僱者發資助
同時，「保就業」計劃秘書處昨日起

向第四批約1.1萬名成功申請的僱主發放
工資補貼，涉及的補貼額約63億元，承
諾受薪僱員人數約27萬人。秘書處會在
完成發放該批工資補貼後，公布有關僱主
名單。秘書處亦將會向第四批約一萬名自
僱人士，發放7,500元的一次過資助。
計劃秘書處及代理人會繼續處理餘下

僱主及自僱人士的申請，目標是於本月中
旬完成審批符合資格的申請。這些申請當
中，約2.3萬名僱主仍未補交銀行及強積
金戶口資料，秘書處及代理人正繼續聯絡
跟進，以盡快完成審批。

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昨日指出，「保
就業」計劃第一期於上月中截止申

請，共收到168,799名僱主及259,860份自
僱人士申請。計劃秘書處及代理人至今已審
批逾10萬宗僱主申請，佔所有僱主申請的
六成，涉及總資助額254億元，惠及僱員數
目111萬人；秘書處亦向約8.4萬名合資格
自僱人士發放一筆過7,500元資助，涉及總
資助額6.3億元。
翻查是次名單，曾在立法會會議上反對
「保就業」計劃撥款申請的民主黨亦有申
請，獲批約38萬元津貼，承諾受薪僱員人
數為19人。民主黨胡志偉曾於立法會財委
會審議有關撥款申請時表明，很多僱員未能
受惠，加上政府未有成立失業援助金，直言
是不接受，寧願投反對票。

壹傳媒率六公司申請
另外，壹傳媒及旗下《蘋果日報》過去亦
多次批評「保就業」計劃，包括稱之為「豪
擲810億元公帑代僱主出糧」及「特首林鄭
月娥使錢買民望」，又在之前公布首兩批僱
主名單時，特別指出領取津貼的公司不乏紅
色資本，至少28個屬中資背景及親建制組
織或社團獲批出共至少1,542萬元，當中以
勞聯最多，獲306萬元，並借工黨執委趙恩
來之口批評這是變相用公帑進行「蛇齋餅
糭」工作。
「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昨日公
布的僱主名單當中，壹傳媒發行有限公
司、壹傳媒管理服務有限公司、壹傳動有
限公司、蘋果日報有限公司、蘋果日報印
刷有限公司及蘋果日報慈善基金等壹傳媒
旗下公司均榜上有名，該六間公司承諾受
薪僱員人數由 7人至 744 人不等，合共
1,107人，獲批金額共逾3,086萬元，當中
以蘋果日報有限公司最多，獲批逾2,058萬
元津貼。

鴿黨街站籌款 補貼「豬籠入水」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民主黨及壹傳媒申領「保
就業」津貼證明計劃能幫助市民與企業，
但同時反映出「黨格」分裂與「報格」分
裂，「一方面鬧唔好，但唔拎(津貼)又好似
蝕底咁，例如（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講
到為美國而戰，但有事又要搵特區政府幫
手，就好像『有事報警、無事黑警』一
樣。」
他特別指出，民主黨近來每星期都進行眾
籌之餘，7月1日當天又設立17個籌款街
站，可謂「豬籠入水」，既然富裕又口說反
對「保就業計劃」就不應申請，「當然，申
請是無問題，只是又食又拎，食相唔好而
已。」

■壹傳媒申請「保就業」計劃。圖為市民到壹傳媒總部
外示威抗議黎智英資助暴動。 資料圖片

■■民主黨民主黨77月月11日設立日設立1717個籌個籌
款街站款街站，，又申請又申請「「保就業保就業」」計計
劃劃，，可謂可謂「「豬籠入水豬籠入水」，」，黎智黎智
英更到場聲援英更到場聲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 中原地產代理
有限公司

補貼： 1.15億

2 電視廣播
有限公司

補貼： 8568.9萬

3 周大福珠寶金行
有限公司

補貼： 7727.7萬

315萬人陸續收到政府派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 政府昨日表示，在上月
30日或之前經銀行以電子方式登記現金發
放計劃的合資格市民昨日開始收到款項，
首批人數約315萬，其餘人士也會在未來
一兩天陸續收到款項。

視乎有關銀行的設計，存款會在登記人
的存摺或月結單上標示「HKSARG
$10000」、「HKSARG」或「HKG」等
字樣。銀行會在三個工作天內以手機短
信、電郵或信件通知登記人款項已存入指

定賬戶。
本月1日或之後經銀行電子登記的市民

則會於登記後約一周收到款項。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前日發表網誌表示，

至當天已收到576萬名市民登記領取一萬

元，超過八成人是以電子方式經銀行登
記，預計本周將有超過400億元資金發放
到市民的賬戶。
他表示相信，派一萬元計劃對消費有

一定刺激作用，也會有外溢效應，認為
未來兩個月是「消費黃金檔期」，對刺
激本港經濟和穩住就業起重要支撐作
用。

中原地產超越養和 袋1.15億元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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