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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就業」計劃秘書處昨日公布

第四批已領取工資補貼的僱主名

單，當中單是國泰航空已領取逾

4.58億元補貼，承諾受薪僱員人數

多達17,703人，一躍成為至今已公

布四批名單中涉及人數與補貼金之

冠；若連同旗下飲食、服務等公司

和港龍及其他與主業務相關的子公

司，國泰於第四批名單中合共取得

至少約6.8億元補助。「保就業」計

劃秘書處亦已於昨日開始向第五批

成功申請的僱主發放工資補貼，至

今累計已有五批合共約11萬名僱主

領取工資補貼，涵蓋約 130 萬僱

員，涉及約295億元工資補貼。

■香港文匯報記者費小燁

第四批「保就業」領逾億津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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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航空本身獲4.58億，涉及約1.77萬名員工

資料來源：「保就業」計劃秘書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公司名稱

國泰航空及附
屬公司

九龍巴士(一九
三三)有限公司

啟勝管理服務
有限公司

仲量聯行物業
管理有限公司

中國海外建築
有限公司

今年6月至8月
工資補貼金額(元)

6.83億

3.24億

1.36億

1.18億

1億

承諾受薪
僱員人數

25,727*

12,590

5,780

4,804

3,750政府早前已公布的首三批已領取「保就
業」工資補貼名單，當中以中原地產

獲批1.15億元最多，但昨日公布的第四批名
單當中，國泰航空及九巴等四間公司的補貼
金額均較中原為高。政府發言人表示，第四
批名單涉及約1.1萬名僱主，工資補貼額合
共約62.7億元（今年6月至8月份），承諾
受薪僱員人數約27萬。
第四批名單當中，國泰航空領取逾4.58億

元補貼，承諾受薪僱員人數達17,703人，而
九巴則領取逾3.24億元補貼，承諾受薪僱員
人數12,590人，成為第二家取得最多補貼的
企業；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則領取逾1.36
億元補貼，承諾受薪僱員人數5,780人；仲
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領取逾1.18億元補
貼，承諾受薪僱員人數4,804人，上述四間
公司的補貼金額，均較首三批名單的任何一
間公司為高。

港龍航空領逾6900萬元

名單當中，國泰航空飲食服務（香港）有
限公司及國泰航空服務公司，亦分別領取逾
4,387萬元及逾1,731萬元補貼，合共承諾受
薪僱員人數為2,236人，即國泰航空至少領
取約5.2億元補貼。
另外，為國泰航空附屬公司的港龍航空亦

領取逾6,900萬元，承諾受薪僱員人數2,581
人，加上國泰與港龍合資經營的香港機場地
勤服務有限公司，以及國泰附屬的亞洲萬里

通有限公司等，國泰合共領取至少約6.8億
元補貼金額。

第五批涉款41億開始發放
政府發言人表示，「保就業」計劃秘書處
自上月22日起至今，已公布四批約10萬名
領取工資補貼的僱主名單及相關資料。秘書
處亦已於昨日開始向第五批約9,000名成功
申請的僱主發放工資補貼，涉及的補貼額約
41億元，承諾受薪僱員人數約19萬。總計
至今已有五批合共約11萬名僱主領取工資

補貼，涵蓋約130萬僱員，涉及約295億元
工資補貼。
秘書處正處理第六批工資補貼的最後審批

工作，完成有關工作後會盡快公布相關資
料。
發言人重申，「保就業」計劃下設有適

當的監察及審核機制，「保就業」計劃秘書
處及其代理人至今已抽查約180間僱主機
構，有關工作仍繼續進行。發言人鼓勵若僱
員和公眾發現有僱主濫用或違反計劃條件，
應向計劃秘書處舉報。

截至本月13日為止，秘書處共收到115宗
舉報，個案主要涉及無理減少員工人數或辭
退員工、不適時發放工資或減薪及疑似公司
倒閉或轉換經營者，秘書處及代理人正積極
跟進個案，完成調查後會通知舉報人有關結
果。秘書處至今分別向勞工處及海關轉介了
17宗及一宗舉報或投訴個案。
此外，秘書處昨天日向第五批約2,000名

自僱人士發放7,500元的一次過資助，涉及
1,500萬元。五批合共約8.6萬名自僱人士已
先後領取一次過資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新
冠疫情及攬炒派擾亂立法會，拖垮
本港的經濟和民生。工聯會昨日發
表香港最新就業狀況及求職信心指
數的調查結果，指出七成受訪者的
工作受到經濟轉差影響，逾四成受
訪者正處於失業狀況，因此建議特
區政府設立失業援助金等紓困措
施，減輕市民經濟負擔。
工聯會本月3日至13日期間透過
問卷，訪問1,011名市民有關就業的
狀況。調查結果顯示，七成受訪者
工作受到經濟轉差影響，當中14%
遭到裁員、21%需停工、20%放無薪
假，另有14%被減薪或只獲發放底
薪。
收入方面，11%受訪者收入減少一
兩成、17%收入減少三四成、12%則
減少五成或以上，有35%受訪者更
完全沒有收入。另外，有6%受訪者

失業一個月以下、13%失業一個月至
三個月，同樣有13%受訪者失業四
個月至六個月，9%更失業達半年以
上，而78%受訪者沒有信心在三個
月內找到全職工作。
今屆立法會踏入尾聲，調查也包

括市民對立法會的評價。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麥美娟指出，調查顯示，
25%受訪者認為政治凌駕民生，另有
25%指拉布拖垮施政，而23%認為立
法會只有破壞沒有建設，反映不少
市民期望議會不應以政治掛帥，應
以民生為首要考慮。

郭偉強：飲食旅遊零售重災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引述各

工會匯報指出，本港失業問題較突
出，尤以飲食、旅遊、零售為重災
區，部分行業的就業很視乎議會表
現，他認為現時政治氣氛已超出香

港可承受範圍，若議會政治味道更
濃厚，將拖慢經濟復甦，並預期失
業情況持續，「如果見咁差仲攬
炒，咁就好大件事！」

勞顧會勞方代表鄧家彪建議政府
設失業援助金，取消在職家庭津貼
的工作時數上限，以及公屋免租3個
月。

78%人憂三個月內找不到全職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亂港四人幫」
頭目黎智英所屬的壹傳媒，近年
財務惡化消息不斷，已連續四年
虧損難止血，其間壹傳媒集團與
壹傳媒前主席黎智英多次拋售台
灣資產套現。
據報道，台灣長虹建設公司購

買新北市一處土地及建築物，涉
資61.39億元新台幣（約15.7億港
元），這筆土地背後賣家為壹傳
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投資公司所

有。
據香港中通社報道，在台灣上

市的長虹13日公告，買進新北
市土城區大安段土地及建築物，
土地面積約9,524.67坪，建築面
積共計9,479.09坪，合計折算超
過6萬平方米。長虹公司指出，
未來將興建辦公大樓，出售或出
租。
報道指，這筆交易的對象為港

商查德威公司、盛至公司。根據

台灣「經濟部」商業司網站，兩
家公司負責人都是周瑞國。不
過，這兩家公司都是黎智英轉投
資的公司。
他於 2008 年以公司名義買

下，當時買進成本高達20億元
新台幣。
近幾年，黎智英積極變賣台灣

的不動產，包括以約14億元新
台幣賣掉內湖土地給長虹建設，
壹傳媒內湖總部大樓以17.94億
元新台幣賣給台灣人壽，壹電視
大樓以14.5億元新台幣賣給中電
開發公司。

肥黎變賣台資產救亡 涉資15.7億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會計師就業市場一向穩定，
但仍受疫情波及。「會計界愛心
同盟」執行主席林智遠昨日與傳
媒茶敘時表示，他早前發起的
「保就業、創職位」計劃已獲多
間會計師行響應，成功提供逾百
個空缺，惟他慨嘆業界近年發展
停滯不前，議會相關代表不但
「食老本、白𢭃糧」，更利用香
港國安法「製造恐懼」，企圖阻
撓同業往來兩地工作和發展，故
他正認真考慮參選立法會會計
界，為業界爭取權益。
會計師向來是典型中產職業，

但林智遠坦言，同業權益仍有很
大改善空間，「十幾年前嘅工時
同𠵱 家一樣咁長，但人工就冇乜
升幅」、「有人雖然代表業界，
但佢喺一個位置咁耐都係睇吓形
勢，冇實際成果。」
他指出，多年來一直有非會計

師或非執業單位的個別人士及公
司，使用具誤導性的稱謂開業，
即以「會計公司」的名稱裝成正
式的「會計師公司」，威脅持牌
同業的生存空間，雖然現任會計
界議員梁繼昌曾動議修改相關法
例，惟梁在處理議案時卻突然缺
席，令修訂不了了之。
談到行業前景，林智遠認為內
地核數工作需求大，惟近日議會

有人故意抹黑香港國安法，恐嚇
往返兩地工作的香港會計師。他
強調，不少香港會計師在回歸前
來回兩地工作，「內地的國安法
較香港的更嚴厲，但同業有其專
業操守，多年來無人被捕可見國
安法不影響同業的工作和生
活。」
面對疫情，林智遠早於今年1

月參與訂購、籌募和捐贈抗疫物
資的工作，希望盡力幫助弱勢社
群，他現時亦正和各會計師行協
調，希望集腋成裘，盡量為應屆
畢業生提供就業機會。

林智遠考慮參選
為會計界爭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警
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針對
黑暴「屠龍小隊」的軍火供應鏈展
開調查，今年1月在沙田廣源邨一
單位搜出一支手槍和92發子彈等，
27歲維修技工被控無牌管有槍械及
彈藥罪，他還柙至昨日再於沙田裁
判法院應訊。控方在庭上加控被告
六項控罪，並以控罪嚴重為由反對
他擔保。裁判官李志豪最終接納控
方申請，拒絕被告擔保，將案件押
後至9月9日再訊。
男被告陳玉龍（27歲），報稱任

職維修技工。他原被控一項無牌管
有槍械或彈藥罪，指今年1月17日
在沙田廣源邨廣松樓一單位內無牌
管有一把手槍、四個彈匣及92發子
彈。
控方昨新增的六項控罪包括管有

違禁武器、沒有展示有效車輛牌照
等，指被告同日同地管有彈簧刀、
被告的三輛電單車疑掛上假車牌
等。
控方庭上透露，化驗報告顯示涉

案的是真子彈，而被告涉嫌是組織
「屠龍小隊」成員，案件控罪嚴
重，警方需時調查被告手機和有關
「屠龍行動」的資訊，反對被告擔
保。
辯方律師則指，控方有責任證

明有實質風險，質疑被告招認的
自願性，又指被告沒有刑事記
錄，是家中的經濟支柱，潛逃風
險低。被告由今年1月被捕後一直
還柙至今，其母親和沙田區議員
廖柏康願為他作人事擔保，亦願
意遵守嚴苛的保釋條款，冀法庭
批准他擔保外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
名知專設計學院男學生，去年6月
12日示威前一晚，在上環信德中
心外被警員搜出三支經改裝連接打
火機的噴霧罐，被告早前經審訊後
裁定一項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
器罪成，昨在東區裁判法院量刑。
裁判官鄭紀航形容涉案工具花工夫
經過改裝，火燄可長達1.5米，傷
害力大，相信被告是有部署使用，
故以12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考
慮到被告無案底，以及師長和家人
求情，決定下調刑期至即時入獄
10個月。
男被告馬子樂（21歲），被控
去年6月11日在上環信德中心地下
7-11便利店附近，攜有一支噴漆、
一支滅蟲劑及一支定型噴霧，而每
支噴霧罐上都被膠紙附貼一個打火

機。
上月30日對被告的裁決指，涉

案噴霧罐在按下噴嘴時，能持續噴
出遠達1.5米的火焰，若用以傷害
他人，除非對方有對等武器，否則
必定「無法匹敵」。此外法庭亦不
接納被告供稱該些噴霧罐是用以
「燒嘢食」，認為不可抗拒的推論
是被告管有涉案噴霧罐用作傷人，
而噴霧罐的噴嘴上有被告食指指
模，故此裁定他一項在公眾地方管
有攻擊性武器罪成。

涉家藏一槍92子彈「屠龍」技工加控六罪 知專生藏噴「火」罐囚10個月

■當日檢獲噴霧罐。 資料圖片

■工聯會每月進行就業狀況問卷調查，以了解本港失業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黎智英出售台灣物業套現約15.7億港元。
資料圖片

■林智遠慨嘆業界近年發展停滯
不前，工時工資等權益逾十年都
無明顯改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保就業第四批名單公布，國泰航空及附屬公司獲逾6億元補貼。 資料圖片

國泰袋6.8億「保就業」補貼
四批僱主名單中居首 承諾受薪員工數達17703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大公報》一名記者日
前向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作出正常的採訪查
詢，卻被黃之鋒將電話號碼公開，令該名記者近日受到
多番滋擾。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昨日發出嚴正聲明，強
烈譴責黃之鋒身為公眾人物，不僅不尊重公眾知情權，
而且故意洩露他人私隱、鼓動對記者進行網絡圍攻，要
求警方依法查處，捍衛新聞自由，維護和保障新聞工作
者的合法權益。
《大公報》一名記者日前向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

鋒作出正常的採訪查詢，向黃之鋒查詢維基百科其出生地
一欄寫為「英屬香港」的問題，黃之鋒不僅未有隻字回
應，更於facebook發帖公開該名記者的全名及手提電話號
碼，更提供該名記者的WhatsApp超連結，叫網民「幫手
直接答佢（記者）」。
新聞聯在聲明中批評，黃之鋒不僅不回覆記者提問，反

而將記者姓名、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公開發放，煽動其支
持者對記者實施滋擾，致使記者遭受網絡欺凌，對黃之鋒
身為公眾人物，不僅不尊重公眾知情權，而且故意洩露他
人私隱、鼓動對記者進行網絡圍攻的行為予以強烈譴責，
並要求警方依法查處，捍衛新聞自由，維護和保障新聞工
作者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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