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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第二季GDP按年跌9%
全年經濟增長預測下修往-6%至-8% 復甦速度看疫情能否受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鄭泳舜：政府下周公布第二輪保就業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分別在巴西進口
急凍雞翼表面及厄瓜多爾進口南美白蝦
包裝盒上檢出新冠病毒，令人關注食品
安全。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

栢良昨早在電台節目表示，巴西及歐洲
等地都有肉食處理廠出現大型群組爆
發，可能污染肉食表面，建議香港食物

安全中心定期在網上公布，抽驗了多少
輸入食品和相關來源地等，並認為數據
越多，市民就越放心。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

曾祈殷則在電台節目上建議，特區政
府應加強追查食品的原產地，並設恒
常化機制抽查冷凍食品，保障公眾健
康。

專家倡公布抽驗輸入食品數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新冠病毒疫情令旅遊業陷於停
頓，香港旅遊發展局昨日公布，
7月份初步訪港旅客數字只有約
20,600人次，平均每日約660人
次，整體按年下跌99.6%。旅發
局主席彭耀佳表示，該局正與特
區政府及業界合作，積極籌備
「Open House Hong Kong」促
銷宣傳計劃，希望透過不同的精
彩體驗與優惠，歡迎旅客回來。

首七個月按年跌九成
初步數字顯示，7 月份的

20,600訪港旅客人次，當中內地
客 佔 5,709 人 次 ， 跌 幅 達
99.9%。若以今年首七個月計
算，整體訪港旅客約353.7萬人
次，按年跌91.2%，其中內地客
佔 268.7 萬 人 次 ， 跌 幅 達
91.5%。
環球疫情雖然仍反覆，但彭耀

佳表示，旅發局一直積極與客源市場的業界
保持緊密溝通，包括自今年3月份以來，已
舉行近90場業界網上會議，約有一萬名內
地及海外的業界參與。
旅發局並邀請本地旅行社、航空公司、酒

店及景點等代表參與分享，希望讓不同客源
市場的業界對本港疫情發展、防疫工作、旅
發局推動旅遊復甦策略及為旅遊、會展業提
供的支援，有更具體的了解。
另外，旅發局本月起會繼續舉行至少45

場網上業界會議，預計將有4,500名業界參
與。彭耀佳指出，旅發局亦正與香港特區政
府及業界合作，積極籌備「Open House
Hong Kong」促銷宣傳計劃，希望透過不同
的精彩體驗與優惠，歡迎旅客回來。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暑假原是運

動及興趣班旺季，但政府因第三波疫情影響
而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更
關閉所有轄下場地。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
總會調查發現，75.9%教練7月至8月收入
按年大跌超過75%， 45.5%更是零收入，故
要求政府放寬健身中心及運動設施封閉限
制，讓業界有限度營業，並希望新一輪「防
疫抗疫基金」有更多支援業界措施。
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訪問 437名會

員，逾半數受訪者表示已面對財政困難，
而逾六成教練已失業或開工不足超過三個
月，業界期望政府即時增加緊急康體運動
業界援助金，提供1萬元即時支援，並盡
快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資助健
身行業及體育設施經營者一半租金和提供
薪金補貼，並對已失業或被迫停工的教練
提供最少三個月特別生活援助金，每月金
額不多於1.4萬元。

逾七成教練未獲補貼
政府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曾為註冊

體育教練提供一次性補助，但總會指出，
75.9%申請教練最終未獲批出補貼，期望政
府推出第三輪基金時可豁免部分要求，避
免不公平及資歷爭議，只用第三方及認可
的工作證明為審評守則，並設上訴機制，
令更多從業員受惠。
總會認為，網球、跑步、單車及高爾夫

球等在露天及空氣流通戶外場地進行的體
育訓練及活動，傳播病毒風險較低，即使
在室內活動，若沒有身體接觸，參與者又
能遵守防疫措施，相信風險不會較食肆
高，承諾業界遵守防疫規定，期望政府放
寬限制，允許業界有限度營業。
另外，香港酒吧業協會副主席錢雋永表

示，向400多名酒吧東主了解最新意向，
大比數酒吧會員回覆認為第三波疫情未穩
定，若現在「鬆綁」讓業界復業，不但未
能幫助業界生意，還會令疫情加速惡化，
酒吧業未來更復業無期，希望政府盡快推
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協助業界交
租，並希望政府立例要全港業主在酒吧停
業期間象徵式收租，令酒吧業得以生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疫情持
續嚴峻，民生經濟受到正面衝擊。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昨日與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羅致光會面。他會後引述對方透露，特
區政府將於下周公布第二輪保就業計劃的
詳情，並期望在本月底推行。鄭泳舜則在
會上向羅致光提出盡快推出第三輪防疫抗
疫基金，調低在職家庭津貼的申領門檻，
令開工不足的僱員也可以受惠。

為就業長者提供津貼
鄭泳舜在與羅致光會面後表示，針對社

會關注一批未能受惠於過去兩輪保就業計
劃的自僱人士，他向對方反映有部分65歲
以上的就業人士和自僱人士未能在第一輪
申請中受惠，希望在第二輪計劃中能夠將
年長僱員包括在計劃內，並引述羅致光表
示，政府將於下周公布的第二輪保就業計
劃中，同時推出特別優化措施，以專門為
65歲或以上暫停了強積金供款的就業長者
提供津貼。
同時，目前有為數約十萬人合資格領取

自僱人士津貼沒有遞交申請，政府擬於短
期內再次開放，錯過了上次申請期的合資
格自僱人士可再獲申請機會。
鄭泳舜即時要求羅致光重新考慮早前被

拒的十多萬個自僱人士申請，以較寬鬆方
法處理。羅致光則回應說，會再接受他們
的申請。
針對較早前有傳媒揭露，有不良僱主懷

疑已領取津貼後解僱僱員，令公司出現
「零僱員」情況，部分公司懷疑領取保就
業津貼後已結業。鄭泳舜引述局方表示，
涉及「零僱員」公司逾200宗，主要涉及
小規模公司，同時收到一些投訴個案，有

小組現正進行嚴肅跟進，如僱員人數減
少，會按機制追回款項；如發現有欺詐，
一經確定會交由執法部門跟進。

促免審查津貼失業者
由於疫情持續，本港失業情況未有顯

著改善，鄭泳舜要求政府繼續完善措
施，包括優化在職家庭津貼計劃，設立
每月「64至 144小時總工時層級」，支

援那些開工不足或被迫減薪僱員；設立
毋須資產審查的「逆境失業援助金」，
為失業人士提供為期不少於3個月應急
津貼，長遠應仿效海外地方研究設立失
業保障制度；推出補貼計劃，鼓勵僱主
聘請失業人士或完成僱員再培訓課程的
學員；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並連
同第二輪基金措施，開創6萬個公私營
有時限的職位等。

康體教練冀放寬封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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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經濟顧問歐錫熊在記者會上表示，在
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嚴重打擊及環球經

濟陷入深度衰退的大環境下，香港第二季經
濟表現依然疲弱。由於疫情在五六月期間大
致受控，消費氣氛及經濟情緒稍有緩和，加
上內地在第二季經濟迅速反彈，紓緩本地貨
物出口的下行壓力，因此第二季本港經濟出
現回穩跡象，生產總值較上年同期實質下跌
9%。若經季節性調整，與第一季相比，香港
經濟在第二季按季輕微收縮0.1%。
儘管環球經濟衰退，整體貨物出口的實質

按年跌幅在第二季明顯收窄至2.4%，主要
反映內地的生產活動及其他經濟活動迅速恢

復。服務輸出按年實質進一步急跌46.1%，
是有記錄以來最大的跌幅，原因是訪港旅遊
業在廣泛的旅遊限制措施下冰封，以及跨境
運輸和商業服務大減。

投資開支急挫兩成
在內部需求方面，私人消費開支在第二季

按年錄得歷來最大的14.2%實質跌幅，反映
疫情的威脅和社交距離的要求在整個季度嚴
重干擾本地消費活動，以及外訪旅遊業因嚴
格的旅遊限制而陷入停頓。勞工市場情況急
劇惡化亦打擊消費情緒。在不利的營商環境
和疲弱的私人建造活動下，整體投資開支按

年繼續實質急挫21.4%。

失業率急升至6.2%
勞工市場在第二季繼續惡化，失業率經季

節調整後急升至6.2%，是逾十五年來的最高
水平。就業不足率亦顯著上升至3.7%，為接
近十七年來的高位。總就業人數較一年前顯
著減少。然而，隨着本地疫情在5月及6月減
退，勞工市場在臨近季末時有趨於穩定的跡
象。「保就業」計劃亦提供緩衝作用。
歐錫熊表示，本港短期經濟前景仍然有高

度的不確定性，在有效疫苗或療法被廣泛應
用前，新冠疫情的威脅將繼續困擾環球經濟

前景。中美關係和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也增添
不確定性。
他認為，第三波疫情令政府收緊社交距離

措施，加上勞工市場情況嚴峻，將嚴重打擊
私人消費。往後復甦的力度及速度，很大程
度上取決於本地疫情能否盡快受控：「若目
前這一波本地疫情能在短時間內受控，而外
圍環境亦無進一步急劇惡化，第三季經濟按
季表現可能與第二季相若。」
被問及香港會否出現通縮，歐錫熊說，第

二季基本通脹率為1.8%，預計之後會繼續
緩和，雖然或有機會出現通縮，但目前而言
通縮的風險不大。

對美國向香港實施的制裁措施，例如要求
香港製造並出口到當地的商品，必須改用
「中國製造」標籤，歐錫熊認為，有關要求
屬無理，但影響很小。因香港產品去年輸往
美國的貨值，只有39億港元，佔本港整體
出口0.1%，對整體本港經濟影響微不足
道，而美國限制敏感科技出口方面，對本港
的影響也很小。
歐錫熊表示，過去十多二十年，環球經濟

格局重心由西方轉至東方，內地經濟增長遠
超很多經濟體，相信有關趨勢會持續，香港
作為中國一個重要的金融商業中心，會有很
多機遇。

今去年GDP表現撮要（按年變幅）
項目 今年次季 今年首季 去年次季

◆本地生產總值 -9% -9.1% +0.4%

◆私人消費開支 -14.2% -10.6% +1.3%

◆政府消費開支 +9.8% +8.8% +3.9%

◆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21.4% -15.8% -11.6%

◆貨品出口總額 -2.4% -9.7% -5.3%

◆貨品進口總額 -7.1% -11.1% -6.7%

◆服務輸出 -46.1% -37.4% -1.3%

◆服務輸入 -42.9% -24.5% +1.8%

政府對全年GDP增長預測：

今年4月︰-4%至-7% 現時︰-6%至-8%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政府經濟顧問歐錫熊（中）公布本港第二季GDP表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程敏 攝

■ 鄭泳舜提出調低在職家庭津貼的申領門檻，令開工不足的僱
員也可以受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鄭泳舜與羅致光會面，要求盡快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
受訪者供圖

■ 今年訪港旅客大減。去年人潮湧動的廣
東道（下），今年客流稀少（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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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繼續嚴重衝擊本港經濟，特區政

府昨日公布，香港經濟在今年第二季仍然十分疲

弱，實質本地生產總值（GDP）在上一季錄得

9.1%的紀錄按年跌幅後，在第二季再顯著下跌

9%，按季則微跌0.1%。鑑於疫情威脅未解除及

中美關係持續緊張等不確定性，政府昨將全年經

濟增長預測，由4月底時宣布的-4%至-7%，向

下修訂至今輪覆檢的-6%至-8%。政府經濟顧問

表示，美國對香港實施的制裁措施對香港經濟帶

來的影響很小，而往後復甦的力度及速度，很大

程度上取決於本地疫情能否盡快受控。

香港文匯報訊 醫學會、公共醫療醫
生協會等多個組織昨日發表聯合聲明，
要求將新冠肺炎列為職業病。
聲明指出，本港已有數名醫護人員

及專職醫療人員分別在醫院及護老院
感染病毒，而有研究顯示，醫院醫護
人員感染風險較一般人高24倍，護老

院醫護人員的風險亦較一般人高16
倍，雖無人能確認每宗個案都是從工
作中感染，但醫護照顧病人會增加染
病機會。
新冠肺炎列為職業病，可加強保障

醫護人員毋須因工染疫後，仍要經過諸
多調查才獲得適當治療和賠償。

醫護促新冠列職業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