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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疫夾擊 港現通縮
7月消費物價按年跌2.3% 外出用膳價格2004年初以來首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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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7個月合併計算，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1.1%，剔除所有一次性紓困
措施影響後則升2.1%。在各類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組成項目中，上月錄得

按年跌幅包括電力、燃氣及水（跌18.6%）、住屋（跌4.8%）、衣履（跌
4.7%）、交通（跌3.7%）、耐用物品（跌3.2%）和外出用膳（跌1.1%）；錄
得升幅的則為食品（不包括外出用膳）（3.9%）、雜項物品（2.3%）、雜項
服務（0.6%）和煙酒（0.3%）。
政府發言人指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令經濟情況疲弱，上月基本消費物價
通脹率顯著緩和至0.2%，加上本地感染個案急升，飲食業經營環境嚴峻，外
出用膳價格轉為按年下跌，是2004年初以來首次，港鐵提供額外車費折扣，
也令交通費用跌幅擴大。鑑於環球和本地經濟狀況低迷，餘下時間外來和本地
價格壓力應維持輕微，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通縮風險。

會否持續 視乎疫情發展
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指出，控關措施持續，加上美國量化
寬鬆政策帶來的影響需時反映，預計未
來數月整體消費物價指數仍會繼續下
跌；星展香港經濟研究部助理副總
裁謝家曦則指出，會否持續出現
通縮則要視乎疫情發展，預期
全年通脹率為1.1%，全年
經濟會收縮7%。

去年黑暴加上新冠肺

炎疫情雙重夾擊，本港

整體物價連升三年後，

首現通縮。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7月份整體消費物價按年下跌

2.3%，是2017年2月以來首次下跌，也是2003年11月份以來

最大跌幅。政府發言人解釋，跌幅主因是政府7月代繳公營房屋

租金，及房協豁免乙類屋邨租戶三分之二租金，加上外出用膳費

用下跌和交通費跌幅擴大所致，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影

響，基本通脹率為0.2%，遠較6月份的1.2%為低，外出用膳價

格更是自2004年初以來首次錄得下跌。經濟學者預期，未來數

月整體消費物價仍有下跌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昨
日再公布第一期「保就業」計劃第八批
獲發補貼僱主名單，約7,600名僱主共
獲發約28億元工資補貼，承諾受薪僱員
人數12.5萬人。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則承
認該計劃難做到滴水不漏，但需要簡單
快捷處理，而他表明暫無計劃再推出第
三期「保就業」計劃，「如果長期所有
行業都透過政府『泵水』，我哋啲儲備
就會『乾塘』。」
最新失業率輕微回落至6.1%，羅致光
昨在電台節目上則說，食肆上月晚市禁
堂食，零售及酒店業生意差，商場人流
少，對8月失業率並不樂觀，希望「保
就業」計劃帶來幫助。不過，他指出，
企業亦要思考如何在疫情下繼續經營，
靠政府派發資金並非好方向。

若加推六個月 憂儲備耗盡
他表明政府暫無意再推第三期「保就
業」計劃，因加推多六個月，每期花
400多億元，便要多花800億元，政府儲
備很快便耗盡，「當然政府唔想要再加
推計劃，但一切都言之尚早，希望大家
唔會有呢樣嘅預期，始終大家要想辦
法。」

兩大超巿減價 有帶頭作用
第二期計劃要求兩大超市百佳及惠
康，將補貼回饋顧客及非牟利機構，羅
致光指超巿疫情下生意有不錯表現，兩
間超市要提供令政府滿意的方案才獲批
准補貼申請。對於有指這或增加兩大超

巿的巿場份
額，羅致光則
指有關安排令兩大
超巿在巿場上有帶頭
作用，令其他超巿跟隨
減價。
他指出，第一期保就業計

劃接獲300多宗有關僱主全取
津貼的投訴，當局正跟進，承認
計劃難「滴水不漏」，更形容
「幾多窿」，但需簡單及快捷，倘
直接向僱員派錢，將要處理200多
萬僱員，是僱主10倍以上，相信到
2021年底亦未能處理到。
此外，政府昨公布新一批獲發補貼

僱主名單，約7,600名僱主中，力新清
潔公司獲發最多補貼額，有近6,389萬
元，承諾受薪僱員4,171人；其次是佳
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約獲 5,714 萬
元，承諾受薪僱員2,542人；東華三
院則獲發5,082萬元，涉及2,035名
僱員。
航空業方面，中國航空、中華航空

及美國聯合航空等合資成立的中國
飛機服務有限公司獲發2,769萬
元，涉及僱員1,092人；英國航
空獲159萬元補貼，涉及60名
僱員。電訊業方面，環球全
域電訊和香港寬頻科技有
限公司各獲發約3,000
萬元補貼，分別涉
及過千員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新冠疫情持續，香港明愛中東
九龍區安老服務調查顯示，逾
半60歲以上受訪長者疫情期間
出現負面情緒，包括擔心、驚慌
及困擾。有獨居長者表示，疫情
期間不敢外出，屈在家中感到孤
獨，身體機能也變差；有長者更
自言生活無法像以往多姿多彩，
倘染疫寧願死掉。
調查訪問了1,900名60歲以上長

者，83.4%指社交生活受影響，
56.4%個人情緒受影響，當中83.9%
感擔心、27%感驚慌及26.4%有困擾。

34.3%人表示需電話慰問
香港明愛安老服務慈雲山及鑽石山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監督主任吳慧欣表示，黃大仙區
多家酒樓倒閉，且有長者避免家人探訪，但

沒有智能電話進行視訊通話，看電視成為唯
一娛樂，令孤獨感增加，而34.3%長者表示
需要電話慰問的支援。

有長者直言染疫不如「死咗去算」
黃大仙區獨居長者楊女士表示，以往會外

出飲茶、到公園與小朋友玩及和其他長者聊
天，並到社區中心參加活動，如今每日只花
15分鐘到街市買餸，唯一娛樂是看電視和聽
收音機，但收音機內容多與疫情有關，令她
感到擔憂，直言「中咗不如死咗去算」。她
並自言欠缺運動令身體變差，「以前行路好
似比賽咁走得好快，家行兩步就痛」，甚
至不能久站。
照顧兩名胞姊的廖女士則擔心家人及自己

染疫，且大家姐有認知障礙，「佢鍾意四處
亂摸嘢，然後揉眼揉鼻」，故每日要多提醒
對方，自己情緒亦變得暴躁及感壓力。
她以往會參加義工活動、健體班及打羽毛

球，但所有活動暫停，她亦失去了動力，
「家睇到新聞報道疫情數字，跌落嚟個心
就鬆啲，一見個數上升就好緊張」。
香港明愛安老服務高級督導主任崔允然建

議服務機構、地區組織、義工組織及各地區
持份者合作，推動鄰舍互助，關注長者精神
健康，且加強長者對疫情的認識，減少憂
慮。
他又建議，社福機構以更靈活方式提供服

務，如明愛向有需要長者借出平板電腦作網
上課程之用，建議政府及商業機構提供支援
如折扣等，資助長者購買智能裝置上網。

調查：逾半長者疫下現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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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因應第三波疫情爆
發，包括美容院等12類處所被勒令停業已逾5周。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
家輝昨日聯同教育局資歷架構美容及美髮業行業培訓
諮詢委員會主席楊慧君及13個美容業協會代表舉行記
者會，促請特區政府容許業界全面復工，認為業界有
做足防疫措施，亦有記錄客人資料，即使有懷疑個案
也容易追蹤。
楊慧君表示，美容院向來衞生消毒都做得十分足
夠，早於4月首次停業時已推出多項防疫措施，包括要
求員工戴眼罩、口罩、手套工作，而美容業並非爆發
第三波疫情感染群組，加上業界一直保有客戶的資
料，即使有感染個案亦能夠追蹤，期望政府能與業界
商討抗疫問題，容許美容業全面復工，又希望政府推
出第三輪抗疫基金時，可讓自由身工作的美容師及美
容業相關的企業受惠。
美容儀器及產品供應商、飛歷集團董事周偉成表

示，供應商一直被遺忘，政府推出「保就業」以外，
完全無補助，形容供應商與美容院唇寒齒亡，他們亦
凍結業務，近來無奈要求員工放無薪假，盼政府往後
補助涵蓋批發及代理。
美容師江金杏昨日在記者會泣訴，停業令她只獲發

基本薪金，收入大減七成，但仍要每月供樓及撫養女
兒，已入不敷支，形容停工令家庭「死路一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勞工界立法會議員潘兆
平、陸頌雄昨日聯同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鄧家彪、周小
松、陳耀光、梁籌庭及李國強舉行記者會，呼籲各黨派議員為
民生放下政治爭拗，善用本年度立法會會期推展及落實有利勞工
的政策，並要求特區政府要在今年立法會提交取消強積金對沖草
案、設立失業援助，並要時刻交代創造職位的進度。

陸頌雄倡設失業援助
陸頌雄表示，支持中央將全體立法會議員延任一年的決定，希望特

區政府要一改議而不決作風，善用這關鍵一年履行承諾，以推展取消
強積金對沖、設立失業援助、積極創造職位等實質措施幫打工仔，確
保支援措施不會傾斜商界，令普羅基層勞工都能受惠，否則下屆立法
會的阻力將會更大。
梁籌庭則指，不少政府招聘工作已陷於停頓，甚至有職位在2018

年已成功招聘，數百人就算已獲發聘書，至今卻仍未履新，期望特區
政府要把握疫情的紓緩跡象，盡快重啟招聘程序。

周小松籲向失業者免息貸款
周小松表示，市民在疫情下收入大減，不少更要供樓，「搵開3
萬變萬3」等情況非常普遍，建議特區政府必須研究向失業者提供
免息貸款及臨時失業援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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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顧會籲各黨派為民生棄政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本港昨日新增的
18宗確診個案，有17宗乃本地感染，當中葵青貨
櫃碼頭的宏記港務操作有限公司再多三人確診，
患者分別擔任抓結員、裝卸工人和驗櫃員，並均
曾使用員工休息室；另外旺角長興大廈2樓的外
傭宿舍及荃灣享和街張大偉僱傭中心的宿舍，則
分別各多一名印傭被送到檢疫中心後確診。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在疫情簡
報會上公布，17宗本地感染個案中有5宗不明源
頭，其餘12宗與之前確診個案有關，包括宏記港
務操作再有三名員工確診，令碼頭群組累計有71
人染疫，該三名確診男子介乎45歲至53歲，當
中一人16日發病，其餘兩人無病徵，他們同在二
號貨櫃碼頭工作，曾使用員工休息室，本月15日
及16日入住檢疫中心後證實中招。
她表示，中心至今已向葵涌貨櫃碼頭派發

6,500個樣本瓶，截至前日（19日）已收回及化
驗約3,700個樣本，另有約1,000個樣本正在化
驗。

昨再有兩印傭確診
此外，昨日再有兩名印傭確診，令外傭宿舍群

組累計有17人染疫，其中一名新增的26歲印傭

曾居於荃灣享和街張大偉僱傭中心的宿舍，她本
月9日入住檢疫中心，第二個病毒樣本呈陽性。
至於長興大廈2樓外傭宿舍，再有一名37歲印

傭染疫，她本月15日遷出，17日入住檢疫中心後
確診。張竹君指患者曾居於花園街某住所，其經
紀知她曾住長興大廈，清空單位給她一人居住，
因此毋須追蹤密切接觸者。長興大廈宿舍業主早
前不合作，張竹君表示警方協助調查後，對方已
交代有關資料，讓中心作出跟進。

Star Global群組增三個案
另外，Star Global直銷公司群組新增三宗個

案，該群組累計59人染疫，三人是朋友，報稱居
於旺角帝京酒店，有時一起住，有時分開住，他
們本月初曾與群組早前確診者一同用膳，但三人
未有參與直銷公司培訓。

宏記再三人確診 曾用員工休息室

部分本地個案
葵青貨櫃碼頭宏記港務公司群組：
3宗（個案4588、4589及4590）
旺角長興大廈2樓外傭宿舍群組：
1宗（個案4592）
荃灣張大偉僱傭中心宿舍群組：
1宗（個案4601）
Star Global直銷公司群組：
3宗（個案4562、4563及4564）
家庭及朋友聚會感染：6宗

通報死亡個案
個案4281：92歲女，生前居於

愛民邨建民樓，本月11日發燒住伊利
沙伯醫院，昨早8時48分離世
個案1568：72歲女，生前居於粉嶺綠悠軒

5座，上月13日發燒入住威爾斯親王醫院，昨
晚7時04分離世

個案1718：71歲男，生前居於慈雲山永
發大廈，上月16日因發燒及呼吸困難
入住廣華醫院，昨晚9時36分離世

*累計有75宗死亡個案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最新確診情況
昨日新增確診
輸入個案
不明源頭個案
有關聯個案
初步確診

18宗
1宗
5宗
12宗

少於20宗

▲▲政府解釋，7月政府代繳公營房屋租金，以及房協豁
免乙類屋租戶三分二租金，以致物價指數下跌。

中通社

■■外出用膳價格自外出用膳價格自
20042004年初以來首次錄年初以來首次錄
得下跌得下跌。。 中新社中新社

■調查顯示，逾半60歲以上受訪長者疫情期
間出現負面情緒。

■■邵家輝、葛珮帆及13個美容業協會代表舉行記
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工聯會兩位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及六位勞工顧問委員會工聯會兩位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及六位勞工顧問委員會
僱員代表舉行記者會僱員代表舉行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張竹君（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