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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持續，早前有多個街市先後出現確診群組，亦有的士司機、醫

院文職人員懷疑因接觸帶有病毒者的現金而受感染。多個專家均表示，現金交

易有機會成為播疫途徑，建議轉用電子收費模式，減低傳播風險。八達通卡有

限公司早前便與食物環境衞生署聯手，向全港多區街市販商推廣新款八達通流

動收款機，鼓勵商戶和顧客使用電子支付，減低播疫風險。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營業及市務總監李玉兒接受香港文匯報專

訪表示，販商反應良好，目前已有逾2,000個街市攤檔使用八達通流動收款機，使用率較推廣前上升三倍。

2000街市檔嘟八達通 免現金播疫
卡公司夥食環署推廣 使用率升三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第三波疫情爆發，多區街市出現確診個
案，有專家曾表示多區街市出現感染

群組，當中原因不排除是使用現金找贖，
因現金經不少人接觸，紙幣亦不能清洗，
增加播疫風險，有機會成為社區爆發的
「計時炸彈」，建議使用電子支付系統如
八達通取代傳統的現金支付。

新設計用藍牙連接收款者手機
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則在上月底開始，與食
環署合作到各區街市推廣八達通流動收款
機，鼓勵街市檔主使用，以保障自己及顧
客。新款八達通流動收款機有別於以往的款
式，新設計較為輕巧，並採用藍牙連接收款
者的手機，方便商戶使用並以手機查看賬目

以及進行轉賬，且流動收款機能夠支援所有
八達通支付選擇，包括傳統的八達通卡、Ap-
ple Pay、Samsung Pay及八達通O!ePay二維
碼，方便顧客使用。
李玉兒表示，目前推廣團隊已經到訪五區
的街市進行推廣，包括灣仔、觀塘、沙田、
油麻地及大埔區，共有42個較新型的街市超
過2,000間商戶登記使用，目的是希望能夠普
及電子支付，減少使用現金機會和播疫風
險，保障商戶及市民。她續說，使用率亦較
推廣前上升三倍。
她坦言，這個數目其實只屬九牛一毛，仍
然需要加強推廣，希望現時種下的「種子」
能夠日漸吸引更多其他商戶參與。
她又表示，理解傳統的街市檔主仍需要時

間接受新的收款模式，而且一些長者顧客亦
會因為怕麻煩而抗拒使用，但相較其他新式
電子支付，八達通的滲透性、市民熟悉程度
都較高，因此相信能夠成功普及，屆時可以
為街市檔攤帶來新的商機。
她補充，商戶使用收款機收款，亦能透過
手機程式及時把款項轉賬至已綁定的銀行戶
口，因此毋須擔心沒有現金入貨的情況。

新登記用戶豁免半年手續費
李玉兒指出，這次推廣會向新登記用戶豁免

六個月的手續費，並附送價值228元的八達通
收款機，減低新用戶的開戶成本外，亦希望能
夠吸引更多商戶加入使用，而未來將會因應市
場訴求，考慮延長優惠，或降低手續費。

「保就業」二期
增阻嚇裁員罰則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昨日公布，「保就
業」計劃第二期將於8月31日上午7時至9月13
日晚上11時59分接受報名。政府強調，所有申
領第二期工資補貼的僱主須作出的承諾與第一期
相同，此外第二期新增了對裁員具阻嚇力的罰
則，以減少僱主獲發補貼後裁員的情形出現。
政府表示，若「保就業」計劃秘書處認為獲批
第二期工資補貼的僱主於該補貼期（即2020年9
月至11月）內裁減其公司/機構內僱員數目的幅度
龐大，而該僱主又未能顯示並使秘書處信納其有意
聘請僱員以取代被裁減的僱員及/或重新聘請被裁
減的僱員，或未能就裁員提供合理解釋，政府有權
取回該僱主第二期的全數或部分任何已發放的工資

補貼。

政府有權拒絕工資補貼申請
此外，若秘書處認為個別僱主於第一期補貼期
（即2020年6月至8月）內裁減其公司/機構內
僱員數目的幅度龐大，而該僱主又未能證明並使
秘書處信納其有意聘請僱員以取代被裁減的僱員
及/或重新聘請被裁減的僱員，或未能就其裁員
提供合理解釋，政府有權拒絕有關僱主第二期工
資補貼的申請。
至今，已獲批的第一期工資補貼合共涉及約

440億元，涵蓋接近14.9萬名僱主及承諾受薪僱
員總人數約190萬。

六成半製造業僱員未受惠「保就業」

■鄧家彪(左二)建議向失業者發放
9,000元津貼，持續六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成祖
明）疫情肆虐，本港製造業首當其
衝，香港製造業總工會連同屬下九間
工會訪問1,272名製造業僱員，結果顯
示53.4%受訪者指就業現況較4月時更
差，六成半人表示未有受惠於政府的
「保就業」計劃，促政府聚焦支援受
疫情影響的製造業僱員。
製造業總工會的調查亦顯示，半數

受訪僱員表示「保就業」計劃未能協
助他們，較4月首次調查時上升5%；
六成受訪者認為現金津貼及生活費補
助最能即時幫助改善經濟，較4月時升
8%。

鄧家彪倡發9000元失業津貼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副主任鄧家彪建

議向失業者發放9,000元津貼，持續六
個月，並容許被迫放無薪假及減薪的
僱員參加求職津貼計劃，發放每月
3,000元津貼，亦持續六個月。
他又指本港應改善經濟環境，由政

府帶頭推出更多的臨時職位，並要求
政府推出更多職業培訓，僱員再培訓
局「特別．愛增值」課程的培訓津貼
亦應增至9,000元。
另外，社區組織協會調查則指出，

基層巿民失業率達28.4%，就業不足率
更高達63.4%，建議政府設為期半年的
失業援助金。
居於深水埗板間房的吳先生原從事

飲食業，月薪兩萬多元，但2月中旬起
失業至今，現僅靠同樣從事飲食業的
妻子應付開支。他表示數月來嘗試覓

職不果，冀報讀建造業課程轉行，惟
課程卻因疫情停課，「惟有每日食少
一兩餐，食餅乾、麵包填肚。」
居於劏房的吳小姐的母親四年前中

風，積蓄全用於治病，她大學畢業便
投身零售業，但6月遭裁員，遂報讀保
安課程，但要9月底至10月初才能上
課，其胞弟也同樣失業。現時一家三
口剩下不足一萬元積蓄，要支付每月
6,000元租金，她因而情緒大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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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可用八達通手機
程式O!ePay二維碼、
八達通卡或Apple Pay
和 Samsung Pay 付
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現金交易

嘟八達通
■■本港多個街巿有檔販已使用八達通收款本港多個街巿有檔販已使用八達通收款
機進行交易機進行交易。。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不少巿民仍使用現金在街巿購物，但不能清
洗的紙幣多人接觸，有播疫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希望把流動收款機推廣至的士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希望把流動收款機推廣至的士
業界業界。。 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供圖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除街市早前有多宗確診個案
外，的士司機亦是另一個出現爆發的群組，八達通卡有限公司
的推廣團隊因此早前亦有向的士行業推廣使用八達通流動收款
機，並給予金錢回贈等優惠，暫已有逾千名司機使用，團隊希
望乘客適應使用八達通支付後，令使用量上升。
乘客現時搭乘的士，仍是會以現金交易，因此同樣會接觸紙
幣而有感染病毒風險，但由於以往使用八達通收費要購置收款
器和繳付手續費等，故的士一直未有使用。八達通卡有限公司
為向的士行業推廣使用八達通交易，除免費送出流動收款機和
免除手續費外，的士客戶在開戶後，更會有150元的回贈，另
外每接一單生意也會有兩元回贈，上限300元。
李玉兒在專訪中表示，八達通流動收款機在設計配件

上，亦有迎合的士司機的需要，例如能夠取出收款機放在
中間，或使用魔術貼貼在前面座位的兩側，方便後座乘客
付款，此外亦能在司機交更時方便取走。
經推廣後，現時已約有逾千名的士司機開戶使用八達通

流動收款機，但她認為使用量仍然未如理想，並相信乘客
仍然需要時間適應以八達通支付的士費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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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表示，
試用期公務員參與違法活動，不論起
訴與否都可終止合約；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亦在網誌指，不會姑息公務員違
法。公務員是特區依法管治的執行
者，政府依法依規確保公務員隊伍忠
誠，理所當然、勢在必行。香港國安
法落實的新形勢、新要求下，政府更
要立規矩、定指引，果斷清除害群之
馬，加強公務員隊伍的管理，確保政
府有效管治。

公務員事務局日前致函各部門，表
明若有正處於試用期的公務員，因參
與非法公眾活動被捕並遭檢控，應立
即解僱。政府人員協會、香港公務員
總工會、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同學會，
以及香港特區政府公務人員聯會21日
發表聯合聲明，支持政府新規例。但
是，有個別公務員及團體認為，試用
期內因參與公眾活動被捕即解僱，有
未審先判之嫌，過於嚴苛，甚至會影
響市民加入政府的意慾。

公務員是特區政府落實施政、服務
市民的重要依靠。《基本法》第99 條
規定「公務人員必須盡忠職守，對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公務員
守則》表明，公務員必須奉公守法、
盡忠職守、不偏不倚、政治中立；對
於在任政府的政策和決定，以公正持
平的態度履行職務和職責，並須對在
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不受
本身的政治信念所支配或影響，全心

全力支持執行政府決定。香港國安法第
六條亦列明，所有公職人員包括公務員
都必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
區。

自修例風波以來，已有至少 47 名公
務員因涉參與非法公眾活動被捕或被起
訴。近日入境處、警隊有職員因非法起
底而被捕。這些害群之馬，利用公務員
的身份，享受公務員的待遇，卻不盡忠
職守、服務香港、維護法治，反而參與
違法活動，破壞政府管治，明顯違反
《基本法》和《公務員守則》，將他們
清除出公務員隊伍，在情在理在法都正
當不過，也可以提升市民對公務員隊伍
的信任和信心。

有人刻意將政府訂明公務員在試用期
間，若參與非法活動而被捕或被起訴，
便須即時解僱，與「無罪推論」掛鈎，
目的要為違法公務員推脫罪責，縱容害
群之馬潛伏公務員隊伍。即使是普通商
業機構，新入職人員若參與非法活動而
被逮捕、起訴，肯定會被解僱，更何況
政府對公務人員應該有更加嚴謹的審核
標準。政府對新入職人員的新規定，顯
示對公務員違法「零容忍」態度，有利
保持公務員隊伍的純潔。

政府已建議所有新入職公務員，以及
現職公務員在獲推薦晉升或轉職時，都
必須簽署文件確認擁護《基本法》及效忠
香港特區，這是公務員的必然要求。政
府須進一步加強公務員對《基本法》和法
律的學習，確保公務員依法盡責。

果斷清除害群馬 確保公務員忠誠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將於9月1日啟動。食衞局局

長陳肇始昨日在網誌表示，個別醫護人員認為市民
毋須檢測，甚至提議市民不應檢測，是抹殺檢測計
劃有助阻斷社區傳播鏈；另一方面，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聶德權昨日指，已有逾3,000名醫護人員加入
檢測採樣工作。鼓勵市民踴躍參與檢測，是找出隱
形患者、截斷社區傳播的最有效途徑。檢測計劃的
成敗，醫護人員的投入和支持亦是關鍵之一。醫護
人員必須遵行抗疫救人的天職，身體力行支持、投
入檢測工作，並以專業科學的態度，協助政府做好
文宣工作，明是非、正視聽，為市民釋疑解惑，做
檢測計劃的推動者而非絆腳石。

推動普及社區檢測，實現早發現、早隔離、早治
療，有效截斷社區傳播鏈，為恢復正常的經濟民生
活動「鋪路」。內地、韓國、德國等的成功經驗證明，
普及社區檢測是有效控疫的不二之法。但是，本港
一些別有用心的攬炒政客，以及少數為一己利益計
算的醫護界中人，罔顧市民安危，無視普及社區檢
測對抗疫的必要和迫切，不斷散播「檢測無用論」，
又將檢測與「港版健康碼」混為一談，聲稱會洩露私
隱，企圖令不明真相市民對社區普及檢測卻步。

眾所周知，參與檢測的市民越多，檢測的成效才
越明顯。做好檢測工作，對本港防疫意義重大，本
港的醫護人員應以保障市民的健康安全為重，放下
政治立場，秉持專業精神，發揮自己的關鍵作用，
推動檢測計劃順利落實。年初本港第一波疫情爆
發，曾有少數醫護煽動罷工、干擾抗疫，但大多數
醫護謹守崗位，罷工以失敗告終。如今，同樣需要
醫護人員以公眾健康利益為優先考慮，齊心支持檢
測計劃。目前已有3,000多醫護人員表示會協助檢
測工作，顯示醫護人員以行動為檢測計劃投下信任
票，「檢測無用論」已不攻自破。

抗疫必須依靠科學，政府固然要加大力度，正面
宣傳普及社區檢測，讓市民認識參與檢測與個人健
康安全、切身利益息息相關；而消除似是而非、妨
礙抗疫的流言蜚語，提升市民對檢測的信任度，專
家和醫護界的澄清解釋則是最有力的辦法。今年2
月疫情告急，政府計劃使用饒宗頤文化館作為檢疫
中心，曾引起社區居民的不安和反對。當時袁國勇
教授等多位專家指出，處所位置與民居有很大距
離，作為檢疫中心絕對可以接受，對周邊市民亦安
全，看不到有什麼需要擔心。經過專家解釋後，有
關爭議很快得以化解。

如今，有政客和醫護發放不實文宣誤導市民，混
淆普及社區檢測與「港版健康碼」的概念，散播洩
露個人私隱的謠言，專家的反駁對制止謠言亦有藥
到病除的效果。政府抗疫專家小組成員、中文大學
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強調，進行普及檢測和
健康碼完全是兩件事，普及檢測可以找到隱形患者
盡快隔離，盡快切斷傳播鏈；而健康碼是疫情受控
後，準備開關重啟交通往來，用於過關的臨時措
施。普及檢測和健康碼的區別，絕大多數醫護不會
不懂，只要更多醫護站出來，耐心地向市民說明，
市民的困擾、擔憂肯定迎刃而解。

本港此波疫情非常嚴峻，每天確診數字仍處於高
位，病毒具更強傳播力，長者或長期病患者死亡率
上升，而且每天都有不明源頭個案，顯示大規模社
區爆發和疫情反彈的風險相當高。在此情形下，落
實普及社區檢測勢在必行、刻不容緩。政府要充分
依靠科學，邀請權威專家學者，利用包括電子傳
媒、網絡平台等多元化渠道，向公眾作出具針對性
的宣傳，動員更多醫護人員協助開展檢測，提升市
民參與檢測的自覺性，及早發現高危人士，減低社
區傳播風險，以利本港早日把疫情穩定下來。

廣大醫護應做普及檢測的推動者

社
評

W
EN

W
EI

E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