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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使得使 再推 240 億防疫金
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

扶旅遊飲食等 23 重創行業 優化中小企融資擔保



(

新冠肺炎疫情為香港經濟帶來巨大的衝
擊，特區政府昨日宣布動用 240 億元推出第
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措施，包括將綜援下
■政府推出第
三輪「防疫抗
疫基金」，當
中 45 億元用於
扶助旅遊業等
受疫情重創的
行業。圖為疫
情下，旅客寥
寥的星光大
道。 資料圖片

援助失業人士特別計劃延長六個月、向 23 個
受疫情重創的行業提供資助、額外寬免租金 ■陳茂波強調，政府的抗疫花費屬「應使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與政府收費減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最新估 使」。
計，2020/21 年度的政府綜合赤字會超過 3,000 億元，財政儲備則降至約 8,000 億
元，相等於政府開支約 12 個月至 13 個月，接近 2003 年「沙士」後的水平，但強調
政府的抗疫花費屬「應使得使」。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物業的差餉寬減由原本每季度 1,500 元提
升至 5,000 元。政府亦要求房委會、房
協、機管局、科學園和數碼港向非住宅
租戶同樣提供租金寬減。上述措施涉及
的總值大約為60億元。
在協助中小企方面，政府因應現時疫
情情況和中小企的需要，決定優化在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的百分百擔
保特惠貸款，最高貸款額由六個月提高
至 12 個月僱員薪金及租金總和，或 500
萬元（原為 400 萬元），以較低者為準；
最長還款期亦因應情況由三年延長至五
年。
此外，金管局早前亦宣布八成擔保及九
成擔保產品的「還息不還本」措施申請期
限延長多六個月至明年3月底，而「還息不
還本」的安排亦由原本為期12個月延長至
18 個月。至於其他「預先批核還息不還
本」的計劃亦會延長至明年4月，其中的貿
易融資貸款還款期將延長三個月。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於記者會上表
示，總涉款 240 億元的「防疫抗疫

基金」第三輪計劃中，45 億元會用於延
長綜援計劃下的援助失業人士特別計劃
至明年 5 月 31 日，以及向 23 個受疫情重
創的行業提供資助，包括飲食業、旅遊
業、藝術文化界、航空運輸業、健身中
心及酒吧等；停課多時下，學校飯盒供
應商、校巴公司等也獲資助，並會協助
食環署街市的檔販加裝電子付款，減少
現金交易。但之前受惠的零售業，今次
則未包括在內。
今輪基金涉款 240 億元，「含金量」比
4 月份涉及 1,375 億元的第二輪基金減
少，但陳茂波指出，第三輪計劃亦包括
額外寬免政府物業和短期租約的 75%或
100%租金多六個月，另有 27 類政府收費
繼續豁免一年，以及增加七項額外的政
府收費減免。

60 億元寬減非住宅差餉租金

申撥 117 億元採購疫苗

至於非住宅用途水費及排污費寬減
75%措施，會多延長四個月至明年 3 月
底。另一方面，今年第三四季，非住宅

陳茂波表示，政府會向財委會申請向
防疫抗疫基金注資 54 億元，並向財委會

申請追加撥款約 117 億元以作採購預防疫
苗及進一步支援醫管局應對冬季服務高
峰期或下一波疫情用途。
第一及第二輪基金獲立法會財務委員
會批准的總承擔金額為 1,505 億元，至今
共批出 73 個項目，總承擔金額逾 1,450 億
元。截至上月底，基金已發放逾 780 億元
資助，惠及超過 430 萬人次，受惠企業和
商戶亦超過45萬間。

陳茂波料財赤擴至 3000 億
陳茂波指出，先後三輪的「防疫抗疫
基金」措施連同預算案的措施，總財政
承擔逾 3,000 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約
11%，預計為本地生產總值提供的支持作
用稍高於 5%，但本年度稅收以至賣地收
入都會比預計略低，估計 2020/21 年度的
綜合赤字會超過 3,000 億元，財政儲備則
降至約 8,000 億元，相等於政府開支約 12
至 13 個月，接近 2003 年「沙士」後的水
平，但仍屬穩健水平。他補充，政府早
前推出防疫抗疫措施，國際評級機構都
認為力度合適，因此目前的花費屬「應
使得使」。

■駿洋邨第一座至第三座會於下月中旬交還
房屋署。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疫情爆
發以來，未入伙的公屋邨火炭駿洋邨
被政府徵用作檢疫中心，隨着疫情回
穩，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透露，衞生署
將於本月撤離駿洋邨第一至第三座，
下月中旬將單位交還房屋署，預計準
住戶最快能夠在明年 1 月前入伙，較原
定時間提前至少兩個月，受影響住戶
將會獲得多一輪津貼。
林鄭月娥在昨日的記者會上宣布，

駿洋邨第一至第三座單位現已沒有接
收新的檢疫者，並將於 10 月中旬歸還
房屋署進行清潔，衞生署亦會在本月
底撤離。她解釋，疫情初期由於本港
沒有檢疫中心，因此徵用駿洋邨第一
至第五座單位，並在早前已歸還第四
和第五座，住戶已陸續入伙，但由於
第三波疫情來襲，因此無法向房屋署
歸還第一至第三座單位。
隨着第三波疫情漸受控，駿洋邨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子京）特
區政府動用 240 億元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
基金措施，工聯會監察政府抗疫基金僱員
權益關注組召集人唐賡堯指出，政府防疫
政策導致十多類處所無法營業，從業員生
計大受影響，大量工人被迫停工及放取無
薪假接近兩個月，責無旁貸。但他對新一
輪抗疫基金只針對失業問題而延長綜緩下
援助失業人士計劃，並未有採納勞工界多
番 建 議 向 失 業 者 發 放 9,000 元 六 個 月 的
「失業現金津貼」表示失望。
他擔心新一波裁員潮會在未來數月再次
爆發，呼籲政府應從速制定即時支援失業
人士的措施，長遠制定失業援助制度。工
聯會同時要求政府保留受行業僱員歡迎的
措施，例如旅遊業僱員每個月 5,000 元的
現金支援，並建議資助直接開放予行業僱
員申請，讓津貼直接落到僱員手上。

蔡冠深倡增溝通援業界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

一至第三座單位將陸續交還，預計準
住戶最快明年 1 月前入伙，較原計劃明
年第二季才能入住的時間提前最少兩
個月。
她又指，醫管局在亞博館亦有社區治
療設施，所以鯉魚門度假村的 350 個社
區隔離設施亦能交還，成為檢疫中心。
同時，竹篙灣一期的 700 個檢疫設施單
位已經落成，將交由衞生署應用，而且
有酒店東主願意在有需要時向政府租借
出整幢酒店作為檢疫設施，足夠填補交
還駿洋邨後的檢疫設施需求量。

放無薪假增 民記促設失業援助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香港
經濟正受疫情衝擊，不少企業正面對
前所未有的困難。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鄭泳舜昨日與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
在記者會上公布民建聯就業前景第二
次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曾遭僱主要
求放無薪假、停薪留職及減薪情況上
升，打工仔對前景亦普遍較為悲觀，
大部分受訪者都期望政府設立恒常失
業援助制度。民建聯就調查結果提出
八項建議，包括跨黨派都認同的設立
「失業援助金」，助失業者應付短期
經濟壓力等。
民建聯於今年 6 月公布就業前景調
查後，相隔兩個月再次就相同題目作
出調查，調查於今年 8 月 7 日至 21 日
以電腦隨機抽樣電話號碼進行，共訪
問810名18歲或以上在職者。

被要求放無薪假升 7.9 點
鄭泳舜表示，8 月的結果顯示，最
多受訪者被要求放無薪假，由 6 月的
29.9%升至 8 月的 37.8%，上升 7.9 個
百分點；停薪留職的受訪者亦由
21.9%上升至 25.5%，上升 3.6 個百分
點；減薪則由20.6%上升至25.0%，上
升4.4個百分點。
他續說，縱使受訪者仍有工作，但
大部分都擔心暴亂（68.8%）及疫情

民建聯建議
設立
「失業援助金」
援助期至少三個月，失業者每月獲發不少於
6,000元津貼

設立
「開工不足援助津貼」
優化在職家庭津貼計劃，設立「64 至 144
小時總工時」新層級，支援有工作但收入大
減的家庭；將津貼額增加半倍；申領期應由
每六個月減至每兩個月，簡化申請手續和程
序；豁免計算各項照顧者計劃所領取的津貼
■鄭泳舜（右）和顏汶羽（左）公布調查結果。
（89.3% ） 持 續 而 導 致 「 工 作 不
保」，只得 10.7%受訪者認為未來收
入會增加。至於失業者對未來前景亦
十分悲觀，其中認為可於半年內找到
工作的只得12.5%，較6月調查錄得的
16.2%為低。
雖然政府有提供多項支援失業者的
措施，但超過一半失業受訪者都沒有
打算申請，而已經申請的受訪者中則
有逾半成表示沒有幫助。

倡每月發 6000 元津貼
鄭泳舜形容，是次調查反映市民仍
在水深火熱中。由於有 62.7%受訪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家好 攝

都認同政府應常設「失業援助金」，
他認為政府應聽取市民及政黨的意
見，設立「失業援助金」，向失業者
提供至少三個月援助，每月發放不少
於 6,000 元津貼，以應付短期經濟壓
力。
他續說，假如按最近失業人口 24.25
萬人計算，三個月有關開支為43.65億
元至 65.48 億元之間，較首輪「保就
業」計劃動用的405億元少得多。
顏汶羽亦指，勞工及福利局應放下
包袱，再三考慮設立「失業援助金」，
畢竟措施有跨黨派的共識。他又指，當
局應盡快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

創造更多臨時職位
建議政府針對潔淨服務投人更多資源，聘用
更多員工

成立
「失業援助制度研究小組」
詳細討論香港設立恒常性失業援助制度的可
行性，長遠制定適切的失業援助措施

抗疫防疫基金加碼
擴大支援行業；設立「拾遺補缺援助計
劃」；堵塞「保就業計劃」漏洞，加大力度
審查懷疑個案並增加有關違規罰則及廣泛宣
傳；優化自僱者「保就業」計劃資格
來源：民建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冠深認為政府在平衡政府財政狀況和促進
經濟盡早復甦的考量下，集中資源為持續
受疫情嚴重影響的行業提供支援，做法恰
當。他欣見政府接納中總早前提出的建
議，寬減政府租金及收費，以及優化「中
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加大「百分百擔保
特惠貸款」最高貸款額，紓緩中小企現金
流壓力。他建議政府加強與業界溝通，監
察疫情對各行業帶來的經營變化，適時提
供進一步支援。

吳宏斌：寬免租金助解燃眉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相信
新措施有助紓緩有關行業的經營壓力，
對穩定香港經濟和就業市場起了重要作
用。他指出，雖然第三輪基金的撥款較
前兩輪為少，但廠商會理解財政儲備始
終有限，今次政府針對性地提供租金寬
免及加強香港防疫物資，既能急業界所
急，亦平衡了公共財政的承受能力，是
對症下藥之舉。

陳肇始料疫苗明年底前供港

駿洋邨全數退
「疫」明年 1 月前入伙

工聯憂裁員潮 籲出招援失業

■陳肇始表示，會優先為長期病患
者等接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全
球疫苗研發如火如荼，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陳肇始透露，將動用超過
130 億元購入疫苗，以及支援醫管
局租用酒店作檢疫設施等。政府並
將 參 與 疫 苗 保 障 機 制 「COVAX」，當中獲得的疫苗劑量將
涵蓋本港 35%人口，其餘 65%人
口則根據衞生署科學委員會的建議
採購各種已展開第三期臨床測試的
疫苗，並已與一些疫苗製造商簽署
保密協議。

斥130億元採購及支援檢疫

陳肇始表示，世衞估計在明年中
前，全球廣泛使用新冠病毒疫苗的
機會較低，因此特區政府必須「雙
管齊下」，以不同方式購入疫苗，
將斥資逾 130 億元採購疫苗，以及
支援醫管局租用酒店作檢疫設施
等。
她續說，政府已經參與由世衞
牽 頭 的 疫 苗 保 障 機 制 「COVAX」，機制預計在明年底前能
把疫苗送往已參與的國家及經濟
體，當中獲得的疫苗劑量能夠涵
蓋 本 港 35% 人 口 ； 若 有 疫 苗 抵
港，政府將會參考科學委員會建
議，先為有較高風險者及高危群組接種，包
括長期病患者、60 歲或以上長者、前線醫護
人員及院舍員工等。
而其餘分量，她表示將會按衞生署轄下的科
學委員會建議，採購不同種類和品牌的疫苗。
她透露，政府與一些已展開第三期臨床測試的
疫苗製造商簽署保密協議，並會向立法會財委
會申請採購疫苗的撥款。
此外，港府亦會撥款 2,950 萬元支持兩家本
地大學共四項有關疫苗的研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