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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

情持續下，關

愛基金為協助

低收入的新來

港人士渡過抗疫難關，周日（27日）起分三階段接受合

資格的新來港低收入人士申請一次性的1萬元津貼。身

兼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

示，政府為提升計劃的效率，急市民所急，已委託中銀

香港處理申請，每宗成功申請政府要向銀行支付150元

手續費。預料整個計劃撥款逾21億元，20.3萬名合資格

人士受惠，提出申請後8星期收到津貼。

關愛派萬元助新來港者渡疫境
撥款21億料惠20.3萬人 申請後8周可收到津貼

關愛津貼計劃一覽
申請資格

◆2021年3月31日或之前年滿18歲；

◆在2021年3月31日已來港定居未滿7年，持有港澳通行
證；擁有香港入境權；可在香港無條件逗留，或以受養人身
份在港逗留；

◆於2020年1月或之後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長者
生活津貼；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經入息審查學生資助計劃，
或醫管局的醫療費用減免機制；以及

◆過去3個月平均入息不超過以下限額

住戶人數

1

2

3

4

5

6或以上

三階段申請安排

合資格人士

1971年或之前出生

1981年或之前出生

所有合資格人士

註：各合資格人士按時，到中銀香港網站登記，或到該行分
行、各區民政事務處民政諮詢中心、社署分區辦事處及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中心索取申請表格，並郵寄到香港郵
政總局郵箱9940號，或投進中銀香港分行的收集箱

資料來源：關愛基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指定每月入息限額（元）

15,100

22,000

26,800

33,500

36,900

40,800

申請安排

本月27日(周日)至今年12月31日

下月11日至今年12月31日

下月25日至今年12月31日

羅致光與關愛基金專責小組秘書江嘉敏昨日公布該派錢計劃詳
情，他強調今次津貼主要針對來港定居未滿7年的低收入新來港

人士，向合資格申請者發放一次性1萬元的津貼，目的協助他們在疫
情下盡快適應香港環境，因此其他不定居人士，如學生簽證、工作簽
證持有人便不符合資格。

周日起分三階接受申請
計劃撥款逾21億元，預計20.3萬人受惠，周日（27日）至今年12

月31日，按申請者年齡分三階段接受申請，首批申請人為1971年或
之前出生的合資格人士。

中銀為唯一代理銀行
中銀香港是今次計劃唯一代理銀行，周日中銀香港會開放17間分
行收表。申請者當日亦可到中銀香港網站登記，登記時能夠填寫其他
銀行賬戶作收款戶口。此外，今天起合資格人士可到中銀香港分行、
各區民政事務處民政諮詢中心、社會福利署分區辦事處及少數族裔人
士支援中心索取申請表格，並郵寄到香港郵政總局郵箱9940號，或
投進中銀香港分行的收集箱。
合資格人士成功申請後將獲發短訊及電郵或信函通知，最快 8
星期以銀行轉賬或支票形式收到津貼。羅致光表示，由於這次計
劃遞交的證明文件審查需時，銀行之間的系統交接需要花費時
間，為能夠盡快完成審批，提升效率，因此政府摒棄慣常的招標
程序，直接委託中銀香港為該計劃的唯一代理銀行，他解釋說：
「如果用投標方式，可能要遲多數個月才可以完成工作。」
他指出，挑選中銀原因是該行的分行數目最多，而且政府若只
與單一銀行對接亦會較方便。

預留1億元作行政支出
計劃預留1億元作行政費用支出，包括投放資源讓秘書處為計劃增
聘人手，以及給予代理銀行的行政費，每宗成功申請個案的銀行行政
費為150元。中銀也不是「坐住等收行政費」，該行會初步檢查每份
申請才交秘書處審核，同時中銀及秘書處亦會抽查個案入息審查，羅
致光說：「如果覺得有足夠理由（懷疑），（秘書處）都可能需要抽
出個案跟進，所以本身不是純粹百分之百隨機抽樣的。我們認為不說
（抽樣的）百分比，可能阻嚇性會大一些。」
羅致光認為，今次計劃的行政費合理，更比俗稱「N無」的「非公
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計劃的每宗成功個案行政
費250元為低，原因是「N無」計劃的審核過程較為繁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房委會
轄下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昨日通過延長
向合資格非住宅租戶或暫准證持有人，
寛減75%的租金，為期6個月，即由今
年10月1日至明年3月31日，以配合政
府最新一輪的支援措施。
房委會轄下約 2,500 個零售和約

3,300個工廠大廈單住、約40份巴士車
長休息室租約和約80個廣告牌的租戶

或暫准證持有人受惠。另外，估計約
2,600 名停車場泊車位使用者亦會受
惠，房委會因此少收約6.25億元的租
金收入。
房委會發言人補充，早前委員會所通

過的安排及覆蓋範圍將繼續於今次延長
租金寬減期間適用，強調房委會將繼續
彈性處理於租金寬減期完結前屆滿的租
約，作為過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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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委會延長寬減非住宅租金

疫情持續超過大半年，對
於新來港人士影響深遠，他
們人生路不熟，需要獨自面
對各種經濟及生活壓力。有
新來港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他們由於人脈網絡
薄弱，疫情下搵工特別難，昨日
政府公布的派錢計劃是「及時
雨」，打算把1萬元津貼用作家庭

開銷上。
黃小姐與現年23歲的兒子來港

定居3年多，現居住在黃大仙區的
劏房單位。她表示，兒子從疫情開
始便失掉「飯碗」，由於人生路不
熟，至今仍未能找到工作。
黃小姐也無法找到長工，一直靠

「炒散」維生。受疫情影響，「炒
散」收入並不穩定，有時候一個月

的收入僅幾千元，然而每個月都需
要負擔五六千元的房租及其他開
支，兩母子每個月都入不敷支。她
坦言，疫情期間面對如此的經濟壓
力，感到非常無助，曾經有打算遷
回內地，起碼生活費較低。
不過，萌生去意時，內地疫情嚴

峻，又面對「控關」、隔離14天
等政策，她還是選擇留在香港，

「還是健康重要，這個時勢只好捱
一下」。對於政府即將向他們派
錢，她表示歡迎和欣喜，打算把1
萬元津貼都用作家庭開銷上，首先
會用作支付房租，能夠讓自己的經
濟壓力放鬆一下。
她又指，計劃能夠通過網上登

記，覺得非常方便。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疫下搵工難「及時雨」付房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由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主持的扶貧委員會昨日舉行委員
會第四屆任期的第一次會議，並通過延續6
個關愛基金的項目。會上亦有討論疫情下對
基層的支援事宜，據了解有委員提出，目前
綜援以家庭作申請單位，有時會出現個別家
庭成員失業，但家庭總收入超出限額，使該
家庭成員喪失申請綜援資格，故建議容許失
業人士以個人身份申領綜援；亦有委員建議
放寬在職家庭津貼下的工時要求，惟政府只
表示會聆聽意見，未有展開進一步討論。
疫情下不少基層家庭生活百上加斤。勞工
及福利局和教育局代表，分別於扶貧委員會
昨日的會議上向委員簡介了政府在疫情下，
為有需要的家庭及學生提供的福利、就業以
及學習的支援。張建宗指出，政府一直關注

學生的學習需要，並會繼續推行不同措施，
支援基層家庭學生進行電子學習。
會議上，一眾委員均表達了對支持基層
的意見。據了解，有委員提出可容許家庭
下的失業人士以個人身份申領綜援，不會
因現時必須以「家庭」為單位申請，使部
分人的家庭收入或資產「超標」而望門興
嘆。另有委員建議放寬在職家庭津貼下的
工時要求；也有委員促請政府推出失業救
濟金。不過，政府僅指會聆聽意見，未有
展開進一步討論，另指放寬在職家庭津貼
下的工時要求涉及電腦系統問題，需花費
很長時間處理。

4照顧者項目撥款7.86億
委員會在會議上通過延續6個關愛基金項

目，當中「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
貼試驗計劃」、「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
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為獲聘於有
薪工作的高額傷殘津貼領取者提供津貼以聘
請照顧者試驗計劃」及「為嚴重殘疾人士提
供特別護理津貼」均延續推行至2023年9月
底，部分更會增加受惠名額。
張建宗指出，延續該4個與照顧者有關的

項目，是要讓政府在照顧者政策研究完成
前，更全面地探討照顧者的需要，該4個項
目的總撥款額高達7.86億元。
委員會亦通過將「支援身體機能有輕度

缺損的長者試驗計劃」延續至2022年 12
月，以及將「提高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
劃下殘疾受助人的豁免計算入息上限試驗
計劃」延續推行至明年1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綜合
消費物價指數連續兩個月萎縮，通縮壓力
增加。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今年8月整體
消費物價按年下跌 0.4%，雖然較 7 月
的-2.3%跌幅收窄，但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
紓困措施的影響後，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在8
月份的按年升幅（即基本通脹率）為
0.1%，較7月份低0.1個百分點，主因是豬
肉價格和私人房屋租金升幅收窄所致。
經季節性調整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截
至8月止的3個月的平均每月跌幅為0.2%，
而截至 7月止的 3個月的相應跌幅則為
1%。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
響，相應的跌幅為0.2%及0.3%。

在各類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組成項目中，
價格在8月份錄得按年跌幅的類別為電力、
燃氣及水（下跌 19.3%）、衣履（下跌
7.6%）、耐用物品（下跌4.2%）、交通
（下跌2.4%）和外出用膳（下跌1.3%）。
另一方面，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在8月份錄得
按年升幅的類別為食品（不包括外出用
膳）（上升 3.5%）、雜項物品（上升
2.9%）、煙酒（上升1.4%）、雜項服務
（上升0.7%）和住屋（上升0.6%）。

第二季同比下跌9.0%
另外，特區政府統計處昨日發布初步統

計數字顯示，香港GDP 2020年第二季同比

下跌9.0%，但資訊及通訊業、金融及保險
業逆勢而升。
香港服務活動合計的淨產值在2020年第

二季下跌8.9%，與第一季9.0%的跌幅相
當。在2020年第二季，多個服務行業的淨
產值與上年同期比較繼續下跌。新冠肺炎
疫情大流行繼續嚴重衝擊全球和本地經濟
活動，嚴重干擾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
此外，受客運量稀少以及貨運往來疲弱拖
累，運輸業的跌幅仍然顯著。在2020年第
二季，資訊及通訊業的淨產值與上年同期
比較實質上升0.6%，而第一季的升幅為
1.6%；金融及保險業的淨產值實質上升
2.8%，與第一季2.7%的升幅相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疫
情之下，不少失業人士生活陷入困
窘。工聯會康齡服務社昨日舉辦「愛
心食物社區支援計劃( 2020年)」啟動
禮，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示是次計劃
目標是一萬人受惠，期望香港能夠盡
快重啟經濟活動，工友就業情況得以
改善，市民生活早日復常。民政事務
局局長徐英偉作視像致辭時亦表示，
期待康齡服務社繼續和特區政府攜手
合作，推動社會關愛共融文化，發揚
同舟共濟精神。
「愛心食物社區支援計劃( 2020

年)」將分階段向長者及失業工友合
共派發一萬個「愛心食物包」，配
合義工電話訪問及家訪向有需要人
士送上物資和關懷。首批3,000個
「愛心食物包」內有工聯會工人醫
療所湯包、香米、米粉、燕麥片、
午餐肉、餅乾及工聯會口罩，更附
有心意卡和「抗疫小冊子」，將盡
快送到有需要人士手中。
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對贊助商

和善長的捐助令計劃得以順利開展
表示感激，並指「愛心食物包」不
只是物資支援，更承載了香港人滿
滿的愛，期望這份愛心能在社會各
界支持下繼續傳揚開去。
工聯會康齡服務社理事會主席潘

佩繆指出，計劃全期開支料需100
萬元，惟現時籌得的款項和物資仍
遠有不足。他並指，康齡服務社將
繼續向社會人士募捐及向食物供應
商募集食物，希望社會各界踴躍捐
助，共襄善舉。消費物價指數連跌 8月跌幅收窄至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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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羅致光（左）及關愛基金專責小組秘書
江嘉敏公布派錢計劃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關愛基金為協助低收入的新來港人士渡過抗疫難關，周日起分三階段接受申請一次
性1萬元津貼。圖為香港低收入戶居住環境。 資料圖片

■工聯會康齡服務社舉辦「愛心食
物社區支援計劃」啟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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