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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新冠肺炎疫情升溫下，香

港昨日唯一的輸入個案便是來自

英國，惟香港目前仍未將英國列

為「高風險地區」，成為防疫措施下最大漏洞。本地感染個案方面，昨日

新增兩宗有關聯個案，包括前日初步確診的屯門醫院4歲男童。另外，政

府昨日刊憲維持現行社交距離措施，即午夜12點後禁堂食，不得多於4人

一枱等，但稍為調整有關桌球館、公眾保齡球場和淋浴設施的開放安排，

明天起生效，為期7天。而在10月1日起，部分公眾娛樂場所可在採取充

足防疫措施的情況下，恢復有現場觀眾的表演。

部分娛場十一起恢復表演
須確保表演者觀眾分隔 酒吧業料增兩成生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惠康及百
佳參加第二期保就業計劃，分別獲逾1.8
億元及逾1.6億元工資補貼。百佳繼日前
宣布推出4,000萬元惠及弱勢社群的現金
食物券計劃後，昨日再宣布10月推出
3,200萬元「誠心賞你」大抽獎，市民毋
須消費購物，在網上登記即可參與；惠康
在派發8,000萬元現金券和飯券給弱勢社
群的同時，亦承諾凍結300款貨品的售價
半年。但消委會踢爆，兩大超市在政府上
月底要求回饋後曾加價，認為超市先加
價，後凍結售價是取巧，建議直接扣減消
費金額最直接。
百佳推出的大抽獎，市民只要以電話
或網上登記，填寫身份證首四個字和電
話號碼即可抽獎，有機會獲超市禮券，
總值3,200萬元，詳情下月公布。連同前
日公布的4,000萬元現金食物券計劃，兩
項措施總金額7,200萬元，接近政府要求

回饋半數補貼的8,100萬元，而百佳12月
底前亦發放約800萬元現金給員工作特別
獎勵。
被問及不直接提供折扣的原因時，屈

臣氏集團首席營運總監倪文玲指，按政
府指引，超市要提供無附加條件的回饋
方案，不可涉及購物和會員優惠：「有
啲人建議直接購物時提供折扣，呢個方
案我哋曾提及，比如根據你購物就提供
八折，呢個最直接，政府都唔收貨、唔
接納。所以我啲同事就再想過，再簡單
啲，基本上你唔使購物同消費，都有機
會攞現金券。」政府亦回應表示，難時
刻監察貨品價格，因應回饋方案提供的
折扣亦難與平常提供的優惠區分，令回
饋方案欠透明度。
要回饋約1億元的惠康，於日前公布派

發8,000萬元現金券和飯券給弱勢社群，
其餘包括承認300款貨品半年內不加價，

但未有具體安排；顧客捐贈購物積分，
會以配對形式捐出最多500萬元給弱勢社
群，但亦未有說明若顧客捐款金額少於
500萬元會如何處理。

顏汶羽批百佳抽獎「整色整水」
消委會則踢爆，兩大超市在政府上月

底要求回饋後曾加價，認為與其推出不
同優惠，應直接扣減消費金額，最簡單
便捷回饋消費者，百佳則解釋加價是因
應來貨價的浮動。
「超市價格關注組」召集人顏汶羽批評百

佳推出的方案只是「整色整水」，未做到
「全民受惠」及直接減輕普羅市民負擔，並
指超市營業額不跌反連升多個月，未受疫情
打擊，兩大超市有能力並也應做到全單七折
優惠，令市民受惠。對惠康逾300款貨品凍
價半年，他要求惠康盡快公布貨品清單及9
月平均售價，以便全民監察價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受疫情影
響，最新失業率維持6.1%高水平，就業不足
率則升至3.8%，為沙士後高位。民建聯部分
成員昨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政府設失業援
助金，建議援助期至少三個月，每月發放不
少於6,000元，或與「保就業」津貼額看齊，
即9,000元水平，另建議政府設立開工不足援
助津貼，並創造更多臨時職位等，為不同階層
失業者提供更多支援。

開支約65億元 倡試行三個月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指出，政府過

往一直以未能定義失業者，並擔心成為長遠
開支為由，拒絕設立失業援助金，但他指
出，即使設立失業援助金，按現時全港失業
人數計算，只需要約43億至65億元，政府
若有憂慮，可接納他們的建議先試行計劃三

個月。
另外，民建聯昨亦公布就業前景（第二
次）調查，發現相較對上一次調查，受訪者
曾遭僱主要求放無薪假、停薪留職及遭減薪
情況有上升趨勢，其中最多受訪者被要求放
無薪假，由上次調查錄得三成，至8月份錄
得近三成八。
至於減薪情況，最多受訪者減薪不多於
兩成，其次為兩成至四成，同時亦有4.5%
受訪者每月收入大幅減少六成或以上。而在
經濟持續衰退下，打工仔對未來前景普遍較
為悲觀，近九成受訪者擔心工作前景受疫情
影響。
調查又發現，62.7%受訪者認同政府應設
恒常失業援助制度，短期支援失業者。民建
聯認為當局須為未來作出準備，盡快成立專
責研究小組就此作出詳細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工聯會
屬會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香港專業導
遊總工會、香港外遊領隊協會及香港旅
遊業導師協會，昨日下午到政府總部向
商經局遞信，要求政府在第三輪旅遊業
抗疫基金實施時，改變第二輪申請對從
業員的不公平情況，要求基金專款專
用，真正落實支援從業員。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近

日接獲該4個工會反映，指大量領隊
未能獲旅行社蓋章以證明帶團日數，
故不能申領防疫抗疫基金的「旅行代
理商及從業員支援計劃」，故希望政
府進一步放寬申請限制。

帶團不獲承認 無憑證難受理
工會表示，這些領隊來自多間旅行

社，其中一間旅行社約有40多名本港
持證領隊，以全職身份受公司指派帶
團，但旅行社拒絕承認領隊帶團工作
不予蓋章。受影響領隊向旅議會投
訴，惟最終不獲受理。
陸頌雄及工會均認為前兩輪防疫抗疫

基金的申請準則，對旅行社幾乎沒有要
求，卻對前線旅遊從業員諸多限制，故
要求重新覆核早前被拒領取的個案，以
及再審視前線從業員的申請資格，若能
提供帶團相關記錄都應接受申請。
另外，旅遊業的防疫抗疫基金剩餘

約2.6億元，應用作支援前線旅遊從業
員。陸頌雄及工會要求政府向持導遊
證或領隊證的前線旅遊從業員，每人
發放5,000元一次性資助，並設特別專
項進修課程，供導遊或領隊參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上周
公布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香港民用航空
事業職工總會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表示
受疫情影響，航空業界客運量大跌99%，
工會早前調查顯示，機場員工收入減少三
分一，部分甚至多於一半，更有不少員工
停薪留職，變相零收入，生計陷入困境，
要求當局正視航空業界僱員在疫情下的困
境，向他們發放一萬元現金直接補助。

工會主席李永富表示，政府首兩輪及第
三輪的基金只惠及企業僱主，會員對此感
到失望及憤怒，而工會7月收集了1.3萬名
機場員工簽名，促政府向相關從業員發放
一萬元現金直接補助，並建議政府將首兩
輪基金剩餘款項直接支援機場員工，並透
過機管局發放。
他又估計，國泰航空最快下月公布裁員

計劃，屆時員工將面對裁員及減薪「雙重
打擊」，現未知其他公司會否跟隨，促政
府盡快支援員工，並推出有效措施協助機
場員工渡過難關，避免人才流失，令機場
保持營運暢順。

陸頌雄促國泰撤銷裁員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批評國泰航空申請

第一期「保就業」計劃後，以架構重組為名
裁員是「過橋抽板」，促國泰取消有關決
定。他又指出，「保就業」計劃其實有多餘
資金，建議政府將有關資金用於協助航空業
界從業。他將在周五（25日）財委會審議第
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時，盡力為業界爭取權
益，並約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提出訴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
府昨日宣布，為支援商界和減輕市
民在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下的財政負
擔，將延長自去年實施的豁免或寬
減政府收費措施，並新增7項豁免
措施，而相關29項規例和一項命
令明日將會刊憲。
政府表示，大部分豁免或寬減
措施下周四起實施，為期一年，
而個別措施將待原來的一年寬免
期完結後陸續實施，受惠行業包
括航空、海事、物流、零售、飲
食、漁農、建造、旅遊、娛樂業
等，包括豁免已登記商用車輛牌
照費用，令全港逾17萬輛商用車
輛受惠，估計令政府少收5.41億
元，而減免非住宅用途75%的淡
水收費及排污費，則涉款3.4億
元。
至於新增的7項豁免措施，包括

續發航空營運人許可證、簽發或續
發適航證明書，以及續批予經審批
的維修機構的費用，48間航空公
司、航機營運者或經審批的維修機
構受惠，估計令政府少收7,600 萬

元，其他則包括電業承辦商或電業工程人
員的註冊或註冊續期申請費、經營公眾娛
樂場所的牌照費、商營浴室牌照新申請或
續期費用等。所有36項豁免或寬減收費
安排，估計會令政府減少共20.48億元收
入。
此外，建造業議會有關延長豁免建造業
工人註冊費用建議亦同時落實，估計該議
會收入因此減少約900萬元。

民記促設失業金 每月至少派六千

消委批兩大超市先加價再凍價取巧

民航工會促派錢 從業員位位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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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申「疫金」遇阻 工聯促放寬限制

本港昨日共新增3宗確診個案，其中一
宗來自英國的輸入個案，41歲女患者

（個案5048）於本周一（21日）抵港，是
貨機機組人員，住在赤鱲角香港天際萬豪
酒店。另兩宗是本地有關聯個案，包括前
日初步確診的屯門醫院4歲男童，他本身有
長期病患，本月19日發病，居於屯門建生
邨泰生樓。餘下一宗為64歲女子，亦於本
月19日發病，居於紅磡福年新樓A座。

再增一宗英輸入個案
因應疫情持續放緩，政府昨日就《預防
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
所）規例》（第599F章）、《預防及控制
疾病（禁止群組聚集）規例》（第599G
章）及《預防及控制疾病（佩戴口罩）規
例》（第599I章）下的指示及指明刊憲，
除稍為調整有關桌球館、公眾保齡球場及
淋浴設施的開放安排外，大致維持現行的

社交距離措施。有關措施明天零時零分起
生效，為期7天，至10月1日。
現行限聚令下，禁止4人以上聚集；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須佩戴口罩；食肆每天0時0
分時至早上4時49分禁止堂食，不得有多
於4人同坐一桌；酒吧則禁止兩人以上同
枱。

桌球枱保齡球館放寬分隔
所有表列處所繼續開放，其中桌球館的
桌球枱和公眾保齡球場的球道在有足夠距
離或有效分隔下可開放，無須如早前般限
於隔一張枱或隔一條球道開放。
食物及衞生局發言人表示，政府已於過

去四星期逐步和有序地分階段放寬社交距
離措施，但為減低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
險，避免疫情反彈，無法讓社交距離措施
大幅度放寬至6月時的寬鬆程度。
另外，政府又宣布，10月1日起，部分公

眾娛樂場所可在根據最新規定及限制，並
採取充足防疫措施的情況下，恢復有現場
觀眾的表演。措施要求，表演者與觀眾之
間須保持足夠距離或設有有效分隔，出售
的門票及供佔用座位不得超過該場所的座
位數目的一半，同一行座椅中不可有連續
超過四張座椅被佔用。
香港酒吧業協會副主席錢雋永表示，業
界樂見放寬措施，亦讓表演者有工開。酒
吧屆時會在表演舞台附近位置設透明隔
板，防止飛沫傳播，亦會要求歌手戴口罩
唱歌，預計放寬措施可對生意帶來10%至
20%增長。

昨日疫情
整體新增個案宗數： 3宗

◆輸入個案： 1宗
◆本地個案： 2宗

新增個案資料

◆個案5048：41歲女，
英國來港貨機機組人員，
為輸入個案，無病徵

◆個案5049：4歲男，居
於屯門建生邨泰生樓，9
月19日發病

◆個案5050：64歲女：
居於紅磡福年新樓A座，9
月19日發病

通報死亡個案

◆個案2481：83歲女，7
月23日因發燒入住明愛醫
院後確診，翌日轉送至瑪
嘉烈醫院治療，病情持續
惡化，延至昨午1時26分
離世

註：累計至今有104名確診病
人死亡，當中103人於公立
醫院離世

資料來源：衞生署、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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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界要求政府在第三輪旅遊業抗疫基金實施時，改變第二輪申請對從業
員的不公平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工會要求政府向航空業僱員派發一萬元
津貼。 陸頌雄fb圖片

■民建聯要
求設立失業
援助金。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政府宣布政府宣布在下月起在下月起，，部分公眾娛樂場所可在採取充足防疫措施的情況下部分公眾娛樂場所可在採取充足防疫措施的情況下，，恢復有現場觀眾的表演恢復有現場觀眾的表演。。酒酒
吧業界料可刺激一成至兩成生意吧業界料可刺激一成至兩成生意。。圖為市民在蘭桂坊消遣圖為市民在蘭桂坊消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食肆仍維持不得多於4人一枱的限令。圖為市民於餐廳
用餐。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