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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促直接資助救展覽製作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重振
會議及展覽業，政府在「防疫抗疫基金」
下設立總額10.2億元的會議展覽業資助
計劃，資助會展活動的參加者和主辦機
構。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及黃定光
昨日聯同「展覽製作工程人員從業員關
注小組」十多名成員召開記者會，指展
覽製作業界未能在資助計劃受惠，加上
已經逾10個月沒有開工及面對昂貴的

租金，恐難以支撐下去，向政府提出7
項建議，要求當局支援業界渡過難關。
黃定光表示，疫情令展覽製作業被迫
停頓，而「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只資
助一半費用及主辦機構的場租，但在大
部分展覽取消及參展商無錢參與的情況
下，展覽製作業無工程可接，無法取得
相關資助。他質疑政府反應遲頓，希望
政府在關鍵時間及時伸出援手。

無工程接 補貼場租不實際
鄭泳舜表示，過去多月展覽製作業零

收入，眾多公司苦苦生存，更有多人轉
行，惟會議及展覽業是香港的主要支
柱，加上展覽製作業亦是一門手藝及專
業，不希望人才因為疫情而流失。民建
聯建議政府從10.2億元撥出部分金額，
直接支援會展及製作工程行業，讓他們
得以存活，展覽業有機會再次騰飛。
從事20年搭建工程的承建商翁偉國

指，展覽製作業工作停頓10個月，未
能看到前景，很多公司都在借錢維持經
營、很多從業員已經轉行，未來公司亦
會裁員，質疑政府為何沒有支援。有
「關注小組」成員表示，亞洲國際博覽

館已被徵用為社區治療設施和興建臨時
醫院，舉辦大型展覽的地方只剩下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而將會舉辦但未能確定
能否如期舉行的展覽會數量也寥寥可
數。他們要求政府推出保住行業的措
施，「這是我們這個被當局忽視行業的
最後一口氣、最後的掙扎。」
民建聯共提出7項建議，包括政府在
疫情受控下加強社區檢測能力、盡快訂
立更多「旅遊氣泡」計劃、推出「健康
碼」、主動在地區舉辦及贊助舉辦更多
不同類型的大中小型展覽活動、推動在
政府不同場地，容許主辦機構舉辦展覽
或活動、擴大「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
受惠範圍，及以現金援助方式資助會議
展覽及相關製作工程行業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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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今或公布裁員 傳放棄港龍品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疫情打擊經濟，不
少巿民就算保住職位，卻面對開工不足的苦況，
其中任職機場地勤的胡先生（化名）表示，年初起
已被要求每月放一至兩周的無薪假，令超時補
水、獎金都無法領取，收入大減，「呢份工底薪

只有幾千蚊，大部分收入都是靠補水維持。」另
外，他因工時縮減，未達「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每
月總工時192小時的最高要求，無法繼續申領最
高額的1,400元津貼，家庭收入從原先近兩萬元
減至只有1.3萬元，一家五口要節衣縮食過活。

50歲地勤惶恐無薪假
胡先生昨日在工聯會的記者會上訴說開工不

足情況，表示收入減少令其感到彷徨，幸早年已
成功申領公屋，無須負擔高昂租金，否則壓力將
更大，但有同事居於劏房，租金佔薪金一半，工
時亦未達「在職家庭津貼計劃」144小時最低工時
的門檻，無法申領低收入津貼。他又表示，現時

最大負擔主要來自一些額外開支，如剛升讀香港
專業教育學院（IVE）的女兒須添置電腦器材和
用品等，令他一時束手無策。
他又說，「上樓」前居住劏房，沒有積蓄，現時

收入大減，另兩名分別就讀中一及中四的子女都
要暫停部分補習班，並要他們帶飯盒回校，減少
午膳外出用膳支出；家用亦「縮水」，雖然家人
理解現時境況，但坦言有時亦會因此有糾紛。
他表示部分同事已轉行，但自己已50多歲，

將步入退休階段，不想重新適應陌生的工作環
境，而他本身有情緒病，一直有社工跟進，若未
來遇到困難會向社工求助，尋求解決方案。
胡先生表示，即將踏入年尾，本是旅遊旺

季，礙於疫情沒有航班運作，擔心來年會持續被
公司要求放無薪假，故希望政府能好好把關，盡
快控制疫情。

遭拉布又疫襲 建造業食穀種
另外，從事建造業的蘇先生則指出，由於去

年立法會出現拉布情況，加上今年疫情影響，導
致所有工程停滯不前，「上年所有工程都拖住晒
無得做，今年想做亦都無得做！」故他現時每周
只有三四天「炒散」的工作。
他又表示，身邊有九成工友都是「食穀
種」，惟綜援以家庭為單位，導致大部分工友也
無法申領，只能依靠積蓄度日，有朋友已花光積
蓄，要向他借錢度日，但他自己亦是自身難保，
直言「我唔係開銀行㗎。」希望政府能夠推出低
息借貸，讓有需要的市民借貸渡過難關。

開工不足難申補貼 工友家庭節衣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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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國泰航空裁員的傳聞
甚囂塵上，最新消息指出國泰最快今日會正式公布
全球裁員6,000人及業務重組計劃安排，裁員人數佔
全體員工約五分之一，其中約5,000人為本地員工。
國泰更會放棄「國泰港龍」品牌，港龍的航線將改
由國泰航空負責。多個工會均稱，至昨日仍未收到
相關消息，其中港龍航空空勤人員協會副主席梁佩
韻稱員工願削減部分福利，與資方商討重組方案，
換取不裁員，並希望資方明白港龍有存在價值。
今次全球裁員約6,000人中，香港員工佔5,000
個，當中約4,000人是機艙服務員，留下的員工則減

薪三四成，職級愈高減幅愈大，不減薪員工明年仍
可能要繼續放無薪假。至於國泰去年收購的全資附
屬廉價航空公司香港快運，未來人手和規模安排則
仍未有最後決定。有消息指國泰將進行品牌整合，
放棄「國泰港龍」品牌，原由港龍負責的航線會改
由國泰航空負責，惟其中涉及航權問題，故集團仍
要與內地民航部門和本港民航處商討。至於人手安
排，有指國泰會吸納部分港龍本地機師。

有工會願削福利換留低
國泰及港龍等工會昨仍未收到相關消息，梁佩韻

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稱，公司回覆工會查詢有否裁員
計劃時，曾表示有關消息只屬傳言。對於有傳國泰
港龍所有員工會被裁，她亦表示不能相信所有傳
言，並強調國泰港龍在內地及短途航程較有經驗，
有存在價值。
她指，工會已就公司的重組方案與資方先後三次

開會，希望不要裁員，員工願意削減部分福利，惟
資方一直未有表態，只表示明白員工意見。她重
申，員工明白航空業踏入寒冬，工會希望勞資雙方
有溝通空間，然而暫看不到公司有積極商討，或讓
員工參與討論公司重組。

工聯會副理事長、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副
主席李永富昨日指出，不少機場工友也擔憂國泰航
空裁員，因為國泰裁員將影響行業產業鏈，主要會
波及機場清潔、零售和餐飲等，建議政府通過向機
場工友發放消費券，帶動機場零售業。
他直言，疫情令部分航空業工友喪失維持基本生

活的能力，不少就算未被裁員，但也面臨開工不足
或被迫放無薪假情況，尤其是機場地勤、保安等從
業員，年初起就被迫放大量無薪假，有人一個月只
獲安排上班數天，未達每月工作144小時領取低收入
在職家庭津貼的資格。

特區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香港失業率由6月份至8

月份的6.1%升至最新7月份至9月份的6.4%，是接近十

六年以來的高位，約1.1萬人加入失業大軍。大多數主

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均見上升，當中除持續不振的零

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外，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是

失業「重災區」的新成員，有工會透露逾30間小型健身中

心和拳館等倒閉拖糧，料行內失業問題會持續惡化。有

學者亦指出，隨着政府的「保就業」計劃即將完結，失業

率有機會升至7%。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成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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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迫使不少打工仔面臨開工不足、放無薪假甚至遭裁員
壓力，工聯會康齡服務社啟動了「愛心食物社區支援計劃
（2020年）」，昨日向失業、停工及開工不足的建築業、製造
業、航空業工友發放4,200個食物包，內有白米、午餐肉、
麵線及口罩，支援「疫」境工友。工聯會榮譽會長林淑儀表示
民間支援始終非長遠之計，希望特區政府制訂更多「貼地」
政策，急打工仔之所急。該支援計劃分階段向困難工友及長
者合共派發1萬個愛心食物包，首階段3,000個已於中秋節
向長者派送，計劃正進行第二階段，未來還將繼續派發給社
會弱勢群體。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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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失業率升至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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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左）、蘇先生(右)。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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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製作業展覽製作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建造業失建造業失
葉 率 高 據葉 率 高 據
1010..99%%。。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攝攝

數字顯示，7月份至9月份的總就業人數較
6月份至8月份減少約15,600人，同期總

勞動人口亦減少約4,200人，失業人數則增加
約11,500人達25.9萬人，就業不足人數則維
持於14.9萬人的相若水平。

餐飲最糟 建造災情延續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評論最新失業數字
時表示，在本地第三波疫情下，特別是在7月
份及8月份，勞工市場惡化，但由於本地疫情
在9月份減退，勞工巿場面對的壓力有穩定跡
象，「保就業」計劃亦繼續提供支援作用。
他續說，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即零售、

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合計的失業率較6月份至8

月份急升0.8個百分點至11.7%，為受「沙士」
沉重打擊後的高位，就業不足率亦上升0.4個百
分點至6.3%。
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和就業不足

率分別急升至15.2%及9.5%。
另外，建造業的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仍高見

10.9%及8.3%；多個其他行業的失業情況亦惡
化，尤其是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錄得
11.4%失業率。
展望未來，羅致光指整體經濟狀況依然疲

弱，加上全球疫情仍在變化，勞工市場在短期
內仍將面對壓力，政府已推出歷來最大規模的
紓困措施幫助保障員工就業，勞工處亦將於本
月28日及29日在修頓室內場館舉行「灣仔招聘

會」，屆時有逾40名僱主參與。

工聯接多起健身行業拖糧求助
工聯會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長李粵

閩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目前藝術、娛
樂及康樂活動業的實際失業情況較整體失業率
為高，因4人「限聚令」令不少學校與社福機
構仍未能開辦康體活動，他形容行業正處於
「冰河時期」，預計行業失業情況會持續惡
化。
他續說，一些體育教練於6月時仍有一兩個

星期能開班，但7月第三波疫情令健身中心等
場所停業逾一個月，部分更因而結業，工會收
到逾30間小型健身中心和拳館等小型工作室的

員工因營運者結業拖糧的求助。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李兆波認為，

隨着「保就業」計劃於下月完結後，失業率有
機會升至超過7%的水平。他建議特區政府可
推出短期失業援助或改良現時「保就業」計
劃，剔除超市等未有受疫情影響的行業申請，
以便更針對受影響行業的僱員，提供支援和協
助。
中大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指出，最新失業

率反映9月份仍受第三波疫情的餘波影響，加
上有大批畢業生投入勞動市場，以致較6月至8
月份失業率高。但他認為，隨着經濟活動開始
恢復，特區政府不需額外投放資源保就業，第
四季失業率亦有機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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