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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十個月的新冠肺炎疫情重創本

港經濟，失業率升至近16年來高位。

不少市民面對失業，開工不足，停薪

留職的困境，為了「捱得一日得一

日」，他們每天都要節衣縮食，只能

盼有天疫情過去，經濟能重回正軌。

工聯會服務中心舉辦招聘會，提供逾

千個職位，方便失業者重投職場。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認為，很多市

民都很積極想「搵返份工」，她促請

特區政府正視失業問題，創造更多就

業機會。

工聯招聘會逾千職位等你搵
市民「捱一日得一日」麥美娟促設失業津貼創就業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煥然懿居「貨尾」收4906申請 114人爭一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市建局位於土瓜灣馬頭圍道的
「港人首置先導」項目「煥然
懿居」，早前推售43個貨尾單
位，前晚截止申請，市建局一
共收到4,906份認購申請，超額
113倍，即平均114人爭一伙。
市建局已委託房協負責申請者
的資格審核程序，下月將進行
電腦隨機排序，以定出所有申
請者選購單位的優先次序，並
依次邀請申請者於指定期限內
面見。
這43個「煥然懿居」貨尾單

位，均以市價七折發售，售價介
乎355.2萬至798.3萬元，實用面
積由284平方呎至574平方呎，
當中包括兩個開放式單位、7個一
房單位、5個兩房單位，以及29
個三房單位。
有關單位的申請已於前晚（23
日）截止，市建局共收到4,906
份申請，其間有約410名市民參
觀現樓示範單位，而熱線中心
亦收到超過1,320個查詢，包括

申請資格及銷售安排等資料。
示範單位將繼續開放至下月21
日，讓已遞交申請者參觀，有
興趣者可使用網上系統預約。

綠置居兩屋苑 共逾千伙未售
此外，房委會的綠置居項目柴

灣蝶翠苑及青衣青富苑近3,700
個單位，6月底推售至今，仍有
逾千個單位未售出，全部屬於
300平方呎以下細單位。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碧

如接受電台專訪時承認，項目銷
情較冷淡，認為是受疫情，以及
去年的社會運動等因素影響。而
項目推售較多細單位，不太受家
庭申請者歡迎，亦是銷情不如預
期的原因之一。
房屋署回覆查詢表示，今期

綠置居仍在揀樓階段，現估計
最終銷情為時尚早，署方會考
慮項目銷售及物業市場情況
等，研究下一期項目出售的數
目及推售時間表，適當時候會
交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文森 )
房協今日將重啟「未補價資助
出售房屋──出租計劃」租戶
申請，並且不設申請期限。計
劃於去年推出，容許合資格業
主將未補價資助房屋的整個單
位或個別睡房，出租予正輪候
公屋的人，至今暫錄得46宗租
務成交個案。房協總監（物業
發展及市場事務）楊嘉康昨日
表示，計劃旨為善用現有房屋
資源，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過
渡性住屋選擇，計劃優化後市
民反應理想，今次重啟租戶申
請，期望讓更多合資格人士受
惠，故未有為申請設期限。

至上周五已發371「業主證書」
房協在去年推出「出租計

劃」優化措施，容許房協及房
委會轄下單位的合資格業主，
把未補價單位或睡房，出租予
正輪候公屋的合資格人士，作
為「暫租住屋」。而計劃截至
本月20日（上周五），共收到
453宗業主申請，已發出371張
「業主證書」。
上一輪租客申請於去年12月

截止，申請期內共收到506宗租
客申請，至今已發出255張「租

客證書」。
出租計劃的租戶申請者必須

為持有有效房委會公屋申請書
編號，並獲登記達三年或以上
的一般家庭，包括高齡單身者
優先配屋計劃之一人住戶；或
持有有效房委會配額及計分制
下公屋申請書編號，並獲登記
達六年或以上的非長者一人住
戶。
而申請人及家庭成員由遞交

申請表當日起直至獲發「租客
證書」當日，必須符合房委會
公屋申請資格、並無在香港擁
有住宅物業；及未曾獲房委會
或房協編配公屋單位。而計劃
的業主申請一直不設期限，開
放予合資格業主申請。
租戶申請人於今日起，可以

透過下列地點或平台索取或下
載申請表格，包括位於大坑的
房協申請組、房協轄下各出租
屋邨辦事處，房協「出租計
劃」專屬網頁 ( lettingscheme.
hkhs.com ) 及民政事務總署轄下
各民政諮詢中心等，申請人可
透過郵寄、親身或經「出租計
劃」專屬網頁遞交申請。如有
查詢可致電計劃熱線：8108
067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勞
工市場受疫情影響而持續疲弱，裁員
潮的陰霾於社會揮之不去。不過，有
公司參與工聯會的招聘會逆市招兵買
馬，有公司負責人表示，當前的市況
下請人，應徵者對工作不再「揀
擇」，昨日到場的應徵者大多是受疫
情影響最大的從業員，失業者的比例
明顯較以往高，也有市民因公司停工
停業而尋找兼職。
保險公司代表陳小姐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公司一直都有持續招聘人
手，並一直與工聯會合作提供職位予市
民。她指出，保險業的流動性較大，主
要以佣金計算薪酬，很少會有人手上
限，持續對人力資源有一定的需求。
陳小姐續說，過往到場查詢或應徵的

市民，大多是剛畢業生或打算轉行的
人，但昨日的招聘會，到場的人以失業
者居多。
她表示，公司樂意吸納新血，「培

訓、新人津貼都有增加，想吸引專

才，之前做航空、旅遊的失業者，只
要肯入行就會有培訓。」
有餐飲業更逆市開設分店，金記高

級人力資源及行政經理吳先生表示，
公司將會有分店開張，期望能聘請到
20名至30名員工，也對是次招聘會的
反應感滿意。
他又指出，今次招聘會吸引不少元

朗區附近的居民，多數原本從事受疫
情重創的行業，「我們兼職和長工都
有聘請，雖然希望請到長工多啲，但
好多人都係問兼職，薪酬方面與以往
沒大分別，相信會不斷優化。」
另外，有容器製造商的公司代表透

露，最近所承接的項目開始增加，所
以需要招聘臨時員工，而學徒則一直
有招聘，對象主要是剛畢業的人，「容
器行業的工作量主要是按項目和季節
而定，最近項目開始返嚟，所以比較
急請啲臨時工，導遊等受疫情影響的
從業員嚟查詢嘅比例，相對較以往
多。」

保險餐飲「疫」市招才：應徵者唔揀擇

新 家 園 助 少 族 識 防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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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昨日舉辦招聘會，有逾千個職位供求職者登記，圖為求職者聽講座了解求職資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求職者觀看招聘資訊覓心儀職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工聯會昨日於轄下元朗綜合服務中心舉行
招聘會，不過，礙於疫情關係，須控制

人群聚集，故現場只設置9個攤位進行即場面
試，另有逾千個職位供求職者登記。

工友冀推基建增工作機會
從事建造業的鄭先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現時出現開工不足的情況，開工的日數
減半，令其收入亦相應減半，「以前一個月開
到廿幾日工，現在一個月淨係開到十幾日，知
道工聯會有招聘會，咪過嚟睇吓有冇地盤請
人，都係想做返老本行先。」
他直言，於開工不足的情況下，日常開支都
需要「就住就住」，如非必要也避免消費。他
希望特區政府推出更多基建項目，增加一眾建
造業從業員的工作機會，以及向受影響工友發
放津貼，以解燃眉之急。

梁女士原任文職工作，其公司早前受疫情影
響而要裁員減薪，她不幸成為被裁的其中一
人，她直言：「衣食住行都有影響。」她於是
次招聘會中暫仍未找到心儀的工作，希望特區
政府再次發放現金紓困，「派現金最實際，一
萬元都捱到兩個月左右，幫輕吓都好。」

盼延「保就業」幫老闆紓困
原任文職工作的何太現時停薪、停工、留
職，她表示，公司的生意受疫情影響而急劇下
跌，停薪留職的情況已維持約6個月。她續
說，停工期間盡量減少外出聚會，改以在家下
廚，「除咗擔心疫情，仲想盡量慳返啲錢。」
何太續說，今次是她停工以來首次前來招聘

會，並登記應徵店務員等兼職，但認為薪酬比
預期低，「只求有份工做住先，呢個時勢都冇
咩議價能力。」她認為老闆於迫不得已下才會
決定停業，期望特區政府延長「保就業」計
劃，令老闆暫時得以紓困，讓員工有工開、有
糧出。
麥美娟表示，香港首要任務是控制疫情，擔

心疫情如此拖拖拉拉，令香港與內地通關無
期，更難望經濟復甦，認為長痛不如短痛，
「做次強制全民檢測，忍一忍7日或14日（唔
出街）清零。」
她期望，特區政府正視失業問題，認為很多

市民都很積極想「搵返份工」，建議政府提供
失業援助津貼，並創造就業機會如推出工程項
目，以及提供培訓助轉型，讓部分需較多時間
復甦的行業從業員能夠轉型。

■吳先生期望，旗下餐飲集團能聘請約
30名員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保險公司於招聘會現場設攤位聘
請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馬頭圍道「煥然懿居」早前推售43個貨尾單位，市建局共收到4,906份
認購申請，超額113倍。 資料圖片

駿洋邨第一至三座下月起入伙

與 民 共 賞 金 剛 川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學習委員會日前舉辦《金剛川》

電影專場放映活動。該會主席鄭翔玲在電影開始前表示，希
望大家可以通過觀看愛國主義影片《金剛川》，銘記一段無
法抹去的血淚史。該會會長施榮懷表示，電影通過三個角度
講述抗美援朝戰場中的故事，是抗美援朝題材中難得的佳
片，希望今次活動可以提高大家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香港文匯報訊 火炭駿洋邨第一至
三座預計於12月開始陸續入伙。房委
會發言人昨日表示，政府將再次動用
「防疫抗疫基金」向已接受駿洋邨第一至
第三座預配的合資格公屋申請者，每戶
發放最後一次6,000元特惠津貼金。
房委會發言人表示，駿洋邨第四

及第五座於今年8月底開始陸續入
伙，並於9月底大致完成入伙程序。
至於駿洋邨第一至第三座，政府已
在今年9月底全面停止使用該三座作
檢疫中心，並在清空及徹底消毒有
關單位後，於今年10月中旬將其交
還房委會。房委會隨即進行必要的
修繕及驗收工作，以確保每個單位
均達至房委會出租公屋的指定標
準，並因應衞生原因為用作檢疫用
途的單位更換部分室內設備。
按現時進度，預計該三座會於今

年12月中旬左右開始陸續入伙，首

批會是第三座。
發言人表示，政府明白駿洋邨延

後入伙，對有關準租戶造成不便及
困擾，故於今年4月及7月動用「防
疫抗疫基金」兩度向已接受駿洋邨
預配的合資格公屋申請者每戶發放
每次6,000元特惠津貼金，其後再於
今年10月第三度向接受了駿洋邨第
一至第三座預配的合資格公屋申請
者每戶發放6,000元特惠津貼金。
發言人說，考慮到駿洋邨第一至

第三座延後至12月才陸續入伙，政
府將會再次動用「防疫抗疫基金」
向相關的合資格公屋申請者每戶發
放最後一次6,000元特惠津貼金以作
進一步紓緩，並會於今年12月初發
放。合資格準租戶會分別收到通
知。房委會已去信駿洋邨第一至第
三座相關準租戶，通知他們駿洋邨
的最新情況。

因應11月 15
日油麻地發生奪

命火災，新家園協會營運的油尖旺多元文化中心日前舉辦災後支援舊唐樓
居民的活動，由協會安排社工上門探訪居於區內唐樓的少數族裔，並向他
們贈送滅火筒和滅火毯，同時亦邀請消防處人員到中心示範滅火筒和滅火
毯的使用方法，並提供英語、尼泊爾文和烏都文三種語言的宣傳小冊子介
紹家居防火知識，協助少數族裔社群提升消防意識。據悉，活動除了得到
「各界支援油麻地火災大聯盟」和油尖旺各界的大力支持，並獲防火易有限
公司代表李家良捐出滅火筒1,000個、滅火毯2,000張。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