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A3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常 樂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1616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0年12月16日（星期三）

2020年12月16日（星期三）

疫情愈趨嚴重，特區政府擬推出第四輪

防疫抗疫基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

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表示，將在聖誕節

前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注資新一輪「防疫

抗疫基金」，並會盡快發放津貼予受影響

商戶。民建聯就此向特區政府提出多項建

議，包括改善抗疫措施的信息發布、向中

央尋求協助推行全民檢測、在防疫抗疫基

金4.0重點支援被關閉處所、增設緊密接觸

者資助、及早統籌與公布疫苗安排等。

民記倡抗疫更硬更快免甩轆
冀疫苗信息作好準備早公布 可向中央求助推全民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獎券基金是
不少社福機構的「水喉」，主要依靠六合彩的
獎券稅收作主要收入來源。但新冠肺炎疫情嚴
峻，香港賽馬會暫停六合彩攪珠逾半年，減低
人群聚集，使基金瀕臨「乾塘」。立法會文件
顯示，基金上個財政年度透過獎券、投資及車
牌拍賣等，共錄得19.1億元的收入，但支出卻
高達24.3億元，入不敷支下錄得近5.22億元赤
字，結餘總額則減至233.4億元。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羅致光早前明言，剩下可動用的結餘用
不到幾年，極需探討解決方法。
立法會文件顯示，獎券基金上個財政年度錄
得19.1 億元收入，按年減少約18%，當中
61%收入來自六合彩獎券，約11.5億元；基金
總開支則高達24.3億元，按年急增41%。另
外，基金的總承擔額，亦按年急增32%至
132.5億元，當中包括約10.3億元早前批出建
造檢疫隔離營，但尚未使用的餘額。
羅致光早前表示，由獎券基金撥款興建的安
老服務設施，其需求將有增無減，預計截至明
年3月，基金表面上雖有212.5億元的預計結
餘，但減去今年3月的總承擔額109.5億元後，
剩下可動用的結餘用不到幾年，加上六合彩停
頓令基金收入大減，極需探討其他解決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芙釵）新冠肺
炎疫情持續，訪港旅客「歸零」，多家
航空公司相繼裁員。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上月向在機場工作的會員進行調查，發
現從業員全年收入維持下跌；一成人的
積蓄只夠維持一個月的生活開銷，有人
計劃月內申請綜援。勞聯建議政府延續
「保就業計劃」，確保人才不會流失，
並設立資助計劃讓從業員能夠渡過逆
境。

逾三成受訪者擬領綜援
調查於上月進行，共訪問492名在機
場工作的會員，發現當中有26%受訪者
的個人收入下降41%至50%；也有兩成
多人的收入減少31%至40%；一成二人
的收入更暴跌五成以上，主要原因為失

去加班費，以及被公司要求放無薪假。
近三成受訪者的現金積蓄，僅夠維持少
於6個月的生活開支，甚至有一成受訪
者稱，只能維持1個月支出。逾三成受
訪者表示打算申領綜援，當中有22%更
表示預計在3個月內申領。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副主席儲漢松指

出，政府的失業率未能反映無薪假及停
薪留職等實況，認為政府低估勞工問題
的嚴重性。他指，半年來有不少公司要
求員工放無薪假，扣起底薪及津貼，並
取消加班費。
機場空運員工協會理事長方廷浩表

示，在國泰大規模裁員前，有不少公司
已拒絕與60歲以上的長期員工續約，
並解僱外判職員，以「自然流失」的假
象掩飾裁員，而機場從業員收入方面，

在疫情前，員工如勤力上班，計及加班
費後工資可達3萬元，但現時工資或不
足1萬元，若計及交通費和膳食費用，
則難以維持生活。

被裁後轉行 人才已流失
他又指，機場員工被裁員後已經轉

行，意味着人才已經流失，但特首卻稱
香港機場未來一片光明，日後或需聘請
多一倍人手，他質疑：「到時去邊度搵
人才？」因此勞聯建議政府推出「航空
業僱員—保就業專項計劃」，避免人
才流失，並發放抗疫津貼、設立失業或
就業不足援助金，幫助從業員解脫生活
困境。
在機場貨運站工作的韋先生表示，

國泰大規模裁員後，負責機場後勤、維

修、入油等公司均「跟風」裁員，並指
有一些公司的人事部因「炒大咗」，其
後復聘被炒員工，但他們已經找到新工
作，無法回巢及從事機場行業。他說：
「機場貨運公司在疫情爆發後，已經向
客戶提升8倍運輸費用，不理解為何他
們仍以疫情為藉口削減員工的花紅。」

被問到政府會否加快審批「防疫抗疫基金」，讓業
界盡快拿到錢以解燃眉之急，林鄭月娥指有關部

門是以最急切的態度處理過去幾輪「防疫抗疫基金」，
她亦已經要求部門簡化申請程序，並提醒同事要「急市
民所急」。不過她強調，由於「防疫抗疫基金」是運用
公帑，過往曾發現有訛騙成分的個案，因此在審核過程
中要做得非常小心。

特首：聖誕前申注資防疫基金
林鄭月娥表示，預計會在聖誕節前到立法會財委會申
請注資另一輪的「防疫抗疫基金」，資助受社交距離措
施影響得最深遠的企業。她指新一輪申請的發放會像過
去幾輪一般非常簡單和便捷，受影響行業可以不用特別
提出申請。
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接受媒體查詢時表示，下周

一將舉行特別財委會，審議當局提交的新一輪「防疫抗
疫基金」，並預料可當日通過。他預期新一輪「防疫抗
疫基金」的申請撥款金額較上一輪稍高，惟詳情有待政
府交代。

李慧琼：杜絕造謠免猜疑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則聯同該黨立法會議員柯創
盛、劉國勳及鄭泳舜會見傳媒。就首批新冠肺炎疫苗可
望明年1月到港，李慧琼強調時間不多，冀特區政府以
早準備、早統籌、早公布，避免市民猜疑、信息混亂，
杜絕造謠。被問及外界質疑有關疫苗仍未有第三期臨床
研究報告，她指出，多國都已開展疫苗接種工作，相信
特區政府會做好把關，世界各地不同專家亦會做好測
試。
柯創盛表示，特區政府面對疫情在大型屋苑爆發時未有
清晰指引，欠缺高效統籌力，抗疫措施的信息發布出現混
亂。「抗疫唔夠硬，香港有排捱」，他建議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檢討及強化指揮中心機制，並安排全港18區民政事務
專員協調各部門資訊，改善抗疫措施的信息發布。
檢測措施方面，劉國勳指當局在開展多時的抗疫工作
上仍出現「甩轆」，有人手不足問題，如在郵局收集的
病毒檢測需時5天才有結果，時間太長。
他認為特區政府需加強病毒檢測能力，應尋求中央支
援，請求派出核酸檢測隊伍來港設立火眼實驗室，協助
推行全民檢測，並善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規
定要掃碼才可進入街市等指定場所。
就第四輪防疫抗疫基金，鄭泳舜表示，「抗疫防疫」
和「保就業，抗失業」同樣刻不容緩。民建聯要求特區
政府重點支援13個被勒令關閉處所，適當支援酒吧、
餐飲、教育機構、跨境客運業等因社交距離限制而停業
的行業，要確保資助額要按比例落到僱員身上，並建議
特區政府放寬5,000元確診津貼，涵蓋至同樣需要隔離
的緊密接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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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特區政
府上周公布已與兩款新冠肺炎疫苗製
造商達成協議，其中總部位於北京的
科興控股生物技術有限公司100萬劑疫
苗最快下月抵港，攬炒派隨即對國產
疫苗大肆造謠抹黑。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表示，政府公布採購疫苗安排
計劃不幸被少部分別有用心的人惡意
造謠、發表污名化及政治化的言論。

她呼籲社會要小心確認消息來源，不
要輕易相信坊間言論。政府專家顧問
許樹昌亦表示，科興的滅活疫苗沿用
以往流感疫苗的技術，而且根據協議
如果疫苗的第三期臨床數據不理想，
政府與製造商的合約不會生效，市民
毋須擔心。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

媒時表示，特區政府的疫苗採購工作是

以科學為基礎，亦得到專家認同。政府
公布疫苗採購安排的突破性進展，是希
望為社會帶來安心。今次採購的策略是
希望盡量找到兩個平台，至少有兩間製
造廠，提供足夠全港市民接種量兩倍的
疫苗貨源。
她指出，特區政府提供有關採購疫苗
的資料是百分百準確，相關決定由衞生
署轄下科學委員會討論得出，政府的採
購平台亦參考了專家意見，一旦得到疫
苗第三期臨床試驗的數據，並經審批就
可以在本港應用。
她並批評，有少部分別有用心的人

造謠，污名化、政治化疫苗採購，有
人「引用」所謂不具名人士的言論抹
黑疫苗，她希望市民不要輕易相信謠
言。

盡量留家抗疫 政府多管齊下
林鄭月娥表示，預先採購新冠病毒

疫苗跟一般疫苗採購不同，因一般疫
苗已發展成熟，政府只需要按價格公
開採購。但今次的疫苗仍在研發當
中，而且要緊急使用，全球都在搶

購，因此政府要預先做。當完成第三
期臨床試驗，取得緊急使用審批後便
在社會應用。
她指由於目前疫情嚴峻，市民在即

將到來的冬至及聖誕新年，應盡量留
家抗疫，政府會繼續多管齊下，包括
增加檢測中心、派出流動採樣隊，以
及以更進取的法律方法要求個別群組
接受檢測。

倘臨床數據不理想不會接種
許樹昌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內
地科興控股生物技術的滅活疫苗，沿用
以往流感疫苗的技術，副作用只是針口
痛、微燒等，如果第三期臨床數據不理
想，政府與供應商的合約不會生效，呼
籲市民不用擔心。
與香港特區政府已達成預先採購協議

的另一間疫苗供應商德國生物技術公司
BioNTech，透過抽取病毒核酸製作疫
苗，以往從未試過這種技術，但保護率
達95%，英國剛開始大規模注射後，有
兩人出現嚴重過敏反應，嚴重副作用比
例不高。

攬炒抹黑國產疫苗 林鄭籲勿輕信

勞聯倡延續「保就業」留機場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
或再受召妓群組播疫威脅。警方前晚展
開代號「寒湖」掃黃行動，發現跨境賣
淫集團無視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操控內
地女子避過檢疫偷渡來港，在尖沙咀及
油麻地5間酒店及兩間無牌按摩院賣
淫，警方拘捕4名本地淫媒及27名內地
女子，揭發該批妓女在留港3周內接客
3,000人，令播疫風險大增，警方已安
排被捕內地女子進行檢疫。
油尖警區區行動主任甄瀚揚總督察表

示，賣淫集團先透過網上社交平台招攬
內地女子，繼而安排她們偷渡入境香
港，集團主腦並安排成員以個人名義向

酒店登記租房，亦會教唆成員
利誘客人租酒店房間，然後讓
內地女子入住。

探員「放蛇」拘31人
賣淫集團每隔一兩周便會為

妓女轉換住宿酒店，並派人於
酒店大堂「把風」及留意嫖客
是否有異樣，交易得益亦是不
定時向妓女收取「肉金」。涉
案內地女子每次性交易時間為
45分鐘，肉金1,400元，在港3周內曾
在尖沙咀及油麻地區內5間酒店及兩間
無牌按摩院接待約3,000名客人，肉金

總額達420萬元。
警方前晚開始，派出探員喬扮嫖客

「放蛇」，在酒店等地方拘捕31人。

甄瀚揚總督察表示，相信有數千人接觸
過被捕性工作者，當中一旦有人感染新
冠肺炎，後果不堪設想。

■許樹昌表
示，科興的
滅活疫苗沿
用以往流感
疫 苗 的 技
術。圖為科
興工作人員
在車間內工
作。
資料圖片

跨境賣淫黨三周接客三千 若爆疫極大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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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聯建議政府延續「保就業計劃」，
確保機場人才不會流失。圖為香港國際
機場。 資料圖片

▲警方講述「寒湖」打擊賣淫集團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在行動中檢獲大批賣淫工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月娥要求部門簡化申請程序，並提醒同事要「急市民所
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表示，將在聖誕節前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注資新一輪「防疫
抗疫基金」，並會盡快發放津貼予受影響商戶。圖為尖沙咀海港城商場內商舖冷清。 資料圖片

■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左
二）等會見傳
媒，就特區政
府抗疫工作提
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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