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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襲百業吊鹽水
第四波「愈爆愈有」業界盼果斷抗疫保飯碗

黃女士：減人工都無所謂
我做零售，公司生意額大跌一半以上，同舊年

暴力衝擊時差唔多，家每日嘅人流同前年比真
係差天共地，有時半日都無一個客，公司已裁咗
一半員工，擔心自己係下一個，聖誕同新年願望
只係保住份工，減人工都無所
謂。政府防疫措施有唔少漏
洞，疫情無法受控，偏偏
撞正聖誕、新年零售旺
季，要盡快控制疫情、
「清零」，社會先可以回
復正常。

酒樓無生意 過節無心情飲食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政府將推出第四輪防疫抗疫基
金，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表
示，新一輪資助只針對受防疫
措施限制或禁止營業的行業，
而部分資助額分兩期發放，是
想提供誘因讓企業繼續經營，
並相信大部分企業收到資助後
也不會立即結業，又期望有關
企業不會裁員。
立法會財委會明日將舉行特別

會議，審議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

64億元撥款。張建宗在接受電台
訪問時，回應有人質疑資助只能
用於幫僱主交租，打工仔未必受
惠，以及難以確保受助企業取得
資助後不結業。

料企業獲款後不會結業
他說，業界對政府措施反應

大致正面，相信大部分企業獲
資助後也不會結業，「你要清
（盤），員工遣散等係有成本
嘅，好多僱主唔係想結業，呢

個環境我覺得有責任要幫一幫
佢哋，交到租都係好事，至少
捱到間舖，大幫唔到、小都幫
到。關鍵係我哋控制疫情，疫
情一日控制唔到，呢啲支援只
係一個紓緩作用。」
對有業界質疑有關資助何以要

分兩期發放，他表示是想提供誘
因讓企業繼續經營下去，「初步
構思（申請）50萬元分兩期發
放，唔會拖得好耐，希望喺第一
季全部發放完。」

張建宗：新一輪防疫金反應正面

從事導遊近10年的阿May，以往的聖誕節都忙得不可開交，連與家人共聚天倫的
時間都沒有，「以前我聖誕節最忙，基本上都係周圍飛，最多有一兩日帶吓本地
團。」因此一家人通常在1月份才會食「聖誕大餐」。
但自去年受修例風波影響，去年下半年的入境旅行團更被迫取消，她最後一次接待

入境團已經是去年的9月份：「那一團的客人最後都係冇得上郵輪睇夜景，好掃
興。」
今年受疫情影響，連本地旅行團亦需要配合政府防疫措施而暫停，令她收入雪上加

霜。她坦言，預計香港的旅遊業需要待2023年才能恢復以往光彩，現在最重要是調
節自己情緒。
由於收入大跌，她去年已經考獲保安牌照，原本以為疫下能「大派用場」，轉行當

兼職保安員，但她上班後一直不習慣「返工等放工」的工作規律，工作兩星期已經熬
出病來，最終辭掉工作。

做保安熬病 投餐飲遇挫
後來，她發掘到自己對做甜點有興趣，經朋友介紹到

一家食肆應徵，但礙於疫情，食肆的防疫措施收緊，
人手需求大減，她的轉行美夢再次落空。她同樣從
事導遊的丈夫則已經轉行到廣華醫院當兼職清潔
工。
阿May在之前一輪的防疫抗疫基金中獲
得政府的資助，但仍然入不敷支，只
能夠「應慳則慳」，待超市減

價或有優惠券才去掃貨，
「以前點會咁

㗎，唔夠就去買
㗎嘛」，今年聖誕節她

即使在香港度過，仍然是
「無節目」。她只希望
疫情能夠盡快結
束，讓香港旅
遊業和經濟
重拾正
軌。

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會務總幹事
林志忠直言，業界只能夠用「慘淡」來
形容今年聖誕市道。年尾是零售業的旺
季，零售業原本有望「追落後」拉上補
下，使全年生意額不致於跌太多，但受
第四波疫情影響，旅客人數及外出消費
港人減少，令整個業界生意都下跌，加
上工展會等購物展覽因應疫情取消，生
意雪上加霜，「家一眾老闆只能夠寄

望農曆新年。」他認為需要落重藥控制疫情，香港零售業
及經濟才有望得救。

員工佣金減 收入跌六成
林志忠引述有一名「吊鹽水」的會員此前向他
求助，表示難以負擔家中孩子的書簿費，尋求
協助。他指，零售業從業員以佣金為主要薪
金，以一名名牌售貨員為例，以往一個月月
薪高達3萬元，當中1萬元是底薪，即代表
三分之二收入來自佣金，但疫情下零售業
蕭條，從業員收入最少跌六成。
他指出，現時有四成業界從業員需
停薪留職，其餘六成僱員則是輪流放
無薪假，而這些措施將會無了期持
續。他又透露，部分僱主若非有政府
「保就業」計劃資助，相信早已關門
大吉。
受疫情影響，香港市民消費意慾低

迷，他相信情況會持續至明年上半年，
直至疫苗廣泛接種，以及旅遊業重新啟
動，「現在單靠本地消費者，只是塘水滾
塘魚。所以希望政府能夠盡快推出重

啟旅遊業的政策，包括健康碼、
旅遊氣泡等，協助旅遊業

的同時，也拯救零售
業。」

這個聖誕真太冷

香 港

新冠肺炎

確診個案昨

日再次「破

百 」 ， 再 多

109人染疫，累

計個案突破八千

大關，錄得8,078

宗確診，不明源頭

個案更多達42宗，

是第四波疫情以來最

多 。 疫 情 「 愈 爆 愈

有」，香港短時間內看

不到復常的曙光。

明日是一年一度的冬至，

周五則迎來聖誕佳節，原是各

行業的旺季，但在疫情陰霾

下 ， 食 肆 湧 現 訂 枱 「cut 單

潮」，商店拍烏蠅，市道慘淡，相

關從業員「吊鹽水」收入大減，被迫放

無薪假。有打工仔坦言：「放假放到驚，

無心情過節。」

有企業及工會均指，特區政府的防疫抗疫

基金也只是行業的「止痛藥」，要治本，必須依

靠特區政府採取果斷措施，堵塞所有防疫漏洞，以至

推行強制檢測，盡快達至「清零」。如此，香港經濟才有

望重上正軌，廣大打工仔才保得住飯碗。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文森

導遊無團出
轉行無保障

市道無好轉
追落後無望

旅遊業 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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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民勒緊荷包 只望保住份工

李太：今年唔食聖誕餐
我丈夫做飲食業，係家庭經濟支柱，但疫情下

最多放過半個月無薪假，我都要搵兼職幫補，十
幾年無做嘢，即使搵到啲散工，但同老公加埋嘅
收入都唔夠以前三分之二，唯有慳住
使，家庭開支減得就減，小
朋友啲興趣班都減少。以
往聖誕節都會慶祝，一
家人到酒店食自助餐，
今年就唔得，一方面限
聚令下都無得外出用膳，
另方面亦要勒緊荷包。

■■阿阿May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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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天打卦望天打卦

食客寥寥食客寥寥

景點冷清景點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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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業市道蕭條，不少商戶結業離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之前幾年啲節日我哋都好忙，無時間同
家人過節；今年放假放到驚，無心情做
節。」從事餐飲行業40年的葉先生，今年
冬至及聖誕節勢必因為晚市禁堂食，加上每
張枱限坐兩位客人，其工作的酒樓生意異常
冷清，員工被迫放無薪假，完全無興致與家
人慶祝節日。他無奈地說：「費事額外嘥
錢，節日都係咁過啫，過得一日得一日，仲
可以點呢？」

放假放到驚 半糧蝕車錢
葉先生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大

吐苦水：「我喺大型中式酒樓工作，每碟餸
講火候、趁熱食，唔似出面啲

茶餐廳仲可以做吓外賣。靠唔到外賣生意，
酒樓收入起碼比之前差一半，就算冬至聖誕
都未見到有好轉。」
他工作的酒樓鄰近工廠區，距離住宅區較

遠，所以現在限聚措施對生意影響更大，
「啲客人都未必可以喺六點之前趕到，我哋
只能營業半日，其間一張枱得兩個客坐，點
得幾多餸？所以酒樓賺唔到錢。」
酒樓無生意，老闆沒錢賺，員工只能被迫

放無薪假，「我家每日返得半日，咁就只
出半份糧，同埋每個月都要放十日無薪假，
本月仲放多一日無薪假，交通費都蝕埋。」
葉生先憶起往年冬至及聖誕，市民紛紛外
出慶祝，酒樓生意火爆，自己工作充實忙

碌，可以「開足工」。相比往年，今年顯得
異常清閒，「之前幾年啲節日我哋都好忙，
係搵錢高峰，想同家人過節都唔得。」
今年假期多了，但他已沒有閒情逸致過

節。「我都有諗過今年同屋企人慶祝吓，但
都冇呢個心情，而且仲要額外花費。費事額
外嘥錢，節日都係咁過啫，過得一日得一
日，仲可以點呢？」

酒樓現「撻訂」外賣難幫補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則表示，在

第四波疫情未爆發前，多間酒樓餐廳已接到
冬至和聖誕期間的訂枱，「當時好多都爆
場，業界仲以為可以攞個尾彩。」但隨着第

四波疫情爆發，政府進一步收緊限聚措施，
酒樓餐廳湧現「撻訂潮」，「有啲係客人自
己打電話嚟取消訂枱，有啲係餐廳驚限聚令
會一直延長，做唔到生意，主動要客人取
消。」
黃家和直言，疫情令市民過節的熱情下

降，不少市民，尤其年長者不願出門，年
輕人則選擇到私人場所開派對，不願惠顧
傳統餐廳。有酒店嘗試做聖誕餐外賣到會
生意，但考慮到外賣利潤較低，而且並非
所有客人都習慣外賣，最終打消念頭；有
酒店嘗試其他路線，例如外賣盆菜，但仍
走高檔路線，未必人人負擔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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