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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第四波疫情影響，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舉辦的工展會昨日起以線上形式舉辦，為期31

天，至明年1月20日。這是廠商會首次舉辦「網

上工展會」，吸引160間參展商參與，提供不同

優惠予市民選購。於每日早上11時推出低至「1

元」或「一折」的搶購產品，亦於不同時段推出五

五折商品，讓市民安坐家中盡情購物。廠商會

會長吳宏斌透露，擬於明年復活節在維園舉辦

「工展復活嘉年華」，為零售業界提供銷售渠

道，助中小企渡過經營難關。

網上工展會「一蚊貨」吸客
160展商參與 每朝11時推一折商品吸掃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第四波
疫情嚴重，多個團體昨日分別到政府總部
請願，要求第四輪「防疫抗疫基金」加碼
支持打工仔，並須公平及優化申請機制，
做到補漏拾遺的效果。
工聯會服務業總工會屬會商業機構及家

居服務從業員協會、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
員總會及香港推拿理療專業人員總會昨早
到政府總部外請願。工會代表指，政府之
前推出的「防疫抗疫基金」以僱主為主，
但家務助理、美容業界及推拿業人員多為
自僱人士，甚至沒有強積金戶口，未能受
惠於過去三輪「防疫抗疫基金」，可見政
府忽略一眾受疫情影響而水深火熱的打工
仔。就此，工會促請政府即時向沒有強積
金戶口的自僱人士發放一次性7,500元津
貼，並推出每月上限9,000元的失業或停
工現金津貼，為期半年。

工聯會：必須做到補漏拾遺
工聯會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昨日亦聯

同香港健體專業人員總會到政府總部外請

願。他們表示，現時康體運動業界再次停
擺，業界失業率高達99%，要求政府優化
第四輪「防疫抗疫基金」的申請要求，容
許健身或體育教練以出糧記錄或教練證書
等證明合資格申請，同時必須做到補漏拾
遺，增加康體業界的緊急失業生活援助津
貼。
另外，香港建造業總工會亦向政府請

願，指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的 64億元
只支援服務性行業，沒有理會建造業工人
的苦況，未能拯救建造業工人於水深火熱
之中。工會強烈要求政府重新審視現時失
業情況，將建造行業納入受疫情嚴重打擊
的行業，向失業的建造工人提供即時援助
金，以解他們的燃眉之急。
同時，工會也期望政府盡快加推舊區重

建的工程，全面推行公共屋邨改善工程。
再者，政府亦要推出「公眾衞生間和各區
行人路翻新工程」、「獨居長者家居維修
工程」、「公共屋邨喉管檢查及更換工
程」等多項短期合約工程，一來可以創造
就業職位，二來亦可讓居民安心。

此次「網上工展會」共設六個展區，包
括「香港品牌廣場區」、「食品飲料

區」、「糧油麵食區」、「蔘茸海味湯料
區」、「生活家居區」及「美容保健區」，
以虛擬技術呈現出實體工展會的原貌，並與
兩 大 網 購 平 台－中旅 巴 士 商 城 及
SHOPLINE合作，讓本港及內地的消費者
都能夠輕鬆購物。
展期期間，大會於每天早上11時推出低至
「1元」或「一折」的商品供市民搶購，參
展商亦將於5個優惠時段，包括開幕日超值
賞（12月21日至23日）、聖誕快閃購（12
月24日至30日）、至激優惠迎新年（12月

31日至明年1月6日）、工展激抵精選（明
年1月7日至13日）、必買新春年貨（明年1
月14日至20日）推出五五折以下超值產品。
首2,000名用戶購物滿500元，即送金鳳

泰國頂級茉莉香米一包（價值25元）；若
購物滿800元，可享免運費及其他不同優
惠，方便市民安心坐家掃貨。此外，每逢周
六市民亦可觀看「網上工展超值購」直播節
目，發掘至筍產品和優惠，以及參與有獎互
動遊戲，贏取總值3萬元的豐富禮品。
今年「網上工展會」亦成為各大電子支付

服務供應商的決戰場地，顧客憑轉數快
（FPS）或PayMe付款，即可享受購物滿

1,200元減 10元、滿1,500元減 20元的優
惠。

吳宏斌：助展商數碼化升級
廠商會會長吳宏斌昨日在發布會上表示，

「網上工展會」正逐漸成為零售和消費的新
趨勢，相信可以推動一些以往並無電商經驗
的展商，盡快實踐數碼化升級。他續說，過
去兩年本港盛行網上銷售，工展會早已萌生
網上平台的構思，惟今年因場地問題而要取
消實體工展會，為任內帶來遺憾，「無論幾
咁努力，幾咁嚴謹嘅防疫措施，亦都敵唔過
來勢洶洶嘅新冠肺炎疫情。」

他透露，工展會不會輕言放棄，正積極與
政府協商，擬於明年復活節黃金檔期，復辦
為期16天至17天的「工展復活嘉年華」，
為零售業界提供銷售渠道。

展商盼「網展」吸青年消費
廠商會第二副會長兼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主席

徐晉暉介紹，今年「網上工展會」參展商由去
年的323個減至160個，相信是因為取消熟食
區域及不可於現場試食，令食品參展商大減。
他期望在網購新常態的帶動下，「網上工

展會」能協助港商把握電子貿易的商機，提
升生意額。

主售花旗蔘茶的美國太子行銷售部經理陳
泰龍表示，大部分產品於「網上工展會」以
八五折出售，又按市場需求，首次推出自家
品牌的泰式奶茶沖劑及代理的海外品牌辣味
糖。他指，由於是首次線上形式參展，現時
無法評估銷售業績，惟盡力以新購物方式吸
引更多年輕人。
日本禮盒進口商晶晶—科確（香港）食品

有限公司董事紀家麟表示，他們為顧客挑選了
逾二十款日本禮盒及台灣手信，並以八折優惠
出售。他說，公司早前把產品放於其他網購平
台，但銷情較實體銷售弱，預計今年聖誕及新
年的整體生意額，只有往年的六七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昨日經過7小時的審議，以
32票贊成、1票反對、3票棄權下，通過
約64億元的第四輪防疫抗疫基金撥款，
以支援受限聚令影響的處所，包括食
肆、酒吧、電影院、美容院、派對房間
及健身中心等，但並無關於「保就業」
計劃的資助。政府方面認為整個支援是
精準、具規模和針對性，多名建制派議
員則不同意有關說法，認為政府長遠應
下定決心抗疫，不能只靠派錢「續
命」。

周浩鼎倡推全民強檢
民建聯議員周浩鼎表示，若香港一直
無法「清零」將難以重啟經濟，建議政
府推行不超過三四天的「禁足令」，並
盡快推行全民強制檢測。
商界（第二）議員、建制派「班長」
廖長江表示，原則上支持撥款，但長遠
下來不能靠政府派錢「續命」，形容現

時支援措施是「治標不治本」，最重要
還是成功控制疫情，認為政府應改變過
往張弛有度的抗疫方式，加大力度防
疫。
立法會紡織及製衣界議員、自由黨黨

魁鍾國斌質疑政府的防疫措施，指不少
行業無出現確診個案卻被勒令停業，認
為政府若想規管人流應直接實行「禁足
令」，否則只須容許有關行業繼續營
運，政府便不用提供資助。

麥美娟促設抗疫措施指標
會上除了「熱血公民」議員鄭松泰投
反對票，工聯會議員麥美娟、郭偉强及
陸頌雄亦在表決中投棄權票。麥美娟批
評政府一直不願推行臨時失業援助金，
致現時出現很多被遺漏的群組。她要求
政府為現行抗疫措施設下指標，若現行
措施不奏效就應加強力度，例如要求全
體公務員強制檢測等。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本輪措施推

行較急，承認本輪援助仍有很多漏網之
魚，但強調限於目前的財政狀況，政府
只會集中支援被勒令停業的行業。
他續說，政府每次關閉某一行業處所

都是痛苦的決定，明白業界百分百遵守
防疫措施，但基於人流仍然很多，必須
忍痛制止，又指會與財政司司長商討有
關強積金的安排，檢視在長遠退休保障
之間是否有緩衝空間。

團體促基金加碼撐打工仔「防疫基金4.0」64億撥款通過

■立法會財委會會議通過約64億元的第
四輪防疫抗疫基金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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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香港政黨主席論壇」上，多個政黨
領袖就政府的防疫抗疫、支援打工仔等問題
建言獻策。本港要應對好疫情防控、紓解民
困和重振經濟的嚴峻挑戰，關鍵是政府要以
創新思維處理問題、克服困難。社會各界要
求推行全民檢測的呼聲越來越大，漸成共
識，政府應突破慣性思維，擺脫路徑依賴，
在做好「外防輸入」的同時，積極着手落實
全民檢測，真正實現「清零」目標；紓困救
急也需要創新辦法、靈活調度、運用各種公
共資源，切實解中小企、市民的燃眉之急。

英國出現病毒變種重大危機，疫情告急，
政府昨日宣布由今日零時起對所有過去 14
天曾於英國逗留超過兩小時的人士，禁止登
上飛抵香港的航班，直至另行通告為止。政
府此次作出單向「斷航」的決定，比以往快
速果斷，一定程度上顯示抗疫思維有所轉
變。這是市民一向期待的。本港經歷四波疫
情，一波比一波嚴重，反映的正是政府防疫
措施推出不迅速、落實不到位、不徹底。現
在市民和各行各業因疫情「難斷尾」吃盡苦
頭，要求推行全民檢測、實現「清零」的呼
聲越來越大，政府不應再抱持一貫思維，不
能再以「本港與內地制度不同」怠對社會訴
求。

俗話說：「窮則變、變則通。」面對疫情
持續不斷，對公眾安全健康的威脅有增無
減，連英國也實施前所未有的「封城」措
施，特區政府亦須打破常規，防疫、紓困工
作需因應實際情況的變化而調整改善，提升
成效。

控疫方面，首先要真正下決心以「清零」

為目標，不能再停留於口頭。現在就應着手
研究、籌備，在這一波疫情緩和之後，馬上
推行全民檢測；其次，要改變政府現有的防
疫控疫運作模式，充分調動各部門的資源實
現「聯防聯控」，例如日前被詬病的密切接
觸者等送檢「等到死」的問題，反映單憑衞
生署一個部門之力，每日要安排數以百計市
民接受檢疫，勢必疲於奔命，甚至出現重大
紕漏。昨日積壓的等待送檢人士已基本清
理，充分說明只要積極打破部門隔閡並協調
合作，完全有能力將抗疫措施落實到位。

政府的紓困措施同樣需要積極求變。立法
會昨日通過新一輪共 64 億元的防疫抗疫基
金，但多位建制派議員質疑，很多受疫情嚴
重打擊的行業均沒有得到支援。政府總是以
資源有限為由，不願意加大紓困力度，但不
同政黨的人士指出，政府可動用來救急的資
源，並非只有財政儲備，外匯儲備、土地基
金都是公共資源，均由政府掌握，必要時可
以靈活運用，以解燃眉之急。民建聯主席李
慧琼指出，政府如果推出資助僱員的短期失
業援助金，每人派發 6,000 元，以 6 個月為
限，預計25萬人受惠，預算不過90億元，
卻可幫助打工仔渡過難關。只要政府說明有
關資助屬一次性的「救命錢」，在疫情受控
後立即結束，相信社會完全接受，也不會對
政府財政構成長遠的沉重負擔。

本港疫情持續近一年，當中有不少教訓，
政府是時候認真吸取內地及其他地方成功控
疫的經驗，積極改變施政思維，展現在特殊
時期打硬仗的決心和能力，帶領全港市民同
心抗疫，早日重啟經濟民生。

以創新思維做好控疫紓困工作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

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
展格局」，其中，「需求側管理」這一新的概
念，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列。發揮國內
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激活、培育新需求，確
保構建雙循環發展新格局打下扎實基礎，為經
濟增長提供穩定而強勁的內生動力，這不僅是
中國來年經濟工作的主基調之一，更成為未來
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向。香港在以消費帶動增長
方面具有豐富經驗，與國際市場高度接軌，可
在國家構建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中大展身
手，從中捕獲巨大商機。

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需求銳減而且嚴重
失衡，短期內難以復甦，是全球經濟面臨的最
大困境；美國等西方霸權打壓，中國經濟更面
臨嚴峻複雜的挑戰。在此大背景下，此次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不僅強調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
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
格局，而且指出，「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打通堵點，
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
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
水平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
能。」這是中央在「雙循環」大戰略下作出的
更加具體的重要部署。在此次會議部署的八項
重點任務中，「擴大內需」被排在僅次於科技
創新和產業鏈升級之後，顯示龐大的內需市場
作為中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內生動力，是構建
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

目前，中國已經在14億人口中培育出4億多
中等收入群體，形成了龐大的消費市場；西方

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
的社會最穩定，也是消費能力最強的社會；從
世界發展歷史來看，伴隨經濟水平不斷提升，
經濟增長必然從以投資驅動為主向消費驅動轉
變。在全球供應鏈收縮、重構的背景下，「需
求側改革」激發中國內需活力，正當其時，既
是必然也是必須。

此次會議提出擴大消費的長期方案，即促進
就業，完善社保，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擴大中
等收入群體；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13部
門出台《近期擴內需促消費的工作方案》，推
動經濟供需循環暢通，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
場；《工作方案》共分四大方面、19條具體措
施，覆蓋了線上消費、服務消費、實物消費等
消費重點領域，可視為刺激消費的短期措施。

中央通過完善分配制度、鼓勵重點商品消
費、改善消費環境等方式提振居民消費；多措
並舉擴大消費供給、創新消費模式、加強配套
基礎設施建設，以此實現供給創造消費，把實
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
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
造新需求。當中商機可謂非常巨大。

香港是國際金融、商貿中心，以服務業作為
經濟支柱，香港企業在提供優質服務、創造需
求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同時香港與國際市場緊
密聯繫，國際知名消費品牌長期以香港作為進
軍內地的橋頭堡，國家構建「需求牽引供給、
供給創造需求」發展新格局，香港正好發揮所
長、貢獻國家所需，積極從國家經濟發展新形
態中捕捉機遇，實現企業和香港自身的增量發
展。

供給需求改革結合 香港可獲巨大商機
──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啟示意義系列社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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