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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本港失業人數高達 24 萬，達到 16 年高位，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示，即使疫情半
年內因有疫苗而緩和，失業率也不會短時間
內回落，預測失業率會突破 7%。連勞福局都
看到失業率不會在短期內回落，更顯示設立
失業援助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所謂設立失業援助金將扭曲僱員僱主關
係，僱主或會解僱部分僱員，以換取留下的
員工不用放無薪假，或者僱員為取得援助金
而要求僱主辭退，以及失業援助金易造成不
公，設立失業保險制度，需即時叫停取消強
積金對沖。這些說法都難以成立，更予人以
偏概全、因噎廢食的觀感，是為了拒絕設立
失業援助金而堆砌理由。
失業人士朝不保夕、風餐露宿，情況日益
嚴重，這與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形象不相
符，要求政府設立短期的緊急失業援助金，
已成為包括工商界在內的立法會、社會各界
的普遍共識。有政黨計算過，失業援助金不
是天文數字，以 24 萬失業人士計算，每人每
月 6,000 元，為期半年需要 88 億元，與政府推
出多輪的「保就業計劃」相比非常少。
短期失業援助金，協助失業人士渡過難
關，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不能袖手旁觀。只
要政府訂明有關資助屬短期的「救命錢」，
在疫情受控後將取消結束，相信社會完全接
受，不存在「易推難收」、構成長期負擔的
問題。政府應突破思維框框，積極回應社會
對失業援助金的迫切訴求，不要讓失業人士
救助無門的情況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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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度財政預算案下周公布，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昨日預計，今年赤字有 3,000 億元，是
歷史新高，並市民不要對「加糖」有太大
期望。在新冠疫情打擊下，本港經濟遭受重
創，政府庫房承受巨大財赤壓力，此時要求
政府大手「派糖」並不現實，紓困效果亦不
好，但政府應急民所急，順應民意，推出短
期失業援助金，專責部門更不能一再以似是
而非的理由堅拒設失業援助金，而應體恤民
情民苦，想方設法、排除萬難為失業人士提
供必要支援，以解「彈盡糧絕」的燃眉之
急。
每年預算案，政府在差餉、稅務都有不同
程度的減免，以回應坊間照顧市民和企業的
訴求，去年全民派發一萬元、動用 700 多億
元，更是典型例子。但是，今非昔比，受持
續一年有多的新冠疫情困擾，本港百業蕭
條，結業潮、裁員潮此起彼落，企業、市民
苦不堪言。自去年 2 月開始，政府實施一系列
包括防疫抗疫基金的經濟紓困措施，涉及總
額超過 3,000 億元，財政儲備降至 8,000 多億
元。政府已一再強調，要保留「彈藥」，以
備不時之需。此次財爺預告，不要對「加
糖」抱太大期望，亦是向市民做預期管理。
對於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派
錢，中大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坦言，即使
上一次政府派錢，市民也是把這筆款項儲
起，對提振消費並無太大作用，不太建議政
府再次推出一次性派錢措施。
其實，受疫情影響最大的是失業人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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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派糖」不現實 失業援助不能無

抹黑「安心出行」阻抗疫行為可恥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截至前晚 8
時，「安心出行」程式的累計下載次數已
超過 70 萬。市民安裝、掃描「安心出行」
程式，可有效追蹤密切接觸者，亦是政府
有條件放寬餐飲等處所限聚令的前提，目
前下載數不到居民人數十分之一，難有效
發揮個案追蹤功能，為此政府既要提供誘
因鼓勵下載掃描，更需準備以強制手段推
行「安心出行」。攬炒派無視事實，煽動
市民拒用「安心出行」，以政治化手段阻
撓抗疫，做法可恥。市民要明白，抗疫清
零人人有責，用足用好抗疫措施，才能早
日恢復正常工作生活秩序。
政府決定初七起有條件放寬對餐飲及表
列處所限制，但規定市民進入有關場所
時，須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這是政
府平衡抗疫和經濟重啟的雙贏安排。應該
看到，要使「安心出行」充分發揮追蹤功
能，需要足夠多的市民下載和使用該程
式。
目前政府正與香港大學等合作，讓「安
心出行」可自動感應、自動記錄使用者進
出，以方便更多市民使用，政府可進一步
提供政策誘因，鼓勵餐飲等營商處所，如
同目前監督市民量體溫才准進入一樣，監
督市民掃描「安心出行」才可進入；對政
府處所、運動場地等，則嚴格執行強制掃
描政策，多管齊下促使更多市民使用「安
心出行」，發揮科技抗疫效能。
擴大「安心出行」使用規模，加大追蹤

力度，這是控疫的必要手段。但攬炒派政
客藉機大肆抹黑，聲稱「安心出行」二維
碼會犧牲個人自由、權利、隱私，「黃
店」會被清算，煽動食肆及其他處所拒
貼、煽惑市民拒用「安心出行」二維碼。
對於攬炒派的抹黑，資訊科技界紛紛站
出來直斥其非。數碼港董事楊全盛指出，
「安心出行」毋須填寫個人資料，不存在
個人私隱被洩問題，掃描記錄也只留在自
己的手機內；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冼迪雄
表示，「安心出行」是在抗疫及出行之間
取得平衡，市民到貼有「安心出行」二維
碼處所時，用手機程式掃描，有關記錄只
存在自己手機內，不會轉到大數據的伺服
器上，行程只有當事人才知，不涉及私隱
被侵犯的問題。
本港多位政界人士亦指出，攬炒派以政
治掛帥，無視事實，煽動市民拒用「安心
出行」，阻礙抗疫工作，令市民難以恢復
正常生活，根本逆民意而為。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葛珮帆表示，攬炒派區議員為爭政
治本錢，凡事以政治掛帥，不顧市民死
活，沒有資格擔任區議員；立法會批發及
零售業界邵家輝表示，現時業界正陷於困
難之中，呼籲攬炒派放下成見向前看，讓
社會盡快回復正常。
事實擺在眼前，將「安心出行」污名
化、政治化，妨礙抗疫，受苦的是市民，
市民必須堅定支持有利抗疫的措施，不受
攬炒派誤導唆擺。

跨年對住口水 默默守護香江
實驗室新春無休 檢測員留守抗疫甘願少陪家人
今個農曆新年，香港在新冠



肺炎疫情中度過。雖然喜慶

(

氣氛不及以往，但近日確
診數字稍微回落，香港市

民還是能夠在假日緩一緩氣，謹慎而不緊張地享受片刻愉悅。在
這安寧的背後，一眾負責檢測的實驗室人員在默默耕耘，每日從
眾多唾液樣本中追蹤並揪出新冠病毒，幫助守護港人健康。香港文
匯報在跨年期間訪問了多名支援檢測的生物科技人員，他們不約而
同表示，甘願犧牲春節與家人相處的寶貴時光，亦要為香港盡心盡力、
協助抗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在這場「戰疫」中，相達生物科技與安
球醫學化驗所合作承辦了位於荔景的
社區檢測中心，以及麗晶花園、瑪嘉烈醫
院等多個流動檢測站。香港文匯報近日訪
問兩所公司的工作人員，了解他們跨年工
作的心路歷程。

「我們沒理由獨善其身」
除夕當日，相達生物科技產品管理總監
鄭國健為了即將運作的流動檢測站作準
備，只能延遲和家人食團年飯的時間，
「其實今年工作的心情也挺矛盾的，原以
為新冠疫情有如 2003 年沙士般一兩個月就
過去了，但病毒影響的範圍越來越廣，市
面都變得異常安靜。」他續說：「但我覺
得目前最重要的是清零，我們沒理由獨善
其身，這小小的犧牲也是應該的。」
安球醫學化驗所化驗室經理鍾金安表
示，今年大年三十到年初三都要上班，在
外人看來似乎非常苛刻的工作，但對於實
驗室人員來說，原來只是「常態」。他笑
說：「我們實驗室是年中無休的！但今年
的工作量更多、更具挑戰，所以我們也慢
慢增加人手，現在大家似乎也習慣了。」
他指出，實驗室人員在團隊中擔當着支
援的角色，「我們會有同事在荔景的社區
檢測中心幫忙進行快速測試，也會在實驗

室內進行核酸檢測。」至於早前政府進行
的圍封工作，其所屬團隊也有幫忙通宵參
與。

疫下停外遊 拜年靠視像
他提到，如同大多數港人一樣，自己以
往過年都會計劃去旅行、到親戚家拜年，
今年的原有計劃只能統統取消。「我們今
年盡量少見面，甚至只用 Zoom 跟親戚拜
年！」在新春期間仍努力工作的他說：
「我們希望為香港抗疫盡一分力，達至清
零的目標！」
在實驗室負責化驗工作的Fin坦言：「我
在實驗室工作了一段時間，對於輪更工作
其實並不陌生。」Fin 提到，往年的春節都
能在家裏過，但今年除了年初一外，春節
期間都要上班，「以往上班只是單純『上
班』，但今年上班的責任感似乎更大一
點。」
「雖然醫療行業面對的都是病毒及細菌，
但我們在實驗室工作會依循一定的規格、步
驟，也不會特別害怕病毒。我們很多同事都
有參與流動採樣站的工作，雖然我們不是前
線人員，但也在後勤一起努力着！」Fin 笑
言，今年最可惜的就是無法去拜年，「那我
們只能在實驗室內和同事說『新年快樂』，
希望彼此都能夠身體健康！」

▲鍾金安（左）及鄭國健
（右）表示，現時最重要是
助香港清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在新春期間，實驗人員仍
要埋頭苦幹，揪出並追蹤新
冠病毒的蹤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統籌圍封物資 簡化程序免苦等


為盡早圍堵新冠病
毒，政府早前推行數次
圍封行動，限制高危
「受限區域」的人出
入，直至所有人檢測結
果為陰性。有份參與圍

●鄭國健指，其團隊不斷想方法將程序簡
化，縮減市民等候時間。
資料圖片

封統籌物資物流的相達生物科技產品管
理總監鄭國健笑言，這些日子工作量大
增，「過去一個月就像做了兩個月的工
作」，過程中亦遇上不少困難，但仍希
望為香港盡一分綿力，協助盡早實現清
零目標。
在圍封行動中，鄭國健有份負責統籌聯
繫、物資物流、人手分配等程序。他分享
道，圍封通常在晚上進行，為免消息洩
露，即使是參與者也是於行動開始前不久
才獲通知，而收到指示後他會親自到現場
觀察社區情況、拍照，並和相關政府部門
聯繫，團隊則需要在兩個小時內準備好裝
備、物資、車隊、人手等。他笑言：「我
在現場不作聲，佯裝到處看看，待警察開
始圍封，我們就開始工作。」

談到現場工作，鄭國健表示，其團隊不
斷想方法將程序簡化、加速，例如民政事
務處會預先將表格先上門派發給每位居
民，讓他們先填好個人資料，省卻現場逐
一輸入姓名、電話等個人資料程序，大大
縮減等候時間，「傳媒拍到的也許就是我
們將檢測包交給居民，但其實過程中我們
想了很多方法，令居民毋須大排長龍。」
雖然抗疫工作非常有意義，但並非所
有人能持續犧牲個人時間，「有時候需
要更多人負責物流運輸工作，哪怕我們
出了『三工』（三倍工資）都沒人願意
上班呢！」鄭國健直言：「大家其實都
需要休息，也需要有時間陪伴家人，有
時候錢也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預約社區檢測爆滿 食衞局籲勿
「一窩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食肆晚市堂
食有望最快年初七（周四）放寬，美容按
摩院、戲院、健身中心等處所亦有機會
「解封」，不過，政府要求有關處所及食
肆員工須於重開及放寬堂食前後 7 天進行
病毒檢測，故近日有食肆等員工紛紛上網
預約，令社區檢測中心名額爆滿。食物及
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表示，檢測時間共有
14 天，相關者毋須「一窩蜂」於近日檢

測，社區檢測中心現階段不會延長服務時
間，但衞生署及醫管局今日則會延長收樽
時間。
重開處所及食肆員工紛紛預約檢測，引
致網上預約系統爆滿。截至昨日下午 5
時，社區檢測中心網上預約系統顯示，所
有檢測中心今日預約名額已滿，明日（年
初五）亦只有馬鞍山體育館於下午時段有
餘額，其餘 18 間中心最快到周三（年初

六）才有時段可預約。
當中以元朗區預約爆滿情況最嚴重，區
內兩間檢測中心均要等到周四（年初七）
才有預約名額。屯門兆麟社區會堂、鰂魚
涌社區會堂、白田社區會堂、荃灣蕙荃體
育館亦要到初七才有預約時段。
昨日，流動檢測站亦出現排隊人龍，旺
角麥花臣流動檢測站早上 10 時開始運作
時，已有多人排隊，平均需花一小時才完

成檢測。
徐德義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政
府放寬措施要求，處所重開及食肆晚市
恢復前 7 天或後 7 天都可安排員工檢測，
相關者毋須「一窩蜂」於近日檢測，並
指社區檢測中心現階段不會延長服務時
間。

衞署醫局延收樽時間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
獻則表示，為方便市民交還病毒樣本樽，
今日 9 間普通科門診會延長樣本瓶回收時
間，於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以及下午 2 時
至 3 時開放。周二（16 日）起醫管局所有
門診診所將回復正常服務時間。
衞生署轄下 13 間診所亦因應樣本收集量
增加，今日將延長收樽時間為上午 9 時至
下午1時、下午2時至3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