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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氣泡」計劃正式於今日開展，已接種疫
苗的市民可享較寬鬆的社交距離限制，員工打針
的有關處所營業限制也獲鬆綁，打針護己護人，
又能使經濟活動逐步回復正常，故商界也盡企業
社會責任，推出各種優惠催谷市民及員工打針：
有專門經營婚宴的酒樓集團，以 2,000 元「利
誘」員工打針，身體不適合打針的員工也獲得
500 元資助；商場及酒吧為已接種疫苗的顧客提
供優惠和禮遇，齊心合力助香港盡快達至群體免
疫，走出新冠肺炎疫情的陰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飲食業：已接種員工 每位派二千元

今天起，食肆將分為「ABCD」4類營運模式，
其中 C 和 D 類別食肆「獨享」最寬鬆的社交距離
限制，但前提是員工及客人已接種新冠疫苗。飲
食業界表示，五六成員工願意接種疫苗，當中專
門經營婚宴的譽宴集團，如果員工打齊兩劑滿14
天、客人最少打一針，宴會人數可放寬至最多
100人，每枱最多坐8人。
譽宴集團主席張家豪昨日表示，已經有七成員工
接種最少一劑新冠疫苗，公司向他們提供2,000元
以示鼓勵；其餘三成未打針員工，約三四十人，亦
已取得不宜接種的醫生證明，每人獲得500元體恤
資助，包括洗碗、傳菜等多個部門員工，大部分人
年紀老邁，有「三高」或其他長期病患。
張家豪說，員工都明白接種疫苗能保護自己及
顧客，集團提供獎金只是為了加快接種。對集團
之前曾被外界質疑「迫員工打針」，否則將被停
工，他強調，全體員工均支持防疫措施，無人因
拒絕遵守措施而要停工。
他表示，餐廳今日起會按「疫苗氣泡」計劃，
採用B類和C類混合運作，即最多6人一枱及堂食
至午夜12時。他預計，集團最快下月中可符合D
類食肆的要求，因為大部分員工要到5月中至5月
底方完成接種兩劑疫苗滿14天，但集團暫時不會
改為8人一枱和舉辦100人宴會，因為難以逐一詢
問宴會賓客有否接種疫苗，落實政府要求有困
難，但如食客預早通知已完成接種，公司會劃分8
人一枱的區域，安排合資格的員工服務。
張家豪預期，「疫苗氣泡」下的生意最多只能
回升至疫情前六成的水平。

酒樓 元鼓勵夥計接種 商場酒吧推已打針客人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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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豪預期，
「疫苗氣泡」
下的生意最多只能回
升至疫情前六成的水平。圖為食肆晚巿。
資料圖片

●「疫苗氣泡」計劃今日開展，已接種疫苗的市民可享較寬鬆的社交距離限制，員工打針
的有關處所營業限制也獲鬆綁，商界也盡企業社會責任，推出各種優惠催谷市民及員工打
針。圖為市民接種疫苗。
資料圖片

酒吧：送贈百元券 「針」對後生仔
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雋永昨日表示，
目前香港的疫苗接種率仍未符合預期，酒
吧業的顧客又以年輕一族居多，這年齡層
許多也未接種疫苗，但政府的「疫苗氣
泡」要求酒吧客人及員工均已接種至少一
劑疫苗，酒吧才能復業。為「谷針」求
存，協會今日開始將送出 100 元現金券予
已打針的客人使用，以吸引更多年輕人打
針後到酒吧消費救市。
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梁立仁
昨日表示，政府要求業界全部員工及客人
接種至少一劑疫苗才可有限度復業，復業
門檻甚高，「試問香港有幾多人已接種疫
苗？」他希望政府盡快啟動下一階段「疫
苗氣泡」計劃。
食環署署長楊碧筠則表示，新措施有效

信和集團昨日宣布，為減低新冠病毒的
傳播及市民受感染的風險，並鼓勵市民參
與「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攜
手帶動香港回復正常生活，重振經濟，集
團旗下三所商場推出「齊心抗疫感謝
賞」，提供現金券、咖啡券等禮遇供商場
的「S + REWARDS」會員換領，以示對已
接種新冠疫苗市民的謝意。
三所商場分別為屯門市廣場、奧海城及

高建鑾表示，麻將業已停業長達8
個月，對重開感到欣喜，盼生意額
能夠在 3 個月內逐步恢復至疫情前
的水平。目前，業內已經有七成業
界員工接種疫苗，還有部分正預約
接種，業界會配合政府，要求客人
使用「安心出行」，以及禁止在場
內飲食或吸煙，每桌相隔 1.5 米距
離，客人離開後均會消毒麻將及相

關用具等。
黎敏華表示，業界在停業期間面
臨結業危機，但由於政府已經不再發
牌，因此行家均為守住牌照硬撐，持
牌數目由 142 個減至 66 個，其位於
灣仔的分店去年剛完成裝修便被停
業，每月在零收入的情況下仍需花費
近60萬元，坦言停業期間很難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業界對「疫苗氣泡」表示歡迎並會全面配合。前排
左三為立法會議員邵家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她說，該店有九成員工已經接種
疫苗，部分有長期病患的員工亦已
經向公司申報豁免，改為每星期進
行檢測，並會安排他們從事後勤或
公司旗下其他部門工作。疫情期
間，有很多「無牌私竇」出現，相
信部分客人已經流失，只能盡做。
在麻將館任職侍應的黃家駒表

示，過去停業的日子十分艱辛，既
找不到工作，積蓄亦已經花盡，只
好靠炒散及借貸度日，對這次復工
感到欣喜。
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示，希望這
一次是業界最後一次停業，政府日
後不會再以一刀切的形式對各行業
下手，盡早讓經濟重回正軌。

專家：兩疫苗均不適接種概率僅1.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政
府推行「疫苗氣泡」，多個表列處
所若要配合措施，員工需接種疫
苗。食環署署長楊碧筠昨日表
示 ， 相 信 醫 生 可給予專業判斷，
評估員工是否適合接種疫苗。有醫
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亦指，若
市民對於自己是否適合接種疫苗有
疑問，普遍可以向家庭醫生查詢，
科興及復必泰兩款疫苗同時均不適
合接種的概率微乎其微。
食環署署長楊碧筠昨日在電台節
目指，如果有合理健康理由，處所員

工可以定期檢測替代打針，但要提交
醫生證明。她相信醫生可給予專業判
斷，評估員工是否適合接種。不過，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
良昨日則在電台節目表示，要簡單證
明市民是否可接種疫苗不易，認為容
易出現醫療爭拗及投訴。

籲先向家庭醫生諮詢
香港文匯報就此查詢其他專家意
見，「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哲玄表
示，絕大部分市民可以向家庭醫生諮
詢是否適合接種疫苗，因為家庭醫生

對於其病史最為了解。不過，近期完
成手術的市民須同時諮詢手術醫生，
若正服用抗排斥、抗癌等會影響免疫
系統的藥物，則需要向免疫學或風濕
學專家尋求意見。
林哲玄表示，兩種疫苗均有不同
指引，衞生署會定期向參與疫苗計
劃或已登記基層醫生名錄的醫生發
出疫苗最新資訊，因此家庭醫生亦
能跟進疫苗情況發展。事實上，就
不適合接種疫苗開出醫生紙實屬先
河，但並不出奇，醫生紙內容主要
是解釋應診者接受檢查後證實對疫

●香港酒吧業協會今起將送出 100 元現金
券予已打針的客人使用。圖為中環蘭桂坊
食肆。
資料圖片

苗成分過敏，或慢性疾病未穩定
等，因此不適合或暫時未合適接種
疫苗。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
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科興及復必
泰兩種疫苗均不適合接種的概率只
有 1.5%，形容是「微乎其微」，主
要包括病情不穩定、病情嚴重的長
者等。他建議政府應通過數據澄清
疫苗安全性，讓市民清晰了解疫苗
相關資訊，並通過身邊越來越多人
接種降低他們的恐懼，讓他們逐漸
接受接種疫苗。

荃新天地，「S + REWARDS」會員可於即
日起至 5 月 31 日到商場的禮賓處，出示新
冠疫苗接種記錄，紙本針卡或電子針卡，
即可免費換領獎賞禮遇。
每位會員於推廣期內只限換領各禮遇一
次。每日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S 現金券」適用於信和集團旗下的屯門市
廣場、奧海城、荃新天地及中港城逾百間商
戶，顧客可於今年6月30日前使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疫情造成全球航空
業癱瘓，去年裁員重組的國泰航空，昨日再推出自
願離職計劃，旗下機場人員可在 5 月 12 日前申請參
與，獲批准的員工將根據年資，最多可獲得等值 6
個月底薪的特惠金補償。業界普遍認為補償不具吸
引力，促資方加碼。有傳聞指國泰未來有計劃再度
裁員，或推出其他節流措施，有員工憂前景無望，
計劃離職。
國泰航空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由於
全球各國持續實施嚴格的旅遊限制與檢疫政策，疫
情以來只能維持基本航班運作，儘管近期當局稍微
放寬限制，國泰亦大幅縮減航班，但經營環境持續
嚴峻，預計短中期內不會有明顯改善。因應部分員
工要求，國泰向所有普通員工開放自願離職申請，
並將向獲批准的員工提供適當補償。

國泰推自願離職 工會批「雞肋」促加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已停
業逾半年的麻將業、酒吧、夜總會
等處所今天起可以有條件復業。港
九麻雀商會主席高建鑾昨日表示，
業界歡迎並全面配合「疫苗氣
泡」，目前逾七成員工已經接種疫
苗。濠江麻雀娛樂公司負責人黎敏
華則表示，公司已經有九成員工接
種疫苗，未能接種者將安排至後勤
崗位或公司其他部門工作。
●麻將枱之間設有透明膠簾分隔。

期截至下月 12 日，政府會每隔一段時間，
按市民反應及實際情況，決定是否需要調
整，而政府會盡快公布處所員工不宜接種
的具體豁免細節。

商場：會員晒針卡 即獲現金券

麻將館復業嚴抗疫 逾七成員工已打針

已安排未接種者調後勤

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

最高獲 6 個月薪金補貼

國泰向員工發出的信件顯示，申請離職的員工最後
上班日為5月31日，可獲得的補貼按今年4月基本薪
金水平，乘以年資後再乘以三分之二，最少不低於2
個月基本薪金，最多不可超出6個月。經計算，員工
要獲得最高 6 個月的薪金補貼，需要 9 年或以上年
資。此外，國泰亦會為有關員工提供多一個月的醫療
保障，及機票優惠等。是次計劃不僅面向機師、機艙
服務員等前線員工，亦包括子公司負責膳食的後勤員
工等，惟退休前3年人士及臨時工不能參與。
此前有工會透露，國泰或在 6 月再度裁員，亦有
傳聞指資方或推出員工帶薪假計劃，員工若放 9 個
月無薪假即可享一個月工資，放無薪假 12 個月者
可享有兩個月工資，推行時間有待公布。
香港機場地勤服務職工會主席李永富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表示，不少工友不看好航空業前景，
自年前開始考慮「出走」，這次計劃的補償讓他們
有時間緩衝，但也有工友對賠償金額並不滿意，惟
擔憂會再次裁員，仍考慮參與是次計劃。

料吸引年資短有離心員工

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秘書長葉偉明形容是
次計劃於工友而言不是「肥雞」，而是「雞肋」，
促請資方加碼，「以地勤人員為例，疫情前，底薪
加上津貼和加班費，每月可有1.8萬元至2.2萬元收
入，其中底薪在9,000元上下，不到二分之一，加上
不少員工4月被放無薪假，底薪削減，即使攞盡6個
月也只有四五萬元。計劃或吸引部分年資短且正好
有出走想法的員工，但估計參與人數不會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