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

A2

第三屆中國金融創新發展論壇舉辦
中國對全球資金吸引力不減

本港疫情稍緩確診降至個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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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基金 5.0 下周可申請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
本港第五波疫情仍未完全受控，特區
政府昨公布，現行社交距離措施將再
延長 14 日至 2 月 3 日（農曆年初三），
多項大型活動包括年宵花市等都會取
消。同時，又公布推出總額 35.7 億元
的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詳情，對象為
受新一輪收緊社交距離措施直接影響
的處所及人士，包括食肆、美容院、
健身中心、註冊體育教練、個人藝術
從業者等，以及長期處於 「冰封」 狀
態的行業如旅遊業和跨境客運業。部
分資助措施下周開始接受申請，爭取
農曆新年前後發放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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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籲保持信心「通關有期」
昨日傍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布最新疫情評估
指，目前本港疫情仍未受控，爆發風險仍然存在，原
定 1 月 7 日到 20 日適用的一系列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將
延長 14 日至下月 3 日，即年初三，包括食肆下午 6 時
起禁堂食、健身中心等 15 類表列處所須繼續關閉。另
外，農曆新年期間，所有大型活動須取消，包括配合
農曆新年的年宵花市、新春市場、旅發局安排的新春
活動等。外防輸入方面，英、美、澳洲等 8 個國家實
施地區性航班熔斷機制亦會延長到 2 月 4 日。
林鄭表示，除非年初四前疫情出現明顯逆轉，或者
有社區爆發，否則屆時將逐步放寬受規限處所營業限
制，到時亦會提早實施原定下月 24 日才擴大的 「疫苗
氣泡」，即到訪人士須提早打針，受限處所才可獲放
寬規限。她說，過去一周與輸入個案關連的個案由 17
宗升至 42 宗，有 1 宗超市理貨員確診未找到源頭令人
關注，至今進行 110 萬次檢測、向超過 460 個地點發
出強檢通告，圍封 30 次大廈強檢，逾 4700 人安排檢
疫。對於市民過程遇到不愉快體驗或輪候時間長，她
代表特區政府致歉。
在通關問題上，林鄭強調政府過去與內地就通關
進行了大量準備工作，不會因暫時未能通關而浪
費，呼籲市民要保持信心，共同努力創造通關條

林鄭月娥昨公布逾 35 億元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詳情，並宣布現行社交距離措施再延長兩周。 記者 崔俊良攝
件。她指，中央及有關部門滿意香港為通關作出的
安排，只要阻斷 Omicron 傳播，做到一段時間本土無
源頭不明個案，那就通關有期。

第五輪基金總承擔額 35.7 億
於政府總部舉行的記者會另一焦點是：政府推出第
五輪防疫抗疫基金，總承擔額約 35.7 億元，最快下周
可接受申請，預料於農曆新年後可以陸續開始發放。
林鄭表示，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在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公布後一周便推出，形容是 「有史以來最快」，基金
對象為受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影響的行業，包括食肆、
美容院、健身中心、註冊體育教練及個人藝術從業者
等，以及至今仍未恢復與海外人員來往、長期處於
「冰封」狀態的旅遊業及跨境客運等行業。
處所及個人發放的資助資格將會以第四輪防疫抗疫
基金作為藍本，並採用精簡程序，處所資助額會是第
四輪的一半，而個人資助額是第四輪的三分之二，其
中餐飲處所，按持牌處所面積，不超過 100 平方米可
獲 5 萬元，200 平方米則獲 10 萬元，如此類推。此

外，新一輪基金又新增針對受取消年宵市場及美食嘉
年華影響商戶的支援措施，年宵市場商戶獲持牌費用
的一半作為津貼，美食嘉年華商戶則獲一筆過定額津
貼。
康文署公布，合資格桌球館、公眾保齡球場及公眾
溜冰場的持牌人，可向康文署轄下的牌照及檢控小組
遞交申請，本月 31 日截止，康文署收到填妥的申請表
格及相關文件後，在截止申請日期約 2 星期後分批發
放津貼。民政事務總署公布，第五輪基金下，會址、
遊戲機中心以及麻將/天九牌照持有人等，下星期一
起可申請 5 萬元資助；如會址內同時經營卡拉 OK、
夜總會或酒吧/酒館，每項可額外獲發 2.5 萬元資助。
一般可於申請後約 2 星期內發放資助，截止申請日期
為下月 17 日。
林鄭指出，制定各行業資助額時，希望盡量用好防
疫基金剩餘的 40 億元，現基金有足夠款項，但亦不排
除在疫情惡化或個別行業仍未復蘇下，再到立法會申
請撥款。她相信議員們亦會主動提出增加對行業支
援，因完善選制下行政與立法關係有良性互動。

歡迎「
及時雨」速派「救命錢」
【 香 港 商 報
訊】記者馮仁樂
報道：政府昨推
出 35.7 億 元 的 第
五輪防疫抗疫基金，社會各界均表示歡迎。因應現行
社交距離措施延長至春節後，各界預期將會對餐飲零
售等行業造成衝擊，呼籲政府應重點扶持受第五波疫
情重創的行業，並考慮稍後 「補漏拾遺」，為第五輪
基金未有涵蓋的受影響行業及從業員實施資助。

各界回應

冀「基金 5.0」後有「消費券 2.0」
廠商會形容有關措施對受影響企業來說是 「及時
雨」，有助紓緩資金周轉壓力，減低倒閉和大幅裁員
的風險，希望政府能因時制宜，及時延展更多 「撐企
業」措施。廠商會認為應盡快釐定各行業實施 「疫苗
氣泡」的具體安排，建議可引入 「港康碼」結合 「疫
苗氣泡」的方式，讓企業提早恢復營業或延長服務時
間。該會又建議政府推行 「消費券計劃 2.0」，並可探
索引入具傾斜性的 「定向消費券」等創新形式，重點
扶持受第五波疫情重創的行業，如餐飲、美容和旅遊
業等。

民建聯認為，在補貼資助相關的 15 類表列處所、食
肆及持牌旅行代理商和旅遊從業員外，第五輪基金有
必要同時顧及賓館業、以接載旅客為主的旅遊巴司機
以及向郵輪公司提供資助，亦須向長期受政府實施的
防疫及出入境檢疫措施影響的陸路跨境客運業提供補
貼，體育教練及藝文界從業員的個人資助亦應進一步
增加。該黨建議，政府各項貸款計劃及延遲還款安排
也應考慮進一步延長。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歡迎政府推出第五輪基金，但對
措施未能直接協助大部分受影響工友表示失望，故建
議向受影響從業員發放一次性 1 萬元的津貼；另向受
影響僱員發放原有收入一半、每月上限 9000 元，為期
半年的緊急失業/停工津貼等。

建議提早啟動「疫苗氣泡」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表示，政
府連續 2 年於農曆新年前後收緊防疫措施，對各行各
業同市民生計都會帶來沉重打擊，故促請政府在新份
財政預算案中向市民派 1 萬元電子消費券，爭取 7 月 1
日前派發，令社會有較和諧的氣氛迎接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他希望政府推出的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以

「精簡程序，迅速派發」為大原則，令受疫情影響行
業盡快取得 「救命錢」渡過年關。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若未來一兩個
月均做不到晚市堂食，相信業界失業率會上升，而食
肆目前已縮短員工工作時間，員工收入減少，部分員
工更被要求暫時停職。他說，由本月 7 日收緊社交距離
措施開始，每日平均損失 1.5 億元生意，過往這段時間
平均做到 3 億元生意，周末生意更能達到 3.5 億至 4 億
元，惟目前已 「泡湯」。若進一步延長措施，將造成
非常嚴峻的打擊，預料整體營業額將下跌四至五成。
立法會議員陳曼琪表示，第五波疫情爆發至今，各行
各業及經濟活動皆受影響，美容院更是一個 「手停口
停」的行業，僱主及員工均遭受沉重打擊。她建議政府
提早於美容業啟動 「疫苗氣泡」，爭取農曆新年前復
業，她又建議政府按每所美容院租約及員工強積金的既
有紀錄，根據其停業日數，為受影響僱主、僱員及連帶
受影響商戶提供補償。
因應政府計劃在餐廳等指定場所實行 「疫苗氣泡」
政策，立法會議員簡慧敏表示，政府應關注港人在內
地的疫苗接種紀錄對接問題，讓內地港人在回港後符
合 「
疫苗氣泡」要求。

救急錢要花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宣布兩
項新疫情安排，分別是推出第
五輪防疫抗疫基金，及延長社
交距離措施至大年初三。在 Omicron 威脅下，果斷
切斷病毒傳播鏈不單必要，亦須及時向受影響市民
及商戶施予援手；然而，治本來說，唯有香港再次
「清零」 ，堵塞所有抗疫漏洞，市場才不用仰賴政
府救市，市民亦可以恢復正常生活。
第五輪疫情下，政府五度推出救市基金，加上消
費券的派發，均有效紓緩了經濟及民生所受影響。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率先報喜，指本港去年經濟
增長可望達到 6.4%，而財赤亦可望較原先估計少。
不過，未來一年前景仍不明朗，Omicron 疫情造成
的供應鏈問題，不單會推高物價，亦對經濟構成打

第五輪防疫抗疫
基金細節

擊，而央行不得不加息遏制通脹，亦恐損害庫房受
惠股樓交投暢旺的印花稅收入。香港財政一直量入
為出，才有條件從 2019 年黑暴一直挺到今日；但無
論如何，財赤總不能無止境增長下去，再豐厚的儲
備都會枯竭。有謂長貧難顧， 「動態清零」 才是疫
下治本之道，否則經濟活動斷難復常，未能通關亦
令旅遊業難以生存。 「與病毒共存」 表面上是條復
常捷徑，惟美歐經驗顯示，放任病毒橫行注定適得
其反，最終仍將導致航班停飛、鐵路停運等各行各
業停擺，就連醫療人手都恐不足，更莫說期間造成
大量死亡了。
慶幸的是，Omicron 幾乎傳遍世界，在港則似未
能肆虐，不單未有出現幾何級上升的疫情，近日確
診宗數且有回落象；政府從嚴看待疫情，加上市

●每位食肆牌照持牌人，可按食肆面積獲發一次
性資助，不超過 100 平方米獲 5 萬元，100 至 200
平方米獲 10 萬元，200 至 400 平方米獲 15 萬元。
●卡拉 OK 場所、夜總會及酒吧獲額外 2.5 萬元
一次性資助。
●每間受影響美容院或按摩院處所，可按員工人
數發放一次性，分別 1.5 萬元、3 萬元及 5 萬元
津貼，連鎖店可獲最多 150 萬元。
●每間受影響派對房間獲發一次性 2 萬元津貼。
●戲院每塊銀幕獲資助 5 萬元，每條院線最多可
獲 150 萬元。
●每所合資格健身中心及體育處所、麻將天九、
遊樂場所牌照持有人，及合格證明書會址持有人
獲發放一次性 5 萬元津貼；同時內有經營卡拉
OK、夜總會或酒吧的會址獲額外 2.5 萬元津貼。
●每間合資格持牌旅行代理商獲發放一次過現金
津貼，10 名或以下職員旅行代理商可獲劃一 5 萬
元津貼，11 名或以上職員旅行代理商以每名職
員 5000 元津貼為基準。
●每名持證導遊或領隊的自由作業者獲發放一次
過 7500 元，每名合資格旅遊服務巴士司機發放
一次過 3350 元津貼。
●個人藝術從業者及自由職業者、興趣班導師、
註冊體育教練等，可獲一次性 5000 元資助。

本港五輪防疫抗疫基金
輪次

金額

重點項目

第五輪

35.7 億

以第四輪基金為藍本，詳見上表

第四輪

64 億

餐飲處所資助計劃；美容院等資
助計劃；一筆過紓困資助學校餐
飲供應商、興趣班及校巴服務提
供者等

第三輪

240 億

餐飲處所資助計劃；旅遊業支援
計劃；美容院等資助計劃

第二輪

保就業計劃；為特定行業提供一
1375 億 筆 過 援 助 ， 如 餐 飲 處 所 、 建 造
業、客運業等

第一輪

300 億

加強支援醫管局抗疫工作；零售
業資助計劃；餐飲業界別資助計
劃

漏洞更要補

民做足防疫工夫，均是本港疫情未有一發不可收拾
的關鍵，兩者實在缺一不可。過程中，市民無法如
常過年，無疑令人洩氣與失望，但若鬆懈應對疫
情，繼續放任高風險活動，結果只怕樂極生悲，感
覺更劣。對比之前幾次疫情，香港由爆發到清零都
費上不少時間；今番面對傳播力更強、導致多地確
診屢創新高的 Omicron，我們居然有望在兩輪限制
措施即 28 天後全面趕絕，這豈不是一件群策群力、
全港與有榮焉之事？農曆新年誠是華人一年最大節
日，惟親友聚會並不急於一時；與其冒險團年拜
年，並可能令疫情沒完沒了，不如化長痛為短痛，
之後擇日安全相見，好使香港早日 「清零」 為佳。
今日，大家歡迎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但是，相
信無人期望再有第六輪救市以至第六波疫情。個別

人士無視規定，令病毒有機可乘流入社區，背後代
價單計飲食業已涉 40 億元損失，無法歡度新年對市
場、對市民的影響更是不可計量，所謂救市歸根究
柢是由納稅人埋單。所以，作為香港防疫第一關，
必須進一步有效堵塞 「外防輸入」 漏洞；另方面，
亦要做足 「內防擴散」 準備，由提升本地檢測、檢
疫容量，到落實疫苗氣泡等加強谷針，都有利防範
下一波疫情、有利保護市民及市場的健康。
救急錢要花，抗疫漏洞更要補，因為 「動態清
零」 才是根本辦法。走出停市再救市的漩渦，改為
全面地復市兼復常，香港已多番成功解困。全港市
民現時的共同盼望，是農曆年後香港再度走出困
境；只要大家齊心協力，這個新年願望必可實現。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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