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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疫情咁勁，冇心情派利是

「去年的利是也未派完」
家住土瓜灣的王先生，昨日大清早就到附

近的中銀香港換新鈔，兌換了6000元，較去年
減少2000元。他說以往每年大約用一萬元封利
是，疫情在兩年前爆發至今，他原以為今年新
春，生活終於可以復常， 「如果不是這個空中
服務員爆疫事件，我真的以為（去年）12月開
始，就可以有限度名額與內地通關，過年就可
以正常通關往來了！」

王先生表示，疫情爆發前的新春，在廣東
省的親戚都會特意過關，帶上家中小孩來香港
拜年，家中非常熱鬧。但去年受疫情封關影
響，親戚來不了，新春也變得冷清，他悲觀地
估計今年情況也會相若。疫情未斷，新春前通
關無望，就算換多了新鈔封利是，利是也派不
出去了。

「積穀防饑留點錢傍身」
「去年還不習慣，照常換了一萬元新鈔，

結果封好了的利是放在家，也沒幾個人來拜
年，最後又要拆出來，用了三個月才用完，今
年還是爆發變種病毒，就更不用換那麼多
了。」 王先生說。

從事服務業的李太，今年只兌換了2000元
新鈔，較往年減少一半， 「2000元我估計都派
不完，這兩年市道不好，本來以為疫情控制得
好好，準備回到正軌，現在又因為外防缺口搞
到爆疫，還不如積穀防饑，留點錢自己傍身好
過。」

有市民說，往年新春去酒樓飲茶與吃晚
飯，會向侍應大派利是，需準備多些利是傍
身；不過今年疫情來勢洶洶，自己亦沒有心情
派利是。

中銀香港、滙豐銀行、渣打銀行昨日起提
供新鈔及 「迎新鈔」 兌換服務。中銀香港表
示，昨日換領新鈔服務整體運作暢順，秩序
良好。滙豐銀行透露，昨日約有1.7萬名經網
上預約及即日到場取籌的客戶兌換新鈔，昨
日起一連三日所有零售銀行
分行（離島分行及流動
銀行除外）提早於早上
八時營業。渣打銀行個別
分行昨日提早於上午七時
半起陸續向在場市民派
籌，全線分行昨日起一連三
天，上午八時至十時提供兌
換新鈔服務。

「恭喜發財，利是來！」 這句說話，新春時聽得最多，下月
便是新春，在Omicron變種病毒帶動第五波疫情爆發的威脅下，市
民是否仍可如過往般到親友家中拜年，頓成疑問。三間發鈔銀行
昨日開始為市民兌換新鈔或 「迎新鈔」 ，方便大家過年封利是，
但不少市民說，今年兌換新鈔金額明顯減少，因為 「估計疫情不

退，連拜年都沒得拜了，換那麼多也沒用。」 亦有市民慨嘆，今年兌
換新鈔預算減少一半，因為 「本來以為疫情控制得好好，準備回到正軌，

現在市道逆轉，不如積穀防饑，留點錢自己傍身。」

拜年可免則免 新鈔需求大減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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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教練疫境難捱 盼獲補助 教聯會冀抗疫基金支援教育界
【大公報訊】記者邵穎報道：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日前宣布，將重啟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向受疫
情影響的行業，包括食肆、旅遊業等提供援助，詳
情會在今日公布。有受疫情影響的行業紛紛提出訴
求，康體運動業界代表希望，基金可以向業界每位
受助者提供一萬元補助，而部分教練及自僱人士因
認證問題，前四輪基金均未能得到資助，希望有更
彈性的認證方式。

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見圖）的問卷調
查顯示，近七成受訪者稱收緊防疫措施後，預計收
入會下跌七成以上。該會會長李粵閩希望，第五輪
防疫抗疫基金可補漏拾遺和擴闊資助對象，包括瑜
伽、健身、溜冰、新興運動及支援服務的員工。

促檢視「一刀切」政策
本身為田徑、游泳教練的勞工界議員梁子穎質

疑政府為何要全面禁止15類處所，認為運動場所傳
染病毒風險極低，而業界一直有遵循防疫措施。他
希望政府可加強與業界溝通，檢視「一刀切」政策。

另外，全港幼稚園及小學由今日起暫停面授課
程，直至農曆新年假期後，香港運輸物流業工會聯
會、非專利公共巴士從業員協會的代表昨日到政府
總部請願，促請政府直接向受影響校巴司機保姆每
人發放一萬元，並延長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
劃至今年年底，容許受影響人士申請。

民航工會數名成員昨日亦有到政府總部請願，
他們表示，現時業界有許多人需要放無薪假，加上
無加班收入、失去部分津貼，收入大跌約七成，希
望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可以提供支援，如直接向受
疫情影響的航空業僱員，提供一次性一萬元津貼、
設立緊急失業援助金等。

▲教聯會表示，幼稚園和小學短期內難恢復面
授課堂，對業界及相關行業影響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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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伍軒沛報
道：第五波疫情威脅，新春港人拜年
活動可能減少，有銀行就推出電子利
是，市民只需透過手機通訊程式，就
可以向親友發送利是。有市民笑言，
派電子利是不但時尚，更避免接觸現
金，減少感染病毒風險。

中銀香港個人金融及財富管理
部總經理陳文表示，電子利是既方
便，也環保，深受客戶歡迎，經中銀
香港派發的電子利是數量更按年增
加。該行今年推出 「Phone利是」 大
抽獎，在新春推廣期內，市民只需在
銀行手機應用程式，選取收款人或輸
入收款人電話號碼，並輸入利是金
額，便可派發電子利是，並有機會贏
取8888元現金獎賞，名額共10名。

中銀香港今年新增多款虎年主
題電子利是封設計及BoC Pay新春

手機通訊程式貼紙，讓客戶在新
春佳節向親友送上祝福。

滙豐銀行也推
出電子利是，市民可
使用滙豐流動理財應
用程式，於農曆新年
期間隨時隨地向親友
派發動畫電子利是。

渣打銀行分行網
絡主管麥中和表示，

電子支付愈來愈普及，
截至去年年底，SC Pay
「轉數快」 的交易量按年
增加超過七成，預期今年
會有更多人以電子支付形
式向親友派發E-利是。

【大公報訊】記者鍾怡報道：本港爆發第
五波疫情，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宣布，全港小學
及幼稚園需於今日或之前暫停面授課堂及校內
活動，直至農曆新年假期後。教聯會昨日表
示，幼稚園和小學短期內恐怕未能恢復面授課
堂，相關行業承受更大衝擊，面臨裁員結業，
期望政府在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預留款項，支
援教育界及相關教育行業。

倡按學生人數發放津貼
教聯會表示，近年本港出生率下跌，加上

受疫情及移民潮的影響，幼稚園收生錄得明顯
下跌，營運情況嚴峻。今次當局再度暫停面授
課堂，不少家長或會申請退學或拒交學費，當
中以私立幼稚園所受的衝擊最大，而非牟利幼
稚園的學前預備班亦面臨退學潮，收入大受影
響。倘若情況持續，部分幼稚園可能面臨停辦
的危機，影響幼教界的穩定性。

教聯會建議，當局應在新一輪防疫抗疫基

金，向全港幼稚園及幼兒中心按學生人數發放
津貼，以助幼兒業界渡過難關。同時，政府應
向私立獨立幼稚園提供額外資助，用作發放幼
師薪酬，以保障幼師。

教聯會補充，除了支援幼稚園外，教聯會
促請政府向與教育相關行業提供資助，包括校
巴業界、補習社、學校課外活動導師及相關的
營辦機構。期望政府給予財政支援，以紓緩營
運壓力，復課後繼續為有需要學生提供服務。

算小賬更要算大賬疫情何時結束取決於抗疫努力

龍眠山

國泰空少違規引爆新一波疫情，
政府收緊機組人員檢疫措施帶來了連
鎖反應。特首日前在答問大會上 「預
告」 ，由於空運及貨運大幅減少，很
快會見到貨品價格上升，或者是一些
貨品買不到。有業界認為，高檔食
材、電子用品、奢侈品等受影響最
大。飲食業則表示全球航運吃緊，來
貨漲價已有一段時間，部分成本已轉
嫁給消費者。

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抗疫
肯定要付出代價。政府收緊空運抗疫
措施，本地航空的龍頭大戶國泰首當
其衝，一些來貨漲價甚至運不過來，
這是可以預見的，也可以說是無法避
免的代價。

有議員對此認為： 「過年食不到
日本魚生有點可惜，但總好過晚上沒
有堂食」 。的確，香港人頭腦靈活，
懂得算小賬，更懂得算大賬。所謂
「小賬」 ，就是購買一些貨運品價格

上漲，荷包短暫有損失；所謂 「大
賬」 ，就是如果不堵塞外防輸入的漏

洞，疫情只會沒完沒了，香港經濟將
蒙受更慘重的損失，單是演唱會停辦
就損失數以億計。據估計，第五波疫
情或會導致香港各業損失百億港元，
這還不計大量的強檢成本和社會損
失，更不必說危及港人的生命安全。

民以食為天，食材加價始終是市
民關心的大事。不過，受空運力萎縮
影響的主要是高檔食材及奢侈品，凍
肉等食材可以通過海運到港，漲價幅
度有限。另一方面，本港主要食材來
自內地，豬肉價格近來大幅降低，各
類蔬菜價格維持正常，大部分市民的
生活水平得到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國泰空運能力降
低，不代表香港就沒有替代方案。早
就有人指出，國泰機組人員以香港為
生活基地，受到檢疫措施的影響，但
其他航空公司以外國為生活基地，人
員毋須駐港，機來機去，不受7日隔
離限制。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應主動聯
絡其他航空公司，尋找
解決方法。

第五波疫情何時結束？有專家認
為本港確診個案未呈 「幾何級」 增
長，顯示疫情控制得好，樂觀估計可
於春節前結束；也有專家持相反意
見，認為現時談疫情結束或會 「誤導
公眾」 。專家的看法各有理據，但從
變種病毒超強傳播力、本港疫苗接種
率未如人意、外圍形勢嚴峻等因素而
言，現在談疫情結束為時尚早。香港
需要繼續嚴陣以待，不能心存僥倖，
更不能有任何鬆懈。

與歐美地區每日數十萬、上百萬
確診個案相比，香港抗疫總體表現良
好，這歸功於特區政府各部門尤其是
醫護人員的努力，也歸功於香港市民
抗疫意識強。然而，香港未有 「幾何
級」 爆發感染個案，這只是暫時現
象，正如 「空少群組」 爆發前，有官
員和專家樂觀預測疫情即將結束那
樣，結果證明是高興得太早！香港要
真正戰勝疫情，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首先，本地確診個案仍在不斷增
加。昨日新增兩宗護士初步確診個

案，顯示社區存在多條隱形傳播鏈，
如未能及時截斷，任何一條傳播鏈都
足以釀成 「幾何級」 爆發。特區政府
近來擴大強檢範圍，希望找出隱形患
者，儘管絕大多數的檢測結果都是陰
性，但這不代表安全，因為病毒有潛
伏期，不少確診者還是無病徵，絕不
能掉以輕心。

其次，儘管近日香港再現接種疫
苗熱潮，但未能改變整體接種率未如
人意的客觀事實。現時打了第一針的
剛及全港人口的68%，接種兩針的僅
約63%，打加強針的只有7.5%。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最需疫苗保護的長
者，接種率偏偏最低，這始終是香港
抗疫的軟肋。普遍相信接種率要達到
90%以上才能建成有效免疫屏障，香
港需要加倍努力。

最後，香港對接內地抗疫思維和
機制不夠徹底，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包括強化 「流調溯源」 及追蹤機制、
推行全民檢測、籌建足夠的隔離設施
等。有人認為內地做得到的，香港未

必做得到，其實，與其說這是香港
「特殊性」 ，不如說是 「脆弱性」 ，

沒有恆常有效的制度，防線隨時都可
能被衝潰。

需要看到的是，當前全球疫情仍
處於高峰期，外來輸入風險高企。歐
美國家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美其名
曰 「與疫共存」 ，不如說是自動繳
械，不理老百姓的死活。香港是國際
金融中心，與國際聯繫廣泛，輸入個
案難保不會變成本地個案。而Omi-
cron之後會否出現更危險的變種病
毒，仍是未知之數。

沒有人有水晶球，可以準確預測
到疫情何時真正結束。期待春節前抗
疫成功，可以說是大家的良好願望，
但病毒不會因人類的主觀願望而自動
消亡，依據科學全力抗疫才是根本之
策。與其 「望天打卦」 、猜測疫情何
時結束，不如將抗疫主動權握在手
中。盡快提高接種率，完善抗疫機
制，則不論疫情如何變化，香港都可
以立於不敗之地。

利是一定
要派，但會派
少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