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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報販倡允售加熱煙增收入

最低工資或凍結兩年
2020年9月25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文森 ) 受
疫情影響，市民大幅減少出行，依
賴人流的報檔生意雪上加霜。全港
報販大聯盟及香港報販協會代表昨
日分別與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
邵家輝會晤，反映業界的困境，並
促請政府盡快允許售賣加熱煙以增
加收入，保障小商戶生計，同時要
求政府遏止私煙黑市的蔓延。

委會兩輪會議未達共識 工聯促調升至與通脹持平

指放寬限制可打擊私煙

大聯盟主席廖社青表示，不少報
販在疫情下生意大跌逾五成，更恐
怕會出現倒閉潮，認為政府必須正
視年老報販的苦況，除發放短期的
資金予小商戶渡過難關外，還須擴
闊業界長期的收入來源，得以繼續
生存。他指，政府遲遲未正式容許
售賣加熱煙，以致報販的合法收入
被走私黑市所侵吞，大聯盟促請政
府盡快允許售賣加熱煙，以增加報
販收入來源。報販將致力承擔起零
售把關的角色，承諾不會售賣煙草
產品予未成年人士。
報販協會副主席林長富亦認為，
政府若容許報販銷售加熱煙，除可
有效打擊私煙問題，報販年收入亦
可達數十萬元計。業界同時冀望特
首在新一年施政報告中，提出刺激
經濟的措施，令人流回復正常狀
態，透過短中長期政策，協助報販
乃至整個商界渡過難關。
邵家輝表示，他們會向政府反映業
界情況，希望政府如自由黨施政報
告中所提倡，容許加熱煙進口在港
銷售，因禁售只會助長黑市等活動
猖獗；同時也讓合法零售商能夠取
回相應權益，助小商販脫離困境。

最低工資委員會經過兩輪會議後，未能就未來兩年的法定最低工資水
平達成共識，但傾向維持現時時薪 37.5 元的水平，若最終獲政府拍板定
案，將會是自 2011 年最低工資制度實施以來，首次凍結薪水。勞工界
指出，最低工資每兩年檢討一次，目前的最低工資水平本來已落後於通
脹，如今再凍結兩年，使逾 2 萬名基層打工仔要多捱兩年低薪收入。工
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將力挽狂瀾繼續向政府及特首爭取
調升至與通脹打平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低工資委員會早前召開兩次會議檢討來
年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據悉會上代表
勞方及資方的委員各持己見，勞方代表指出，
現時時薪37.5元本身已滯後於通脹，加上新
冠肺炎疫情下低薪打工仔面對減薪、凍薪甚
至放無薪假的問題，打工仔待遇惡化，要求
將法定最低工資上調至40元。
但代表資方的委員認為，疫情下經營環境
惡劣，無力負擔更高的工資開銷，極其量只
能調升至時薪38元，但勞方堅拒收貨。雙方
拉鋸多時，最終未能達至共識，多數委員建
議明年最低工資不作調整，維持37.5元水平。
委員會正草擬建議報告，將於下月底提

最

交政府作最後定案，倘最終獲拍板通過，
明年 5 月 1 日生效，為期兩年，將會是最
低工資自2011年實施以來首次凍薪。
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去年5月至6月，
全港約有2.1萬名僱員領取最低工資，當中
不少人從事清潔、保安等行業。香港環境衞
生業界大聯盟召集人甄瑞嫻指出，在新冠肺
炎疫情下低薪打工仔捱至五勞七傷，兩年後
再檢討最低工資時，相信經濟環境仍十分惡
劣，屆時最低工資有可能下調2元至35.5元
水平，使基層打工仔百上加斤。
工聯會副會長唐賡堯則認為，現時尚未
到政府「拍板」階段，是否凍薪仍是未知

太古捐1400萬抗疫 料惠逾10萬人

■報販代表與邵家輝議員會面，反映業界的困
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梁悅琴）
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早前展開社區計劃
「信望未來」，為受疫情影響的弱勢社群
及團體提供援助，其最新項目已於本月下
旬正式啟動，將捐贈 1,400 萬元，並夥同
近百個機構，在食物及衞生、家庭健康，
以及共建社會資本三方面作出支援，料惠
及人數超過10萬人。
在「信望未來」計劃下，太古基金與多
間非牟利機構及其他組織合作，除在今年

初 推 行 的 多 個 項 目 共同 捐 助 1,500 萬 元
外，計劃再額外撥款 1,400 萬元，在食物
及衞生、家庭健康，以及共建社會資本三
方面，支援弱勢社群。最新項目於 9 月下
旬啟動，會為深水埗、觀塘、油尖旺、中
西區和東涌地區的有需要人士上門派發
「餸菜包」；明年 3 月至 12 月，會在荃
灣、深水埗和天水圍設立 54 個臨時攤位，
及為貧困家庭提供儲值卡，讓他們能免費
換取自選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

■ 最低工資或凍薪
最低工資或凍薪，
，
圖為清潔工人在酷熱
天氣下工作。
天氣下工作
。資料圖片
數。他又認為，若凍薪對基層打工仔不公
平，「好景時佢哋又無份，呢個艱難時候
又搵佢哋嚟開刀。」他認為，最低工資應
追上通脹，工會將繼續據理力爭。

工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對於最
低工資有可能凍結感到失望、遺憾，認為
政府應積極游說資方。他亦指，調整應追
得上通脹，保障基層員工。工聯會認為加

幅不應低於過去兩年 4.8%通脹率，即至少
要調整至時薪 39.3 元，工聯會將繼續向特
首及勞工及福利局反映意見。
勞工處回應查詢時表示，最低工資委員
會在進行最低工資檢討時，除參考相關的
統計數據及影響評估結果，亦會全面考慮
社會各界對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所提供
的意見，並於 10 月底前向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提交建議報告。委員會將會適時公
布有關的工作進展及建議報告內容。

此外，計劃亦會為 18 間設寄宿服務的特
殊教育學校，以及多區約 8 萬名劏房住客
提供消毒塗層服務，協助他們做好衞生防
疫工作。

起筆記本電腦時，他們將獲得 2 張 SIM
卡。信和從浸信會大學招募一批學生，為
領取電腦的基層學童提供在線支援，計劃
亦鼓勵大學生為社區服務。

信和捐千部電腦予基層學童

新地中秋送暖助基層

為協助基層學童面對網上授課學習，信
和集團和香港創新基金會亦推出「一人一
電腦」計劃，捐出 1,000 多部電腦予基層
學童。獲派發電腦的 1,019 名學生中，有
70%的人從未擁有過筆記本電腦，當中
30%的學童家中沒有上網，因此當他們拿

此外，新鴻基地產於疫情期間亦持續向社
會有需要人士提供不同的援助。適逢中秋節
臨近，新地透過「以心建家送暖行動」之疫
境支援項目，將應節食品及防疫物資送到基
層家庭和長者手上，傳達關懷並與基層共同
抗疫。活動合共12,000人受惠。

陸頌雄：應調升至 39.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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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工作經驗優先

—具有良好的中文功底，以有記者從業經驗者為佳，對內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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