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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龍 炒5300人
國泰屠
本港最大規模裁員 恐釀連鎖反應谷高失業率

先 後 因 為 黑

■ 一名國泰職員下班後在國
泰航空城外摘下職員證，拍照
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暴、「和你塞」
及新冠肺炎疫情深
陷停擺困局的香港
航空業，昨日迎來
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
裁員計劃。國泰航空
公布企業重組計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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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削減四分之一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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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旗下有 35 年歷史的國
泰港龍航空更即時停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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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員工也要減薪最多近四
成，方案預料可以每月為國泰

留低要減薪
兼放無薪假

減少約 5 億元的現金消耗。有經
濟學者指國泰今次裁員計劃規模
之大是香港前所未見，足以推高本
港失業率 0.1 至 0.2 個百分點，並擔
心會引起連鎖反應，不排除失業率之
後有機會衝破沙士時期近 8.7%的高
峰。

遣散安排
■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
以疫情前的工資水平計算，
強積金不會對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國泰全面檢視營運規模超過四個月後昨日正式公
布企業重組方案。國泰主席賀以禮表示：「遺憾

$

■額外一個月薪金賠償；

計劃裁員分布

■曾參與放取無薪假的員工發還被扣金額；
■延長醫療福利、員工機票優惠的期限 ；

宣布『國泰港龍』品牌今天結束，我們需要專注營運單
一高檔品牌，就是國泰，以及香港快運這個低成本品牌，
組合地區航班和國泰的長途班次，將帶來營運效率。」

■提供輔導和工作過渡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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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企業重組方案重點是大規模裁員，國泰全球削減 8,500 個職
位，是集團職位總數的24%，但由於近月集團已凍結招聘，加上自然
人手流失等因素，實際需要裁減約 5,900 名員工，當中駐港員工佔
5,300 人，而港龍停運亦使全數約 2,000 名機艙服務員及約 500 名機師
全數被遣散；另外，國泰即裁減 2,100 人和約 700 名後勤職員，受影
響員工日內將收到「大信封」。非駐港員工亦計劃裁減約 600 人，但
最終是否受到影響須視乎有關地區的監管規定而定。
國泰表示，會向被裁的員工額外提供一個月薪金賠償，他們的遣散
費及長期服務金不會透過強積金供款對沖，部分早前曾經參與無薪假
計劃的員工亦將會發還被扣的薪金。

失業率最差或升至 9%
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關焯照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國
泰今次裁員規模極大，足以推高本港失業率 0.1 至 0.15 個百分點，並
有可能帶來連鎖反應，「大公司裁員令市場對經濟前景更加悲
觀，保就業計劃 11 月就會完結，計劃原本是要『買時間』，
但疫情至今未有結束跡象。」他預料，香港的失業率有
機會在年底上升至逾7%，最壞的情況更有可能進一
步上升至8%，甚至9%。
毅知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亦向香
港文匯報指出，香港失業率勢必進一步
上升，被國泰裁減的員工找新工作將十分困難，特別是機師和機組人
員，「全球航空業都面臨不景氣，不同的航空公司都在裁員及要求員
工放無薪假，而且國泰本身的薪酬待遇較好，他們即使找到類似的工
作，待遇也會較現在差。」

留任職員減薪 14%至 36%
空中服務員
職級

後勤人員
700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全球裁撤 24%職位

被裁不好受，留
低也非易。國泰表
示，未有被裁的員
工今年不單無望獲
酌情年終獎金，加
薪更免問，因為國泰要求留任的
駐港機艙服務員及機師重新簽僱
傭合約，並降低待遇，底薪將下
降 14%至 36%，明年 1 月生效，
惟預期明年仍需放無薪假，飛行
時數也難以回復到疫情之前，故
減薪的幅度會更大。另外，公司
的高級管理層明年則要繼續減
薪。非機組人員明年上半年將有
第三輪自願性特別休假計劃。

底薪上限

機師
職級

底薪上限

憂減薪後再裁員

任職國泰後勤部門兩年的林小
姐說，仍未知道自己的命運，對是否留
機艙事務長 1.8萬至2.5萬元 機師
7 萬至
萬至10
10萬元
萬元
任十五十六，「一方面擔心之後有新一波裁員
機艙服務經理 3.3 萬元
潮，一方面自己又好喜歡航空業，因此沒有找其他工
作。」林小姐表示，航空業的流動性低，空中服務員難轉
註 ： 空中服務員若每月飛
行，不過相信公司前景會好轉，「雖然航空業現在處於低迷，但
行少於 70 小時
小時，
，只能領
未來仍然有需求。」
取底薪。
取底薪
。 外籍機長每
在港龍任職空中服務員 6 年的李小姐表示，前日已傳出港龍停運消息，「當
年百萬元計的房屋
下感到相當不捨、可惜，但認為公司只透過電郵通知，做法倉促，欠缺人情味，港
和教育津貼亦會被
龍本身係一間好有人情味嘅公司，同事間感情都好好。」對於有人提議集團吸納被裁員
削減。
削減
。
工，她相信機會不大，「嗰邊都講緊凍結職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機艙服務員 1.2萬元

副機師 5萬至6萬元

■國泰登機櫃位冷冷清清，帶客的職員
垂頭喪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優勢但搵工難
周綺萍又補充，機組人員的溝通能力、語言能力都較佳，並具備客
戶服務的技巧，認為他們原本適合出任售貨員，或在高級酒店及餐廳
等地方工作，惟相關行業同樣深受疫情影響，要找工作同樣不容易。
她預料，香港最壞的就業情況會隨保就業計劃結束而在今年底至明
年1月至2月顯現，最終失業率升幅需視乎會否出現第四波疫情。
雖然有人力資源顧問估計被裁的國泰員工找工作困難，但也有地產
代理向他們招手，利嘉閣地產及美聯物業分別為被裁的國泰員工設立
查詢及招聘熱線。利嘉閣地產總裁廖偉強接受傳媒訪問時指，空中服
務員的學歷、知識範疇、外觀形象及客戶服務技巧等都較佳，相信他
們投身地產代理行業不單可以補充行業的人手需求，亦有助提升行業
整體服務質素。

工會批影響劣 促太古國航安置

■ 兩名國泰職員收拾私人物品離開國泰航空城。

彭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民用航空事業
職工總會等七大民航工會批評，國泰航空是次所
謂「重組」，罔顧員工的生活困苦和對社會的惡
劣影響，並要求特區政府、太古集團和國航協助
受影響的國泰員工和廣大機場僱員。
七大民航工會在聲明中批評，國泰集團在所
謂重組架構時，並沒有切實考慮員工的需要和
處境：「我們認為從根本而言，公司更應與我
們一同攜手，共同督促政府做好防疫、抗疫工
作，盡快推出健康碼，加速香港與內地及其他
地區的人流物流交往，激活經濟，才是解決問
題之道。」
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秘書長葉偉明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工會對國泰的決定感
到失望、不滿、遺憾和憤怒，並批評國泰獲公帑

「泵水」但未有履行社會責任，更可能引發連鎖
反應，令其他行業跟風仿效，將有更多打工仔受
影響。
他續說，國泰有多達 5,300 名員工受影響，部
分家庭更是夫婦二人同為集團或在集團內不同公
司工作，當務之急是協助他們就業，而國泰兩大
股東太古集團及中國國際航空公司業務廣泛，兩
公司應優先讓受影響員工轉職到集團內的公司工
作，以保員工飯碗。

要求復甦後優先聘用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及機場空運員工協會表示，
國泰「一刀切」裁走香港5,300名員工的數字十分
驚人，並對國泰未有接納工會提出先推出自願性
離職計劃的建議表示十分難受及遺憾。

他們要求國泰全力協助受影響員工，包括大股
東太古集團應盡力吸納部分被裁的員工，及設立
優先「重新聘用條款」及機制，在航運業務復甦
後優先聘回舊有員工。
對於國泰同時要求未有被裁員工簽署新的服務
條款，勞聯及空運工會認為措施應屬臨時性質，
在業務復甦後應即恢復員工原有受聘條件，並強
調資方不可任意踐踏為公司貢獻和共度時艱員工
的尊嚴。
勞工處對國泰重組一事表示關注，提醒國泰須
就終止僱傭事宜與員工坦誠溝通，並作出妥善安
排，僱主如欲更改僱傭合約的條款，應事先諮詢
僱員並取得其同意，否則或會構成不合理更改僱
傭合約條款，僱員可提出申索。勞工處已準備好
為受影響的國泰員工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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