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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無工開 工友穀種快吃光
積蓄不夠支撐三個月開支 工聯促撥150億津貼救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蕊

疫情令數以萬計的打工仔失

業，乃至荷包乾涸，年關難過。

工聯會昨日公布一項會員就業情

況調查結果，發現受訪的近1.75

萬名會員有近三分一正在失業、

放無薪假及被停薪留職，近半失

業或停工的工友積蓄不夠支撐三

個月開支。工聯會強烈要求政府

撥出150億元的緊急失業及停工

津貼，幫助處於水深火熱的失業

人士。

工聯會去年12月底至本月初，以網上問
卷方式訪問17,502名會員的就業情

況。調查發現，18.1%受訪會員正在失業，
當中有52.9%失業會員經已失業半年或以
上，失業1年的更達23.3%。另外，14.7%
會員被迫放無薪假、減薪及停薪留職，
29.2%人面對這種情況已超過半年。最多的
失業人士來自建造業（18.6%）、飲食業
（11.3%）、零售業（9.5%）、交通運輸
（7.6%），以及金融、保險、地產、商用
及專業服務業（7.3%）。
調查亦顯示，部分失業會員僅靠兼職維
生，有34.5%人每月收入減少一半以上。
面對收入下降、長期失業的問題，受訪者
積蓄幾乎耗盡，有49.3%失業或無薪假的
人積蓄不足應付三個月的開銷。

黑暴疫情夾擊 樓面失業逾年
從事酒樓樓面的萍姐（63歲），自黑暴
起已被迫放無薪假，疫情爆發後更被裁

員，至今失業超過一年。她平日只靠撿破
銅爛鐵維持生計，現時銀行戶口只餘3,000
元，只夠未來三個月使用。她擔心飲食業
在團年飯及春茗兩個黃金檔期仍無法正常
營業，「未來連支付租金、水電等日常開
支的錢都拿不出來了。」萍姐要待兩年後
才能領取退休金，憂慮自己能否捱得到。
曾任服裝業管理層的連女士，2008年因
強積金「對沖」而被公司裁員，在沉重的
生活壓力下，她主動報讀「特別．愛增
值」課程，培訓結束後，成功獲理髮店聘
用，惜好景不常，因疫情公司生意下滑，
做了短短兩個月便被裁，之後再度通過該
培訓課程，應聘做金融電話銷售員，因找
不到生意而再次離職。由於已達報讀上
限，她說：「想通過學習自力更生的機會
都沒有了。」
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副會長陳勇華

指，有會計員被裁後轉行做外賣員，亦有
證券所職員因佣金收入下降而要做多份兼

職，也有金融及保險經紀半年未有開單。

黃國：反映工友財務嚴峻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直言，調查反映失

業、無薪假工友財務情況嚴峻，尤其是正
在供樓、供養父母子女的工友更感彷徨。
一些長期失業的工友，更已到了山窮水盡
的境地。面對嚴峻的失業問題，相信多元
的現金支援措施，最能助失業者解決燃眉
之急。
對此，工聯會建議政府撥出150億元，

向24萬多名失業人士提供每月9,000元、
為期6個月的緊急失業及停工現金津貼。
另外，政府現行的失業綜援制度亦要因時
制宜，例如可考慮放寬以個人為申請單
位，讓更多失業者受惠。同時，政府能將
「特別．愛增值」計劃的培訓資助由每月
最高津貼5,800元提升至9,000元，並放寬
報讀課程的上限；並從速開設第二輪臨時
職位，以應對失業人士增加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本港新冠肺炎
疫情持續反覆，特區政府再次延長現行的社交距
離措施，酒吧、美容及健身等行業繼續停業。工
聯會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昨日指出，美容
業界僱員被迫放大假與無薪假，失去收入，只能
依靠積蓄度日，生計陷於困境。工會促請政府盡
快推出上限9,000元、為期6個月的緊急失業現金
津貼。

無良老闆剋扣保就業資助
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指出，疫情持續，

政府為防控疫情，多次勒令美容業停業接近5個
月，於疫情期間政府為支援企業而推出保就業，
目的為減輕僱主負擔及確保計劃期間僱主不會裁
員，為僱主支付部分工資給員工，可惜因計劃存
有不少漏洞，部分無良老闆沒有根據政府指引，

剋扣僱員保就業資助，甚至有員工反映有僱主要
求他復工後仍需扣減工資。然而，停業期間僱員
被卻迫放大假、放無薪假，失去收入，只能依靠
積蓄度日。
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主席許慧鳳促請政府

以基層僱員生計為基本考量，如繼續停業需為僱員
提供支援，並推出上限9,000元、為期6個月的緊
急失業現金津貼，以解從業員燃眉之急，並希望可
透過政府網站申請，津貼直接到達員工手上。
另外，有傳媒翻查法庭記錄後發現大型健身中

心舒適堡（Physical）及GojiStudios，近月均被業
主入稟追討欠租，其中GojiStudios的旗下各分店
於2020年，被業主入稟追租及申請封租令近20
次，每次追討的金額均逾200萬元。
另一大型健身中心PureFitness亦承認，因受疫

情及停業令影響，近日裁減部分香港員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昨日聯同
多個運輸業界代表約見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陳帆，反映業界從業員在疫
情下的權益問題，並要求政府擴大
運輸業界檢測範圍至專營巴士員工
與境內航線船員，以及安排他們優
先接種疫苗。

倡禁船上車廂進食免傳播
海港運輸業總工會副主席范強
指，早前分別有兩間渡輪公司員工
受感染，希望政府能為船員安排作
定期檢測及優先接種疫苗。他提
到，部分人在船上借飲食為由而拒

戴口罩，令其他乘客感到不安，而
船員在調停期間亦成為磨心，警方
又因法例沒有禁止乘客在船上飲食
而未能執法，建議盡快禁止乘客在
船上及車廂內進食，避免造成大型
傳播。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第一副主

席張子琦指，部分巴士公司在保就
業計劃結束後刪減部門及崗位，例
如龍運巴士取消部分辦公室，將部
門分散設在九巴公司內，亦有公司
要求巴士車長放無薪假，並大幅縮
減巴士班次。
他認為班次減少會令乘客迫在車

廂內，增加傳染風險，亦會對車長

的駕駛情緒有影響。另外，他指出
巴士車長因工時關係不便提交深喉
唾液樣本作檢測，建議政府在車廠
及大站設收集點。
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

永富指，疫情至今有近1萬名航空業
員工被裁，影響不少家庭的收入。
他強調航空業的收入並非特別高，

希望政府推出停工津貼及失業援助金
幫助他們。他建議機場管理局及僱員
再培訓局為業界開辦培訓課程，讓他
們自我增值，為日後「三跑」開通做
好準備。另外，他亦建議政府為機場
員工進行大型檢測，並考慮優先為機
場員工接種疫苗。

美容工會冀推失業金直給員工運輸業促擴檢測優先打疫苗

●工聯會調查指近半失業及停工工友積蓄不足三個月開支，冀政府提供失業津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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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失業多久了？」

少於1個月

1個月至6個月

半年至1年

1年或以上

2.「你被要求放無薪假、
減薪、停薪留職了多久？」

3.「你預計現時積蓄可以
維持生活多久？」

總計：3,164人

少於1個月

1個月至6個月

半年至1年

1年或以上

總計：2,572人

少於1個月

2個月至6個月

6個月以上或1年

1年或以上
總計：6,753人

296296人人
（（99..44%%））

11,,193193人人
（（3737..77%%））

937937人人
（（2929..66%%））

738738人人
（（2323..33%%））

678678人人
（（2626..44%%））

11,,143143人人
（（4444..44%%））

596596人人
（（2323..22%%））

155155人人
（（66%%））

11,,117117人人
（（1616..55%%））

33,,707707人人
（（5454..99%%））

960960人人
（（1414..22%%））

969969人人
（（1414..44%%））

特首林鄭月娥昨表示，已向中央政
府提出向本港分配由內地生產或研發
的疫苗。疫苗是本港控疫的重要手
段，但目前全球搶購疫苗，本港疫苗
供應的不明朗因素增加。政府既要爭
取國家支持本港疫苗供應，也要主動
出擊，擴闊疫苗來源，並積極爭取早
日獲得疫苗數據、加快疫苗審批程
序；同時，要發動專家做好疫苗的宣
傳解釋，消除市民誤解，為開展疫苗
接種做好準備。

港府去年已訂購了3款疫苗，包括
內地科興、復星和德國BioNTec、英
國阿斯利康疫苗，各750萬劑，但實
際疫苗供應頻現變數。內地科興疫苗
要集齊數據後才向香港申請批准，暫
時無確切供應時間表；衞生防護中心
轄下科學委員會已建議，先聚焦復星
和 BioNTech、阿斯利康兩款疫苗。
阿斯利康疫苗要6月才能供港，唯有
復星和 BioNTech 疫苗可望下月到
港。

但本周歐洲疫苗供應忽生變數，歐
盟周一宣布已採取行動，收緊了對出
口新冠病毒疫苗到歐盟以外地區的規
定，未來歐盟所有生產新冠疫苗的公
司，無論何時想要向第三國出口疫
苗，都必須提前通知。歐盟收緊疫苗
出口，源於疫苗生產商阿斯利康上周
五稱，其第一季度的供應可能比歐盟
預期的最高1億劑疫苗低50%以上。
歐盟新規定傳遞全球疫苗搶購的警

號，也給本港疫苗供應帶來重大不確
定性。

因此，特區政府有必要在積極爭取
國家支持供應國產疫苗的同時，擴闊
疫苗搜購範圍。以色列為了早日訂購
到足夠的疫苗，在去年秋天就與輝瑞
CEO 布爾拉互動，並為定購疫苗支
付更高費用，以色列並答應反饋精確
可靠的疫苗接種數據，以供疫苗研發
的後續工作，令疫苗研發公司願意提
早供應以色列疫苗。目前約30%的以
色列人已接種新冠疫苗，預期在3月
底前就可基本完成全國接種計劃。

目前國藥、科興疫苗仍在整理Ⅲ期
臨床試驗數據，但內地已有近 1,500
萬人打了國藥疫苗，科興疫苗已獲巴
西、土耳其、新加坡等訂購，巴西1
月 18 日已正式開始接種科興疫苗。
內地共布局了5條疫苗研發路線，已
有 18 家企業陸續開展新冠疫苗的產
能建設，尋求內地疫苗供應，應該是
特區政府重要的努力方向。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
建議，可接觸內地單位，要求提早取
得疫苗數據，以加快審批進度。中大
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亦表示，
原則上如果同一技術的疫苗未能供
港，就應該採購同一技術平台的另一
款疫苗。政府應認真考慮專家建議，
主動洽商更多疫苗供專家組審批，加
強與疫苗製造商溝通，爭取早日獲得
數據，滿足市民快打疫苗的期盼。

主動出擊應對疫苗供應變數
政府在上周六及日於佐敦「受限區域」首次進行

封區強檢，昨日傍晚再對油麻地部分街區封區強
檢，計劃今早6時前完成。封區強檢初試啼聲、初
見成效後，應因疫情發展再度實施，展示政府坐言
起行，以更堅定決心和迅速行動力爭截斷社區傳播
鏈，按照科學防控原則提升抗疫措施，全力防止疫
情擴散，值得肯定支持。抗疫是全社會共同責任，
希望政府進一步動員社會各界參與，加強對不遵守
強檢令的處罰，進一步完善封區強檢機制，提升控
疫成效，讓本港早日實現「動態清零」。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對上周末首次封區強檢進行
「賽後檢討」。儘管封區給區內居民造成一定不
便，甚至遭到一些人故意抹黑，但政府也收到市
民、主流輿論的支持鼓勵，繼續推行封區強檢的決
心更加堅定。林鄭月娥表示，再有封區檢測行動，
不會事前透露時間和位置，會「突襲式」進行，並
會更聚焦，將封區範圍縮細，只做一條街或數幢相
連樓宇，或針對有個案的大廈，以「打散」方式進
行，亦希望進一步壓縮封區時間。

「突襲式」、「小範圍」、「分散式」的封區強
檢，是政府根據控疫科學規律、本港城市規劃特
點、市民生活方式的實際情況，對封區強檢作出的
針對性調整和優化，相信運作會更順暢快捷，並盡
量減低對市民生活的影響。昨晚碧街、東安街部分
地段實施封區強檢，正正體現政府堅持以升級版措
施控疫的決心和意志，封區範圍縮小，時間縮短，
封區強檢模式進一步改進完善。

政府的公告指出，被封小區感染情況持續嚴峻，過
去14天共錄得超過40宗確診個案，涉及三幢大廈，
加上樓宇樓齡較舊，日久失修，多屬「三無」大廈，
劏房情況普遍，社區感染風險甚高，相關樓宇的污水
樣本檢測呈陽性。實際情況反映，在被封小區實施

「突襲式」的封區強檢，有迫切的防疫現實需要。
昨日政府亦擴大病毒檢測的指定區域，只要區內

大廈有確診個案，或污水樣本對病毒呈陽性反應，
就要全幢大廈居民強制檢測。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
子超認為，不論區內確診個案多寡，只要有一宗確
診，區內樓宇的傳播風險都會增加，如果要控制疫
情，就一定要「跑得快過病毒」。控疫要快過病毒
傳播，不僅需要擴大病毒檢測的指定區域，亦要根
據情況及時採用封區強檢。只有封區強檢配合，才
能最大限度防止部分市民不遵守強檢令，盡快找出
更多隱形感染者。

當然，封區強檢在本港始終是新事物，有不少地
方需要改善，例如如何令人手安排更順暢和有效
率、如何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更適切的支援等。根
據內地經驗，政府不僅會動員公務員等政府力量，
也會發動義工、企業等社會力量，為封鎖區內居民
提供支援，保障民生供應穩定，盡力降低居民的焦
慮和不便。本港有眾多成熟的社福機構、義工組
織，建制派團體也長期服務於地區，很願意為地區
居民服務，政府應該充分調動、統籌民間力量，作
為抗疫的重要力量。只要政府發出合作邀請，相信
有關組織和義工會義不容辭施以援手，助抗疫一臂
之力。

防疫抗疫人人有責，面對疫情威脅，必須落實封
區強檢，市民需在一段短時間內放棄部分個人自由
和正常生活，以換取個人和公眾的安全。大局當
前，任何一個市民都不能成為「強檢逃兵」。佐敦
封區強檢，有200多名居民未有按時接受強檢，這
些「漏網之魚」正是強檢要堵塞的漏洞，政府必須
依法處罰違反強檢令的人。不能自律，唯有加強他
律，才能確保強檢令出必行，疫情才有望盡快斷
尾，讓港人早日擺脫疫情的折磨。

再推封區強檢顯決斷 續完善機制提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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