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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促改善抗疫基金五缺失
第五輪援助涉資40億 周五公布詳情

香港特區政府實施嚴厲的社交距離措施，不少行業

停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

前宣布啟動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AEF)，除了支援食肆

及被關停的處所，亦會支援旅遊等長期處於冰封狀態

的行業，預計本周五公布細節。她指出，經過四輪基

金後，目前尚餘約40億元，應足夠應付，但新一輪補

貼金額將較第四輪少。多名立法會議員及工會代表昨

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歡迎新一輪措施，但同

時指基金過去支援上存在五大不足之處，促請特區政

府裨補闕漏，令更多打工仔受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弦）近日疫
苗接種人數激增，昨日全港多間社區
疫苗接種中心大排長龍，香港文匯報
記者瀏覽網上預約系統，發現大多數
接種點已爆額至2月12日。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表示，1月底將加開兩間社
區疫苗接種中心，分別是西營盤中山
紀念公園體育館和界限街體育館（一
號及二號），若每日維持有2萬人接
種第一針，「疫苗氣泡」實施時將有
近九成人已接種第一針。
社區疫苗接種中心近日處於爆滿及

大排長龍的狀態，有市民表示「一針
難求」。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網上
預約系統預約第三針，無論是科興還
是復必泰，大多數接種點於2月12日
前一直處於爆額狀態。南區社區接種
中心第三針復必泰預約甚至去到2月
18日也已被約爆，而元朗區醫管局轄
下診所第三針科興預約到2月17日亦
是已被約爆。
此外，昨日起各區接種中心的即日

籌只限60歲及以上長者索取，昨日官
涌社區疫苗接種中心門外一大清早已
經有人龍等候接種，包括已預約的市
民及排隊領即日籌的長者，有長者對
限制即日籌門檻表示歡迎，「好多老

人家包括我都唔識得點樣上網預約，
年輕人用手機預約好快手，唔好同老
人家爭即日籌啦。」

特首盼日打首針逾2萬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

示，自從政府宣布將在2月24日擴大
「疫苗氣泡」，再加上疫情嚴峻，近
日接種第一針的市民明顯增加。她以
前日接種數字為例說，整體接種
44,959 劑疫苗，第一劑佔約 20,000

劑，而現時距離「疫苗氣泡」生效還
有44天左右，如能夠維持每天2萬人
接種第一針，將會多13%的合資格人
士已接種疫苗，再加上截至前日的
74.7%，首針接種率便高達87.7%。
下周五（1月21日）起提供科興疫
苗的普通科門診診所將增至24間，而
同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會增加兩間，
加上林鄭月娥昨日宣布，1月底將再
增加兩間接種中心，屆時將有14個社
區疫苗接種中心為市民服務。

接種中心月底再增兩間

◆◆ 官涌疫苗接種中心長者攞即日籌官涌疫苗接種中心長者攞即日籌
等候打疫苗等候打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周五公布
援助細節，社會各界就援助金額和防疫措施提出各式建議。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建議向受影響的僱員盡快發放原有收

入的一半、上限9,000元的緊急失業/停工津貼，為期半年；同時
向受影響的行業從業員發放10,000元現金津貼等，幫助他們度過
年關。
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建議政府派發5,000元至
10,000元電子消費券。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除防疫抗疫基金外，希望能恢復未
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前的模式，或至少將食肆營業時間放寬至最多
12小時，但時段可以有彈性，例如以朝6晚6或朝11晚11的方式
營業。
飲食業職工總會主席林千國：建議可在B、C類食肆客人打一
劑疫苗的前提下，1月20日後可開放晚市堂食。

不足1： 偏重商界且有遺漏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丘燿誠指出，過去的抗
疫基金傾向援助商界，打工仔多未能直接受惠，
例如前兩輪防疫抗疫基金資助港澳跨境船公司，
以每艘船計給予補貼，分別補貼每艘船100萬元及
50萬元，但卻未有任何措施支援前線海員工人。
他強調，林鄭月娥早前在工聯會施政報告諮詢會
上承認，基金的支援確實是遺漏了不少的行業，
並指會研究改善。他期望林鄭月娥可在基金5.0上
兌現承諾。
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永富指出，
機場工作員工做足抗疫措施，過去卻沒有任何一
輪基金直接向從業員提供金錢援助。
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認為，應同時
支援周邊行業，例如食肆的海鮮供應商等亦受防
疫措施影響而需要協助。

不足2： 自由工作者未受惠
服務業總工會自由工作者分會副主席Iris及福利

主任雪梨表示，由於自由工作者大多沒有受僱於
任何公司，均以接單的形式工作，「停工令」也

讓自由工作者「失業」，婚嫁、舞台表演等行業
停擺，牽連甚廣，當中包括場務布置、攝影師、
化妝髮型師、「大妗姐」及婚宴統籌等。
然而，在過往的防疫抗疫基金中，他們卻因沒
有強積金戶口而沒有得到任何支援，如今所有大
型演出、婚宴及歲晚活動等都被迫暫停，一眾自
由工作者面臨手停口停的困境。Iris期望政府對基
金補漏拾遺，向自由工作者發放一次性的現金津
貼。

不足3： 條件太嚴厚此薄彼
旅遊聯業委員會主席林志挺指出，領隊、導遊
雖可從上一輪防疫抗疫基金中獲發一次過7,500元
津貼，但必須在過去一段日子帶足夠的團且有旅
行社證明才獲資助，且本地遊亦不納入資助範
圍。他建議新一輪基金可令全體業界受惠。
上一輪防疫抗疫基金有向的士司機提供補貼，

卻規定每部車只限4名租車司機申請，並須由車主
簽名作實。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
副主任勞士正指出，不少的士由早更、夜更及多
名不同替工駕駛，有關限制只會令部分司機未能
受惠。

他認為應向所有司機提供資助，「金額多寡可
按開工日數釐定」。

不足4： 審批費時難救近火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指出，不少文體業界
等人士反映防疫抗疫基金過去申請需時，部分由
申請到取得資助款項要苦等3個月至半年，又或補
交資料而且指示不清等，認為要加快審批程序及
簡化申請手續，「例如一些康文署場地的訓練班
教練，可能要每兩三小時課堂便要填一張表格，
太費時。」他希望盡可能在農曆新年前發放資
助。

不足5： 為求簡易輕忽救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指出，過去多輪防疫
抗疫基金的資助均未能直接落入打工仔之手，希
望今次能直接向打工仔發放，尤其是飲食等特別
受影響的行業。
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昇相信特區政府過去是為
求易於證明，才只向導遊、保安及註冊工人等行
業直接發放津貼，希望新一輪基金可予以改善，
例如飲食業員工只要能提供工作證明即可。

探討晚市堂食條件：
彈性營業 全面打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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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
的生日派對有兩名確診者參
與，事件引起社會關注。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指，綜觀報道，派對當日餐廳
流水式招待200多人，賓客人
數遠超餐廳容量。她指，當局
會調查食肆是否遵守防疫規
例、有否超過可容納人數，以
及出席者有無用「安心出行」
等，食環署很快會公布調查結
果，初步顯示涉事餐廳未有遵
照D類食肆的營運要求。她表
示，涉事餐廳日後是否可繼續
經營，要看衞生防護中心的調
查結果；又以紀律方向調查
14名出席生日宴的官員有否
違規。
「百人宴」涉事餐廳屬D類

食肆，平日座位最多只可容納
100人至150人，而根據食環
署發出指引，D類食肆的入座
上限為240人，其入座率不得
超過其通常座位數目。林鄭月
娥昨晨出席行政會議前向傳媒指，當晚
逾200名賓客在不同時段參與派對，人
數明顯遠遠超出餐廳可容納人數，反問
道︰「（涉事餐廳）可以同時間接待逾
200人？」
她續指，食環署的初步看法，該食肆

根本不可能符合D類食肆要求，「表面
證供來看，以人數或者D類的要求，要
一張一張枱擺好，讓我們知道是符合才
行。如果不是擺枱，是流水作業式，怎
樣可能滿足對於 D類食肆的嚴格要
求？」她又指，食環署會一併調查餐廳
是否跟足其他D類食肆要求，包括所有
賓客須使用「安心出行」，以及三分之
二賓客已接種疫苗等，相信食環署很快
會公布初步調查結果。

特首：餐廳賓客恐齊被罰
她強調，必須確保有關食肆跟足規
例，經全面調查後，需要時會採取執法
行動，強調為了確保公眾健康，違例者
不論餐廳、持牌人或賓客，都要面對罰
款或審訊，確保法例得以執行。她又
指，派對牽連甚廣，是一件非常不幸的

事件，目前難以確保不會再有確診個
案。
根據規例，D類食肆須確保同一桌或

同一個群組不得多於12人。據已曝光的
派對照片，「百人宴」上部分賓客人在
非進食期間無戴口罩，四處走動及交
談，涉違反相關規定，每位違規賓客可
被罰款5,000元。至於食肆方面，宴會以
「流水式」進行有無違反防疫規例下的
食肆營運指引，及賓客在非進食期間，
沒有佩戴口罩四處走動，食肆對此有無
責任，則有待食環署調查及公布。
另外，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

竹君昨日澄清指，舉行生日派對的餐廳
開業不久，雖有閉路電視，但部分閉路
電視並沒有運作，而餐廳外面走廊的閉
路電視亦未有拍攝到餐廳入口，難以追
蹤。不過，有街道的閉路電視拍攝到有
確診患者當晚大約9時半走向派對場
地，因此能夠確定患者到場時間。
她表示，雖有追查商場及附近商舖的閉

路電視鏡頭，但看不到餐廳入口情況，
「這些閉路電視片段，我們第一天都全部
利用，可以用的都已經使用了。」

民建聯提三建議加強抗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民建聯
四名立法會議員陳學鋒、梁熙、周浩
鼎和陳勇，昨日到政府總部外請願，
並向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遞信，要
求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應對Omicron
變種病毒。他們提出三點建議包括增
設疫苗接種中心、增加社區檢測中
心、提供檢疫中心後備床位及人手，
以加強社區抗疫工作。
周浩鼎表示，雖然政府近日有加開

疫苗接種中心、增派流動檢測車，但
仍多個地點出現市民排長龍，建議開
放社區會堂等地方作檢測中心。另

外，因應愈來愈多人需要入住檢疫中
心，他呼籲政府增加人手以應對檢疫
中心的繁重工作。

要求港島設6間接種中心
梁熙表示，港島的疫苗接種壓力

大，現時每日有近半排隊打針人士為
首針接種者，證明「疫苗氣泡」能有
效提高接種率，而接種第三針「加強
針」的人士亦有不少，呼籲增加港島
的疫苗接種社區中心。他指，截至今
早特首林鄭月娥宣布增加中山紀念公
園體育館為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整個

港島都只有4間，相較去年推廣接種
疫苗時期的9間，是遠遠不足夠，呼
籲政府進一步加設至少兩間社區疫苗
接種中心，以紓緩壓力。
陳勇表示，近日收到大量市民反映

意見，認為在外防輸入方面存在漏
洞，必須盡快截斷傳播鏈。政府要動
用最多的人力物力，加強疫苗接種和
檢測工作，確保市民安全。
他續指，關鍵時刻「中央出手香港

有救」，呼籲特區政府確保疫苗充
足，有需要時向中央尋求幫助，確保
港人安心安全地過年。

◆ 食環署調查後初步認為，洪為民舉辦逾200人生
日宴會的場地不符D類食肆營運要求。 資料圖片

◆香港食肆自1月7日起禁止晚市堂食，一間食肆在晚上六點前關門打烊。 資料圖片

◆◆特首林鄭月娥特首林鄭月娥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工聯會指出防疫抗疫基金缺失，盼有改善。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