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限聚令」延長 跨農曆新年 35.7億紓困 春節前後發放

受社交距離措施影響的處所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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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香港仔

延長防疫措施
現行社交距離措施延長14
天，直至下月3日農曆年
初三

‧包括食肆每晚6時後禁止
堂食

‧限聚令人數上限4人

‧口罩令等

取消所有大型活動，包括
年宵花市、新春市場以及
旅發局新春活動等

繼續對8個疫情嚴重國家
實施地區性航空熔斷機制

‧生效日：即日起至下月
4日

指定處所繼續關閉

‧包括美容院、戲院、健
身中心等

‧除非疫情出現明顯逆轉
或社區爆發，否則下月4
日有望逐步放寬

‧日後重開也需以「疫苗
氣泡」為基礎運作，進
入處所人士需已打針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高俊威

◆持牌旅行代理商：按職員人數獲5萬元，或者以每

名職員5,000元津貼為計算基準

◆旅行社職員、導遊或領隊：7,500元

◆旅遊巴士司機：3,350元

◆舉辦綠色生活本地遊的旅行代理商：每名參加旅客

200元，最多申報1,000名旅客

◆航空支援服務公司：按規模300萬至800萬元補貼

◆跨境巴士車主：每輛車3萬元

◆跨境出租汽車車主：3萬元

◆跨境渡輪船隻營辦商：50萬元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推第五輪抗疫金
助多行業「過冬」

餐飲處所

◆食肆及工廠食堂：按面積5萬至25萬元
（卡拉OK、夜總會及酒吧額外獲2.5萬元）

◆食環署街市熟食/小食攤檔、公屋熟食攤檔：2.5萬元

◆美食廣場的食物製造廠：按面積獲發1萬至5萬元

浴室處所

◆5萬元

年宵市場及林村新春市場檔戶

◆相當於攤位使用費50%的特惠金

2022漁農美食嘉年華檔戶

◆5,000元

美容院、按摩院

◆按員工人數發放1.5萬、3萬或5萬元特惠金，最多

150萬元

派對房間、出租遊樂船

◆2萬元

電影院

◆每塊銀幕5萬元，每條院線最多150萬元

健身中心、體育處所、公眾娛樂場所、會
址、遊戲機中心、遊樂場所、麻將/天九處所

◆5萬元；臨時公眾娛樂場所則發1萬元

康體用地營運者

◆5萬元

受影響兼職導師／僱員

◆支付全數服務酬金；每位註冊體育教練獲5,000元

藝術文化界

◆個人獲5,000元；團體獲4萬元；公司獲5萬元

幼兒中心

◆全日制每服務一名幼兒獲2,000元；半日制則

1,000元

非政府福利機構興趣班導師

◆5,000元

已註冊補習社

◆2萬元

幼稚園及私立日校

◆幼稚園：3萬至8萬元

◆註冊私立日校：4萬元

學校服務提供者

◆每一小賣部/食堂：4萬元

◆每名飯盒供應商每服務一所學校：5,000元

◆每名校巴司機、小巴司機、校巴保姆：6,700元

◆每名在學校擔任導師、教練、培訓人員：5,000元

長期「冰封」狀態的行業

鑑於新一波新冠肺

炎 疫 情 仍 未 完 全 受

控，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宣布，將上周五（7日）

起收緊的社交距離措施再延長多兩周至下月3日（年初三），

即橫跨農曆新年，年宵花市等大型新春活動叫停。如疫情沒有

明顯反彈，最後可於下月4日（年初四）逐步放寬措施。為協

助直接受措施影響的業界與一直冰封的旅遊業度過「寒冬」，

特區政府同時宣布推出總承擔額達35.7億元的第五輪防疫抗疫

基金，例如仍營運的持牌食肆或工廠食堂獲發5萬至25萬元不

等，各合資格處所最快下周一起接受

申請，估計可於農曆新年前後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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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

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雖然出手
快，但不少經濟援助只針對僱主或
公司，資助金額未有直接落入前線
員工口袋裏。有美容院員工昨日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不祈求「攤

大手板」要政府資助，但希望政府審視不同美容療程
的播疫風險，讓低風險美容療程如常開工。

減肥養生戴罩 比理髮更安全
美容院全能師吳小姐對延長「停業令」感無奈。她

解釋，如果政府認為面部美容的風險太大，可以禁止
面部美容，而不少美容院都是做身體療程的，比如減

肥、養生，客人全程戴口罩，美容師則穿上「全副武
裝」，風險較剪頭髮更低：「唔理解點解髮型屋可以
繼續營業，美容院要全面關閉。」她希望政府審視不
同療程的風險，讓美容院局部開放。

過年賺錢良機 停業入不敷出
對防疫抗疫基金只資助受影響美容院經營者，並沒

有援助前線員工，吳小姐表示失望：「我一個月人工
大概兩萬幾蚊，過年更加係美容師衝業績、拎獎金嘅
時期，停業對家庭影響好大。我本身要供樓，小朋友
又要補習，停業唯有盡量減少開支捱過去，本來以為
會好似之前幾輪咁，畀9,000蚊一個月，但家1蚊

都無，我要cut開支。」

餐飲復甦煞停 散工措手不及
從事酒店宴會散工20年多、酒店及餐飲從業員協會

副會長翟炳輝表示，飲食業原本正在復甦，上月（12
月）散工人工時薪80元至90元，平安夜每小時更高達
120元，是疫情爆發前的水平，故大部分散工均缺乏危
機意識：「無諗過又會爆第五波疫情，好多散工都無儲
返啲錢，所以又停晚市係殺大家一個措手不及。」
以翟炳輝為例，過去幾個月工資近2萬元，本月收

入估計或跌至5,000元：「一星期返得一或兩日。」
他已考取保安牌，若「停晚市令」持續，會考慮轉做

保安員。
對抗疫基金未有將飲食業員工和散工納入資助範圍

之內，翟炳輝慨嘆散工是疫情下首當其衝的一群，但
經常被政府忽略甚至遺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美容業員工：望准低風險療程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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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林鄭月娥昨日在記者會上宣布，晚市禁堂
食、受規限處所停業等社交距離措施將延

長14天至下月3日，包括年宵花市、農墟及美
食嘉年華等多項農曆新年大型活動將會取消
（相關新聞詳刊A2版）。

以復關為目標 須採必要措施
她解釋，雖然近日香港疫情回穩，但爆疫風

險仍存在，加上香港要創造與內地恢復正常通
關的有利條件，故現階段並非放寬防疫措施的
最佳時機，「如果以（正常）通關為目標，我
們更希望起碼有一段時間，當然最好是14日沒
有本地個案，所以我們看不到實施至下月3日
的社交距離措施還能有中段的檢討空間，即是
說不會提早撤銷部分措施。我們要有點決心，
既然想達清零局面，我們就採取這些措施。」
林鄭月娥指出，自從上周收緊措施後，對部分
行業帶來影響，尤其是被要求關閉的商業處所和
禁止晚間6時後提供堂食的食肆，因此迅速決定
推出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的支援措施。
新一輪基金將以第四輪基金為藍本，但由於

暫定的受影響日期較之前短，津貼金額亦有所
下調，「今次受限（嚴格防疫措施生效）時
間，包括今日（昨日）公布延長多14天，先後
共四星期、共28天，相對於第三輪，當時關閉
處所由44天至65天，第四輪更嚴峻由57天至
158天，故我們發放的金額，就是用第四輪的
基金資助額為基礎的一半，如果它是一個被影
響的處所，我們給它的資助是第四輪的一半，
個人就是三分之二。」

援助短期及長期受影響行業
是次援助涵蓋兩部分，包括向受新一輪收緊
社交距離措施直接影響的處所和人士提供支
援。以餐飲處所為例，按每名營運中食肆或工
廠食堂的面積，向持牌人發放5萬至25萬元不
等的一次性資助。個人方面，每名合資格註冊
體育教練、個人藝術從業者及自由職業者等，
各獲發5,000元等（見表）。
同時，未能恢復與海內外人員往來而長期處於
「冰封」狀態的行業也獲支援，包括旅行代理商
及其職員、導遊、旅遊巴士司機、航空公司等。
林鄭月娥表示，防疫抗疫基金尚有約40億元
結餘，新一輪支援計劃的總承擔額為35.7億
元，期望農曆新年前後可以發放，又強調特區
政府會不斷監察基金的使用情況並會「急處所
營運者所急」，不排除日後再向立法會申請撥
款以提供額外補助。
特區政府其後發新聞稿表示，新一輪的「防

疫抗疫基金」下的「遊樂場所牌照持有人資助
計劃」、「會址資助計劃」、「遊戲機中心資
助計劃」、「麻將/天九牌照持有人資助計劃」
及「體育處所資助計劃」將於下周一（17日）
起接受申請，截止申請日期由本月31日至下月
17日不等。

◆美容師「全副武裝」
開工。

◆美容師與客人均戴口
罩，風險不會比理髮高，
業界望政府准許低風險美
容療程開工。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特區政府
宣布，推出
35.7億元第
五輪防疫抗
疫基金，支
援仍營運的
持牌食肆等
各合資格處
所。圖為禁
令前酒樓晚
市 堂 食 場
景，今年食
肆晚市團年
飯將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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