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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晨旅遊清盤 147僱員失飯碗
反映投資者對業界前景失信心 姚柏良倡增支援設復業基金
持續兩年的疫情，幾乎摧毀香港「國際旅遊中



(

心」金字招牌。屹立半個世紀的香港連鎖旅行社
「星晨旅遊」日前啟動自動清盤程序，約 147 名
僱員丟失飯碗。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葉慶寧

昨日指出，這兩年香港旅遊業的業務因為疫情「清零」。由於業界已長期停業，相信今次星
晨結業並無消費者受影響，但事件反映了投資者對香港旅遊業前景缺乏信心而無意繼續經
營。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柏良呼籲特區政府對業界施以援手，保就業之餘設立復業基金。

◆ 屹立香港半個
世紀的連鎖旅行社
「星晨旅遊」日前
啟動自動清盤程
序，約 147 名僱員
丟失飯碗。圖為星
晨旅遊旺角分店拉
閘停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疫前擁十餘分店 遍布港澳

業界冀有稅務寬減等協助

創立於 1972 年的星晨旅遊，疫情前擁有十餘間分
店，遍布港島、九龍、新界以至澳門，提供多元化的
旅遊產品，除旅行團、自遊行和獨立包團外，近年更
發展郵輪業務及企業客戶服務等，旅遊線路遍及全
球。除營辦一般觀光團，還推出系列特色旅行團，包

金怡假期董事長、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葉慶寧昨
日表示，業界受疫情影響，逾兩年生意「清零」，長期
虧損，旅行社結業乃預計之內。星晨旅遊啟動自動清
盤，顯示投資者對香港旅遊業前景缺乏信心，已無意繼
續經營。由於業界已長期停業，相信今次星晨結業並無

消費者受影響，只是透過正常法律程序結束業務，舉
行債權人會議，向服務供應商、業主和員工分配餘下
資產。他希望特區政府可以適度放寬防疫限制及提供
稅務寬減等協助。
對再有大型旅行社要清盤，姚柏良表示關注。他昨
日在社交平台發帖表示：「一間服務香港市民半世紀
的旅行社，以清盤結束，實在令人扼腕嘆息！旅遊業
界陷於水深火熱，業務再次『歸零』，已是不爭的事

民政局：已向逾100藝術團體發一次性資助

◆ 全港所有可售賣倉鼠的寵物店獲發一次性特惠金，
金額按店舖面積計算，約1萬元至3萬元。 資料圖片

倉鼠店獲一次性特惠金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陸續向受疫情影響的行業發放資
助。民政事務局昨日表示，「體育處所資助計劃」及「健身中
心資助計劃」已收到逾千宗申請，其中300多份合資格的申請
已獲批，涉及超過1,500萬元資助，同時完成向超過100個受疫
情影響的表演藝術團體發放每團40,000元的一次性資助。
民政事務局昨日表示，「體育處所資助計劃」及「健身中
心資助計劃」截至昨日已收到逾千宗申請，其中300多份合資
格的申請已獲批。至於「康體用地資助計劃」，民政事務局
已發信邀請合資格的營運者提出申請，截止申請日期為下月
16 日。截至昨日，該計劃已收到 58 宗申請，其中 55 份合資格
的申請已獲批，涉及275萬元資助。
同日，民政事務局宣布，已完成向超過100個受疫情影響的
表演藝術團體發放每團 40,000 元的一次性資助。受政府委託
的香港藝術發展局及香港八和會館亦已開始向合資格的個人
藝術從業者及自由職業者發放每人 5,000 元的一次性資助。截
至前日，藝發局及八和已向 1,275 名合資格人士發放有關資
助。
至於協助演出行業的措施，民政局正與演出業協會（香
港）有限公司保持密切聯繫，期望該會於下月起陸續向每間
合資格的演出行業公司發放50,000元的一次性資助。
漁農自然護理署同日公布，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就取
消 2022 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發放特惠金，截至昨日，漁護署
共收到 53 份申請，其中 36 宗申請已獲批核。相關特惠金正陸
續以劃線支票郵寄予成功申請者，涉及金額約 18 萬元。該署
已加快審批程序，以便盡早發放特惠金。
另外，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將向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空
支援服務營運商提供一筆過非實報實銷補貼，香港機場管理
局昨日開始接受合資格公司申請。合資格的航空支援服務營
運商必須是機管局的特許經營商、專營商或營運許可證持有
者，且其業務在疫情期間因香港國際機場的客運量下跌而受
到負面影響。機管局經審核相關公司的申請後，會根據合資
格公司的規模，向其發放 300 萬元至 800 萬元不等的一筆過補
貼。

香港文匯報訊 漁農自然護理署昨日表
示，「防疫抗疫基金」將向全港所有可售賣倉
鼠的寵物店發放一次性特惠金。
漁護署發言人說：「為減低倉鼠傳播 2019
冠狀病毒病的風險，漁護署早前宣布一系列措
施，包括規定全港所有可售賣倉鼠的寵物店須
暫時停止營業、檢走所有待售的倉鼠進行
2019 冠狀病毒病病毒測試及作人道處理；即
時停止所有細小哺乳類動物（包括倉鼠）進
口，並檢討相關進口檢疫要求。上述措施對可
售賣倉鼠的本地寵物店經營均帶來影響。為向
有關寵物店提供財政紓緩措施，漁護署今日宣
布，持有可售賣倉鼠的有效動物售賣商牌照的
寵物店可向該署申請『防疫抗疫基金』下的一
次性特惠金。」
每間合資格寵物店可按其店舖面積，獲發 1
萬元至 3 萬元的一次性特惠金。合資格寵物店
持牌人可由明日起至下月 25 日提出申請，漁
護署會主動通知和電郵申請表格予合資格的申
請人，並提供適切協助。如有查詢，可致電
2150 6904。

疫下的哥「難撈」盼政府津貼入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疫情令的士司機收入大減，汽
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昨日發起街頭簽名行動，要
求特區政府為前線司機提供一次性紓困津貼一萬元，及為前線
的士免費入氣 3 個月，讓前線受疫情影響的司機們可以獲得補
助和支援。

◆ 黃國昨日聯同汽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進行街頭簽名行動，
獲前線司機們積極響應。
黃國fb圖片

日更收入減三成 夜更減半
工聯會理事長、立法會議員黃國昨日聯同汽總工會的士司機
分會主任何志強、副主任勞士正及工會義工進行街頭簽名行
動，獲前線司機們積極響應。有的士司機反映，隨着第五波疫
情來襲，市面人流大減，日更的士收入普遍減少三成以上，夜
更的士收入更減少一半左右，部分夜更司機更說收入較疫情前
減少了近萬元。
他續說，司機的租車費和氣價不斷上升，但特區政府第五輪
「防疫抗疫基金」措施完全沒有支援業界，建議特區政府應參
考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措施，直接為前線司機提供一次
性紓困津貼一萬元以及為前線的士免費入氣3個月補助。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亦要求特區政府向司機發放抗疫津
貼，如直接津貼的士的石油氣氣價，又希望特區政府再次發放
電子消費券，刺激消費。
港九新界的士司機總會昨日到政府總部外請願，建議特區政
府立即為前線的士司機提供 6 個月的液化石油氣補貼，以降低
司機燃氣支出。入氣的金額平均每次為 150 元，如果特區政府
補貼一半，以每月 26 天工作計算，司機半年可獲資助 12,000
元，司機能即時受惠。

實。疫情嚴峻，復業通關困難重重，同業不斷在艱苦
支撐，很需要政府的持續支援！」
他透露，自己早前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舉行視像會
議，書面提交了 15 項對財政預算案的具體建議，包括
參考之前的「保就業」計劃，設立「旅遊業從業人員
在職支持計劃」；要求防疫抗疫基金補漏拾遺；為同
業增設更多臨時職位；派發不少於 8,000 元消費券和設
立「復業基金」等。

中大研究：0.33%孕婦隱性感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部分人在
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後沒有發病，屬「隱性
感染」，而孕婦亦有可能成為隱性感染的
一分子。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在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0 月期間，以血清學測試
1,830 名到公立醫院接受產前篩測的孕
婦，結果偵測到 6 人帶有新冠病毒抗體，
比率為 0.33%。她們均沒有病徵，有關抗
體更可存在至少半年。研究人員以流行病
學分析，認為接觸史是造成孕婦隱性感染
的最重要風險因素，研究團隊呼籲孕婦應
考慮接種新冠疫苗，讓抗體可在妊娠期間
保護胎兒和孕婦。
接受檢測的 1,830 名孕婦到公立醫院接
受常規唐氏綜合症篩查（DSS），之後在
預約的醫院分娩。研究人員在所有參與者

的DSS和分娩時採集的配對血清樣本中使
用血清學測試，結果發現有 6 人對新型冠
狀病毒帶有抗體，比率為 0.33%，全部均
沒有病徵，而有關抗體至少可以存在半
年。這 6 人中，1 人於 DSS 前有旅行史、1
人有相關的接觸史。

籲接種傳抗體護胎兒
負責研究的中大醫學院婦產科學系教授
潘昭頤表示，本港孕婦出現隱性感染的機
率非常低，反映防疫措施奏效，但嚴格的
防疫措施難以長期實行，而過往已有研究
指出，孕婦可將新冠病毒抗體傳給嬰兒，
故呼籲孕婦應考慮接種新冠疫苗，讓抗體
可在妊娠期間保護胎兒和孕婦。
有關結果已於《香港醫學雜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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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147 名僱員的生計，但最終仍難以維持下去，去年
12 月已遭債權人、丹麥旅遊公司 V.O.S Aps 入稟高等
法院申請清盤。周四（27日）星晨旅遊在公司網站發
出聲明，表示董事已通過決議，將根據香港公司（清
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241 條，啟動自動清盤程序，
並將於 2 月 16 日下午 3 時 30 分於灣仔溫莎公爵社會服
務大樓召開首次債權人會議。

括美食團、馬拉松團、親子團等，又經營旅遊保險代
理、代辦旅遊簽證、旅遊禮券及代辦中國公民海外旅遊
等。
不過，疫情爆發以來，本港旅遊業驟然停頓，不僅大
多數小微旅行社已結業，一些老牌連鎖旅行社亦終於支
撐不住，紛紛結業，包括早前結業的東怡旅遊及捷達假
期等；另一老牌旅行社康泰旅行社亦於 2020 年 7 月被債
權人提出清盤呈請，惟當時康泰表明財務穩健，事件只
屬資金轉賬時間延誤問題。

星晨旅遊自疫情以來曾先後申請第一期及第二期
「保就業」計劃，分別領取 357 萬元津貼以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將於下月24日實施「疫苗通行
證」措施，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表示前日（1月27日）特別到訪創新及
科技局，聽取人員就應用科技協助抗疫工作的匯報，及與創科局
局長薛永恒等討論「安心出行」新版本、香港健康碼與內地健
康碼的轉碼流程，以及有關「疫苗通行證」等運作。

招商局逾 500 萬抗疫金援基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第五
波疫情嚴峻，社會各界紛紛出錢出力，協
助市民度過「疫境」。其中，招商局集團
日前透過旗下慈善基金會撥出逾 500 萬元
抗疫基金，為不同家庭提供經濟與心理上
的支持。香港口罩及防疫設備協會亦捐贈
100 萬個防疫用品，由跨界別立法會議員
協助分發。
招商局集團總經理助理褚宗生昨日表
示，在逾 500 萬元抗疫基金以外，集團正
策劃支援有 13,600 戶居民的葵涌邨，特別
是向當中有經濟困難的 5,000 多戶居民提
供高級別防護物資，向他們派發飯券或消
費券，以解決他們的基本生活困難，預計
動用款項250萬元。
香港口罩及防疫設備協會向福建省青年
聯合會捐贈了 100 萬個防疫用品，「凝聚
民心」平台發起人、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和
立法會議員吳秋北、陳克勤及林琳等進行

跨黨派合作，在香港各區向劏房戶家庭、
工人、低收入人士及少數族裔人士等派發
這些口罩及抗疫物品。
另外，知名人士佘啟光、吳康然及施清
流昨日亦捐出兩萬多劑新冠快速測試劑，
透過工聯會轉贈給工友，希望社會各界能
團結互助，同心抗疫。

◆ 招商倉碼青年義工協助檢測機構開展
公司全員核酸檢測。
招商局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