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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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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階段8月7日起發放 已離港或意圖永久離港者無得攞

消費券新安排
準永居領5000

第二階段消費券發放詳情
領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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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年6月13日或之前年滿18歲的香港
永久性居民、新來港人士

14

◆非上述人士但有條件成為永久性居民的香港
居民（可領取半額）

文匯報

*何謂有意圖永久離港？

爆 料 專 線

◆2019 年 6 月 18 日至 2022 年 6 月 12 日期間
一直不在香港，而非臨時性質（例如升
學、派駐海外工作等）
◆曾以「永久離港」為由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
◆有任何證據或資料令特區政府相信該人於將
來無意返港

打算使用原有儲值支付工具者

港人引頸以待的第二階段電子消費券將於 8 月 7 日起發放。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公

◆無須辦理任何手續，並會在 7 月 23 日後約
一星期內收到其資格審核結果的短訊通知

儲值支付工具

新登記／欲更換原有儲值支付工具者

◆Alipay HK

◆於2022年6月23日至7月23日期間登記

◆Tap & Go「拍住賞」

布第二階段電子消費券派發詳情：早前已獲發放首階段 5,000 元消費券，以及新登記領取 10,000 元
的市民，均可於 8 月 7 日起分階段獲發消費券；新符合資格或想更換儲值支付工具領取消費券者，可
於下周四起至下月 23 日透過網上或臨時服務中心登記。陳茂波宣布修訂領取消費券者的資格，包括
容許有條件成為永久居民者領取半額即 5,000 元消費券，料約 30 萬人合資格，而過去兩年已離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或有意圖永久離港者將不符合資格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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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證明文件不是由香港簽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壬寅年五月十六 廿三夏至

多雲驟雨 狂風雷暴
氣溫26-30℃ 濕度75-95%

港字第 26373 今日出紙 3 疊 8 大張 港售 10 元

◆已永久離開，或有意圖永久離港者不合資格
領取*

◆特區政府昨日公布第二階段消費券發放安排。圖為各商店力推多種優惠，吸引市民使用消費券購物。

星期二

2022 年 6 月

◆WeChat Pay HK

登記渠道

◆PayMe from HSBC

◆消費券計劃網站內的電子登記平台

◆BoC Pay

◆全港 8 間消費券計劃臨時服務中心，可致電
185000預約

◆八達通

資料來源：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8 月 7 日開始分期發
陳茂波宣布，第二階段消費券將於
放。領取第二階段 5,000 元的市民，若以八達通領取

會分 3 期發放，其餘 5 個支付工具則分兩期發放；新登記領
取 10,000 元的市民，以八達通領取會分 4 期發放，其餘則
分3期發放（見表）。

獲發 5,000元消費券的登記人
▶使用支付寶香港、Tap & Go「拍住賞」、WeChat Pay HK、PayMe from
HSBC、BoC Pay

新增兩營辦商「搶客」
優惠多

料 30 萬準居民受益 涉款 15 億
同時，在聽取了社會各界的意見後，對領取消費券的資
格作出了修例，在合理情況下擴大合資格人士範圍，包括
容許來港專才、專業人士、企業家、來港升學等有條件成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中）昨日公布第二階段5,000港元消
費券的發放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人士申請，成功會獲發半額即5,000 元
消費券，估計約有 30 萬名有條件成為永久居民者合資格領
取半額消費券，涉款約15億元。
特區政府又參考了過去一段時間於社會上有關已移民者
是否不應獲派消費券的討論，在今次發放時新增條件，如
沒有特定原因（升學、派駐海外工作等）於 2019 年 6 月 18
日至今年 6 月 12 日期間一直不在香港，或有意圖永久離港
者不符合資格領取。至於透過「廣東計劃」或「福建計
劃」於內地養老的港人則屬特定原因，即使在整段時間不
在港，仍然符合要求。
王學玲解釋，政府主要考慮的因素包括永久居民身份證
是本地簽發還是外地簽發，若屬外地簽發即極有可能本身
並不在港；以「永久離港」原因提早領取強積金或職業退
休保障，或有否其他資料確信可見將來不會回港等。
她指出，在相關期間不在港、被界定為不合資格的市民
可以申請覆核，例如即使提早領取強積金的人士，如果有
很強的證據證明自己並沒有移民，可以向政府提供證明，
有關部門會按每宗個案覆檢。

市民易「使凸」 利經濟復甦
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對香港經濟
造成不少衝擊，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
金融學系助理教授袁偉基昨日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新一輪
電子消費券派發適時，可紓緩市民壓
力，加上新增兩個支付平台，估計商家會提出更多優
惠「搶客」，帶動整體消費氣氛，有利提振經濟。



搭錢買貴價貨 帶旺消費市場
袁偉基表示，特區政府汲取去年派發消費券經驗，

今年運作得更暢順，連同新加入的兩個銀行支付平
台，現時共 6 個支付平台供市民使用，「多了商家互
相競爭，有機會推出更多優惠，吸引人轉台，最終得
益會是市民。」
他認為兩輪分階段派發電子消費券的做法有助促
進消費，因為市民可能抱持很快收到下一階段消費
券，產生「先買為快」的心態，花錢因此較「鬆
手」，當收到消費券後又會用來買其他東西。再
者，當市民想購買智能電話等較昂貴的商品時，就
有機會以自費部分再配搭消費券一起使用。他笑

第二階段消費券發放時間表

無計劃轉用儲值支付工具的市民無須重新登記，特區政
府會自動核對之前已登記資料，無問題就會發放消費券至
有關賬戶。新符合資格市民或想「轉會」的市民須上網重
新登記，登記期由下周四起至下月 23 日，全港有 8 個臨時
服務中心協助市民登記。
陳茂波表示，今次新增 PayMe from HSBC 及 BoC Pay
兩間營辦商，可予市民更多選擇，相信營辦商為「搶客」
會推出更多優惠，保持市道活躍氣氛。同時，計劃安排需
要簡單和方便，亦鼓勵市民「轉會」使用消費券，利用市
場力量保持消費券計劃的活潑和靈活度，加強電子支付發
展，振興市道和刺激經濟。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王學玲提
醒市民，無論是新登記還是「轉會」，手續只能做一次，成
功登記後沒法再更改，呼籲市民考慮清楚才登記，「不要心
急，可評估一下自己適合哪個（工具）再做決定。」
被問到八達通儲值限額仍是 3,000 元，會否要求在 8 月前
提升限額時，他指法律並非不可更改，但需顧及技術上安
排。在與八達通公司溝通後，得悉倘調整限額，八達通的
內部電腦系統需作調整，且與其對接的不同商戶亦需進行
相關工作，「考慮到實際運作後，不想消費券計劃推得太
遲，因此按照早前的安排。」

發放時間

到期日

第一期消費券：2,000元

8月7日

明年2月28日

第二期消費券：3,000元

10月1日

明年2月28日

▶使用八達通

發放時間

領取期限

第一期消費券：2,000元

8月7日

明年9月30日

第二期消費券：2,000元

10月1日

明年9月30日

第三期消費券：1,000元

當「合資格消費」累積總
額達到 4,000 元，於之後
一個月16日發放

明年9月30日

（最早於今年12月16日發放，最遲於明年4月16日發放）

獲發 10,000元消費券的登記人
▶使用支付寶香港、Tap & Go「拍住賞」、WeChat Pay HK、PayMe from
HSBC、BoC Pay
發放時間

到期日

第一期消費券：3,000元

8月7日

明年4月30日

第二期消費券：3,000元

10月1日

明年4月30日

第三期消費券：4,000元

12月1日

明年4月30日

發放時間

領取期限

第一期消費券：3,000元

8月7日

明年9月30日

第二期消費券：3,000元

10月1日

明年9月30日

第三期消費券：3,000元

12月1日

明年9月30日

第四期消費券：1,000元

當「合資格消費」累積總
額達到 9,000 元，於之後
一個月16日發放

明年9月30日

▶使用八達通

（最早於明年2月16日發放；最遲於明年6月16日發放）
資料來源：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言，消費券有助刺激消費意慾，市民容易「使多
咗」，但就有利經濟復甦。

移民者無份領 安排無可厚非
對永久離港或有意圖永久離港者不再符合領取
資格，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
學人李兆波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認為，消費券主要
為鼓勵在港消費，要限制移民人士領取消費券亦
屬無可厚非，「已永久提取強積金人士意味已沒
有意圖回港，停止向他們發放消費券是合理，但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執行上要多做工夫，例如抽查個別人士的出入境
紀錄。」
對今次新增兩個電子支付平台，香港資訊科技
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認為，市民「轉會」的機會
不大，除非市民看中個別心儀產品，須以特定支
付平台購買，又或對個別平台推出的優惠有興
趣，而新增的兩個支付平台由傳統大型銀行營
運，安排商戶安裝收款系統並不困難，商戶認為
能吸引顧客，亦會樂意安排新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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