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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齊下紓民困 放寬失業領綜援資格

六類行業開創職位 關懷基層
施
▼政報告多管齊下紓民困，尤其關懷基層，展示出特區政府勇於承擔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下 ， 本 港 失 業 率 高 企 於 6.4%
， 衝 上 近 16 年 高 位 。 行 政 長 官 林 鄭 月 娥 昨 日 發
去年下半年以來暴
表的施政報告，提出多項紓緩措施，包括在
疫夾擊，社會經濟動盪，各行各
六類行業創造就業機會，僱員再培訓局的
業飽受重創，一些基層市民失業，手
「特別．愛增值」 計劃的培訓名額加碼一
停口停。施政報告着重民生、關懷基層
倍，並放寬失業人士申領綜援的資格等。
，展示出特區政府有承擔。
「短期食物援助計劃」 也會恆常化，進一
全國政協常委、
步支援失業人士。社會人士指施政報告多管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譚錦球
齊下紓民困，尤其關懷基層，展示出特區政府
勇 於承 擔。

援助措施
大公報記者
林鄭月娥稱，受到全球及本港疫
情的影響，本地勞工市場面對巨大壓
力，要幫助勞工走出困境，政府必須
竭力恢復經濟、開創就業機會、增加
培訓及再培訓機會、加強人力配對的
工作和優化社會福利制度的安全網。
政府在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下推
出的 「創職位」 措施，為不同學歷及
技能人士提供合共三萬個有時限的就
業機會，目前於公私營機構已創造約
2.9萬個職位，當中超過一萬個已入
職。林鄭月娥稱，一些前景較好的行
業計劃，例如由金融發展局獲撥款
1.8億元推行的 「金融服務業創職位
計劃」 （FIRST），特別受歡迎，合
共1500個由政府補貼僱主每月一萬
元的就業名額，推出三星期內，已接
近全數獲合資格的金融業務公司成功
申請。

特別．愛增值名額倍增

後，將於明年一月推出第三期的 「特
別．愛增值」 計劃，為期半年，培訓
名額較第二期計劃增加一倍，二萬名
學員接受再培訓並在培訓期間可獲得
津貼。計劃對學員不設學歷限制，協
助他們早日重投就業市場。

提供租金津貼惠九萬貧戶

持續改善民生措施
交通援助

醫療援助

惠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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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創造更多職位
名額增至2萬

資格人士提供現金津貼

明年3月

【大公報訊】記者吳嘉鈴報道：為
紓緩市民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交通費負擔
，施政報告宣布，原定於今年底完結的 「
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放寬安排，以及
港鐵車費八折優惠，將分別延長六個月及
三個月。

大橋發展自動化停車場

搭港鐵八折延三個月

原定於今年底完結的 「公共交通
費用補貼計劃」 將延長六個月

▼

政府於今年7月至12月期間，暫時將
「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的每月公共交
通開支水平，由400元放寬至200元。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宣布延長有關措施六
個月，換言之，由明年1月1日至6月30日

」 ，令業者有信心繼續應付嚴峻挑戰及相
對長的復甦期。
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聯盟召集人姚柏
良稱，施政報告正面回應大聯盟的訴求，
希望政府盡快落實有關款項，並支持政府
發掘更多特色文化和綠色本地產品，持續
投入資源，為本港旅遊業復甦作好準備。

面面積作社福設施用途

計劃」恆常化

• 「勞工假」逐步遞增至

17日

，每月公共交通開支超出200元的市民，
將可繼續獲三分之一的補貼，每月補貼上
限為400元，預計每月可惠及約380萬名
市民。
林鄭月娥又稱，港鐵公司與政府磋
商後，決定將原定於今年底結束的車費八
折優惠，延長三個月至2021年3月。
至於長者2元乘車優惠擴展計劃，將
受惠長者年齡門檻由65歲降至60歲，施
政報告公布已大致完成內部評估，正研究
可行的防止濫用執法措施，如一人多卡等
，政府會把所需撥款納入2021/22年度財
政預算案，希望在該年度內逐步落實。

研推封閉式檢測市民贊成
【大公報訊】記者伍軒沛報道
：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
考慮在發現多宗個案的爆疫區域推
行 「封閉式檢測」 ，有市民表示極
度支持防疫措施，並認為有必要推
行強制全民檢測，並願意以封城措
施配合強檢，因為 「疫情不能一拖
再拖，長痛不如短痛。」

撐封城清零

施政報告宣布，將額外撥出接近六億
元幫助旅遊業界紓困

▼

證的主業導遊和領隊，可獲發放一次過
1.5萬元津貼。以接載旅客為主的旅遊服
務巴士司機，則發放一次過6700元津貼
。自去年十月底以來，加上新一輪的措施
，政府合共向旅遊業界資助近26億元。
林鄭月娥表示，待疫情緩和後，會
開拓本地文化和綠色旅遊資源以重振旅遊
業，以擴闊海內外客源，稍後亦會訪京向
文化及旅遊部爭取繼續支持兩地旅遊合作
項目，如便利簽證及一程多站等。
旅遊發展局主席彭耀佳博表示，旅
遊業界正面對非常嚴峻的經營環境，政府
撥出的額外支援將有助解決業界的燃眉之
急。
旅遊業議會表示，代表旅遊業界及
所有從業員向政府表示衷心謝意，議會主
席黃進達形容政府的特別援助是 「及時雨

助計劃」範圍

歲

六億元支援旅業 導遊領隊津貼1.5萬元
【大公報訊】記者解雪薇報道：旅
遊業冰封數月，業界備受打擊，手停口停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施政報告宣布
，將額外撥出接近六億元幫助旅遊業界紓
困，包括向旅行代理商、職員、持證的主
業導遊及領隊、接載旅客為主的旅遊巴司
機派發現金津貼，預計將惠及全港約
1700間旅行代理商、1.9萬名從業員及
3400名司機。政府消息稱，相關津貼料
會在一個半月內發放，有望在今年年底前
完成。
持牌旅行代理商津貼以10名職員為
界，僱用10名或以下職員的旅行代理商
，將會獲得劃一的10萬元津貼；11名或
以上則直接與其職員數目掛鈎，以每名旅
行代理商職員一萬元津貼為計算基準。至
於每名旅行代理商職員，以及自由作業持

病患者的支援

放寬交通補貼延半年 380萬人受惠

停下、讓乘客完成香港出境、內地入
境手續，再前往目的地，運作模式類
似一地兩檢，設施位於香港或內地，
仍有待商討。

另外，為方便跨境駕車人士使用
港珠澳大橋，計劃在大橋口岸人工島
，發展一個自動化停車場，讓來自廣
東及澳門、經大橋前往機場的轉飛或
訪港旅客使用，旅客可以經機場限制
區內的中轉大樓，直接前往閘口登機
，毋需入境本港。

劃」延長至明年6月30日

資料來源：施政報告

跨境商用直升機方便巡廠
【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道：
施政報告提出，將開展跨境商用直升
機服務籌備工作，以鞏固及提升機場
城市建設，形式類似一地兩檢，飛行
路線毋須定點，乘客可以飛到自己選
擇的目的地，只要有合適的直升機場
可以降落，方便回內地廠房巡廠的商
務客。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正跟內地政
府局商討實際運作安排，希望做到一
個地點有設施集中處理出境和入境，
例如直升機由香港起飛前往內地，初
步構想中途會有一個站點，直升機要

失業援助

建
▼造業等六類行業將開拓更多職位

失業綜援個案於過去12個月增近
55%，因應大批失業人士的綜援需求
，政府於今年六月將申領資格的資產
上限暫時上調一倍，亦將放寬綜援內
「援助失業人士特別計劃」 的申請資
格，豁免綜援申請人的所有保險計劃
現金價值計算為資產，為期一年，以
協助更多失業人士渡過經濟難關。
租金是失業人士一大重擔，因此
政府為輪候公屋超過三年的合資格人
士，提供現金津貼，料惠及約九萬名
住戶，目標於2021年中起接受申請
，七月開始派發津貼。有關計劃為期
三年，料耗資80億元，每月津貼金額
將為綜援租金津貼的一半，相當於每
個家庭1000多至3000多元。
為支援難以應付日常食物開支的
個人及家庭，從2021年8月開始，預
留4.15億元經常開支，將 「短期食物
援助服務計劃」 恆常化，補足其他扶
貧措施及協助弱勢社群應對財政困
難。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義工聯盟主
席譚錦球表示，暴疫夾擊，社會經濟
動盪，各行各業受重創，基層市民失
業手停口停。他稱讚施政報告貼地，
着重民生，關懷基層，展示特區政府
勇於承擔。

政
▲府為輪候公屋超過三年的合資格人士，
提供現金津貼

有見及此，政府將在六類行業，
包括綠色行業、建造行業、創科行業
、物管行業、創意行業及法律專業，
開拓更多就業機會，聘用近年畢業的
青年。其中在綠色行業，政府未來數
年會投資一系列環保項目，估計可創
造4000個涉及科研、建築和工程、
回收及運輸的就業機會。
建造行業方面，林鄭月娥已要求
各工務部門，全速開展各類政府建築
物和設施的翻新、維修和保養，加快
公眾街市的翻新和小型改善工程。房
委會也會增撥資源，改善公共屋邨的
環境和公用設施。
另外，政府與僱員再培訓局商討

吳嘉鈴

任職地產代理的田女士表示，
過去大半年，很多客戶因為疫情失
業而退租，更有客人舉家搬回內地
生活，形容香港現時的社會經濟情
況令人擔憂。她支持 「封閉式檢測
」 ，並支持以封城措施配合推行強
制全民檢測，認為這能真正做到完

全清零， 「我們已經面對疫情多少
個四周了？如果再來一個（封城四
周）就可以清零，未嘗不可。」 她
稱現時開放的關口不多，若封城數
周可換來全港新冠肺炎疫情清零，
十分值得。
在內地開廠經營成衣出口生意
的吳先生稱，自疫情爆發後，便沒
有回過內地廠房，雖然現時由內地
返港可以透過 「回港易」 措施豁免
隔離檢疫，但由香港返回內地，仍
要接受隔離檢疫。他認為，香港經
濟始終離不開零售、飲食、旅遊，
不論用任何方法，只要政府可以有
決心壓下疫情，令香港重新安全對
外開放，他都會十分支持採取有關
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