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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抗疫 共渡時艱

補充資料

I. 保就業、創職位及提升工作效能

(1) 推出800億元「保就業」計劃：

• 政府向合資格僱主提供工資補貼，以保留其僱員，但僱主須承諾
不會裁員

• 所有為僱員作出強積金供款的僱主均符合資格，載於豁免列表者
除外(香港特區政府、法定機構及政府資助機構員工)

• 政府提供的工資補貼以五成工資作為基礎計算，該工資上限為每
月18,000元，為期6個月； 18,000元是本港2019年第二季工資
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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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兩期支付僱主，第一期不遲於2020年6月發放，預計涵蓋150
萬名僱員

• 向強積金計劃沒有完全涵蓋的飲食、建造及運輸(主要為的士及紅
色小巴司機)三個行業的僱主提供支援(涉及約800 000人)

• 向自僱強積金供款人士(約215 000人)提供一筆過資助

3

I. 保就業、創職位及提升工作技能的措施(續)

I. 保就業、創職位及提升技能的措施

• 支援失業人士：
暫時放寬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的資產審查：透過綜援系統

提供限時性的失業支援計劃，將健全人士的資產限額提高一倍，為期六
個月。粗略估計將會惠及4萬個住戶。

• 創造職位：
在未來兩年，投放60億元，在公營及私營機構創造約3萬個有時限性(不

超過12個月)的職位，涵蓋不同學歷及技能人士，包括專業及技術人員、
大專畢業生、中層及基層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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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保就業、創職位及提升技能的措施
• 鼓勵不同行業僱員學習新技能及協助企業使用科技的六項措施：

法律科技基金：協助部分中小型律師事務所/大律師辦事處及相關人士購買或提升資訊科技系統，
安排員工參加相關法律科技培訓，配合遙距聆訊發展，將惠及約700個中小型律師事務所/大律師
辦事處及相關人士(涉及約4,000萬元)

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爭議的網上爭議解決計劃：為與新型冠狀病毒相關或引起的爭議提供網上爭議
解決服務(涉及約7,000萬元)

鼓勵使用5G技術：資助公私營界別應用5G技術項目的一半成本，每個項目上限50萬元，預計資
助100個項目(涉及約6,000萬元)

網上營商計劃：創新及科技局推出資助計劃，支援企業利用科技繼續營運及提供相應培訓，預計
惠及超過3 000間企業和40 000名人員(涉及約5億元)

建造業培訓資助：建造業議會向約 600間顧問公司提供培訓資助，每間公司資助金額為5萬元 (涉
及約3,000萬元)

技能提升配對基金：為公私營企業提供配對基金，讓從業員參與培訓(涉及約1億元)

II. 支援最受疫情影響行業的措施

• 合共16項建議，涵蓋多個行業

(1) 向根據《教育條例》註冊、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補習學校）發放一次過
4萬元資助，預計惠及 3 000 所補習學校。

(2) 向學校及專上院校的服務提供者及供應商提供一次過資助
a) 餐飲供應點(即小賣部、食堂及餐廳) : 8萬元資助，預計惠及 900 個營運者
b) 飯盒供應商: 1萬元資助(以每一學校計) ，預計惠及 1 000 間學校的供應商
c) 校巴司機、學校私家小巴司機及保姆: 1萬元資助(以每一名司機/每一架校巴的保姆計)，預計惠及5 300校

巴/學校私家小巴的司機和5 300名保姆
d) 在學校擔任導師、教練、培訓人員及興趣班營辦者: 合資格者可獲7,500元資助，預計惠及 27 000 個營辦

者/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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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支援最受疫情影響行業的措施

(3) 向每名體育總會及體育機構於過去一年從事教練工作的註冊教練提供一次過
7,500元補助金，預計惠及 17 000名註冊教練。

(4) 向每名社會福利署資助機構興趣班導師提供一次過7,500元補助金，預計惠及
8 200人。

(5) 向每個合資格私人廢物收集商提供一次過8,000元津貼，預計約700個收集商受
惠。

(6) 向每名本地漁農生產者提供一次過1萬元補助金，預計約7 600個生產者受惠。

II.支援最受疫情影響行業的措施

(7) 向交易所參與者及證監會持牌人提供一次過資助：

(a) 向約790名組別B及組別C交易所參與者(即按市場成交額計算第十五位以後的
經紀行)每所提供5萬元資助；及

(b) 向每名證監會持牌人提供2,000元資助，將惠及44 000名持牌人

(8) 向地產代理業界的個人持牌人提供一次過現金津貼，金額相等於24個月相關牌
照費，預計惠及約40 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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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支援最受疫情影響行業的措施
(9) 支援客運業

(a) 的士及紅巴司機
(i) 向每名合資格的常規的士及紅巴司機提供每月6,000元津貼，為期6個月；
(ii) 對於未能完全符合常規司機資格要求，但能符合一定條件的的士及紅巴司機，發放一筆過7,500元津貼；

預計59 000名的士司機和2 500名紅巴司機受惠；

(b) 向每輛的士和紅巴登記車主發放一次過3萬元津貼，預計共18 163輛的士和約1 030輛紅巴車主
受惠；

(c) 為每輛持牌非專營巴士、學校私家小巴及出租汽車登記車主提供一次過3萬元的津貼，預計約
7 400輛非專營巴士、2 200輛學校私家小巴及1 300輛出租汽車的車主受惠；及

(d) 全數發還5間專營巴士公司、9間專營或持牌渡輪營辦商及香港電車有限公司實際常規維修費用
及保費，以實報實銷方式施行，為期6個月。

II.支援最受疫情影響行業的措施

(10) 支援下列創意產業
(a) 電影院資助計劃：向3月份內有商業營運、持公共娛樂場所牌照的電影

院提供資助，資助額為每塊銀幕10萬元，每條院線最多可獲300萬元資
助；

(b) 「元創方」及其租戶: 提供2,500萬元資助，以維持元創方營運及豁免其
租戶租金；及

(c) 本地印刷及出版業界: 全數資助合資格參加者參與下一屆「香港書展」，
每位參加者最高可獲10萬元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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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支援最受疫情影響行業的措施

(11) 支援旅遊業
(a) 向每間持牌旅行代理商發放現金資助，由2萬元至20萬元不等。預計約

1730間代理商受惠；
(b) 向每名旅行代理商職員、主業為導遊及領隊的自由作業持證導遊及領隊提供

每月5,000元津貼，為期半年。預計約26 000人受惠；
(c) 向每間持牌酒店發放30萬元/40萬元現金資助，預計約300間酒店受惠；
(d) 向每名以接載旅客為主的旅遊巴司機發放一次過1萬元津貼，預計約9 300

名司機受惠；
(e) 為啟德郵輪碼頭營運商提供為期半年的每月固定租金及管理費寬免；及
(f) 向郵輪公司提供資助，讓其於各郵輪碼頭入境服務暫停期間取消航次的泊位

訂金在重新預訂泊位時提供退款。

II.支援最受疫情影響行業的措施

(12) 支援建造業

(a) 向合資格的建造業工友發放一次過7,500元資助；

(b) 向合資格承建商、專門承造商和供應商，及主要建造業行業商會的公司會員發放
一次過2萬元資助；

(c) 向合資格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電業承辦商、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註冊升降機
／自動梯承辦商、升降機及塔式工作平台註冊承建商、消防裝置承辦商及建造相
關的合資格機械設備租賃供應商發放1萬元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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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支援最受疫情影響行業的措施

(13) 向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元創方和「反轉天橋底行動」的非牟利營運
機構提供一次過300萬元資助，惠及12個非牟利營運機構。撥款獲批後
可即時落實措施。

(14) 支援航空界

(a) 向因國際航班幾乎完全停頓而大受打擊的航空業界提供一次過補助金：
(i) 每架在香港註冊的大型飛機提供100萬元補助金，每架在香港註冊的小型飛機

20萬元補助金，預計涉及約270架飛機
(ii) 航空支援服務及貨運設施營運商：每間可獲最多300萬元(僱員人數100人或以

上)/ 100萬元(僱員人數少於100人)補助金，預計惠及約40個營運商

II.支援最受疫情影響行業的措施

(15) 支援餐飲業
(a) 向餐飲處所*提供一次過資助，按處所面積大小，由25萬元至220萬元不等，分兩

期發放，最少8成資助額用以支付僱員薪酬。持牌人必須承諾在領取該期資助後3
個月內不會裁員，亦不能同時申請「保就業」計劃資助

(b) 按照政府指示須關閉整個持牌處所的合資格餐飲處所(包括卡拉OK、酒吧／酒館
和夜總會)，可額外獲發一次過5萬元資助

(c)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管理的公眾街市內的熟食／小食攤檔承租人可獲發一次過
5萬元資助

預計惠及17 000 間餐飲處所和920個街市攤檔，以及他們的僱員。

* 合資格的普通食肆、小食食肆、水上食肆及工廠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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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支援最受疫情影響行業的措施

(16) 支援受政府頒布的保障公共衞生措施而全面和局部關閉的行業

• 向因《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599F章）
被指令關閉或採取指明預防措施的行業提供一次過津貼：

(a) 遊戲機中心營運者：10萬元，約240處所受惠

(b) 商營浴室牌照持有人：10萬元，約50處所受惠

(c) 健身中心營運者：10萬元，約1 660處所受惠

(d) 遊樂場所(桌球場所、公眾保齡球場及公眾溜冰場) 營運者： 10萬元，約
59處所受惠

(e) 公眾娛樂場所牌照持有人(非戲院處所) ： 10萬元，約180處所受惠。臨時
公眾娛樂場所牌照持有人： 2萬元，約300處所受惠

II.支援最受疫情影響行業的措施

(f) 麻將/天九耍樂處所牌照持有人： 10萬元，約66處所受惠

(g) 會址合格證明書持有人： 10萬元，約580處所受惠；

(h) 美容院營運者：按處所面積的大小發放3萬至10萬元，連鎖美容院
最多可獲3百萬元，約7 000處所受惠；

(i) 按摩院營運者：按處所面積的大小發放3萬至10萬元，連鎖按摩院
最多可獲3百萬元，約1 400處所受惠；及

(j) 政府土地上由非政府機構營辦的康樂及體育設施營運者： 每幅政府
土地上提供的設施發放10萬元，約80處所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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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紓緩企業及個人現金流轉困難的措施

1. 持續優化「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
• 優化「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八成、九成和百分百特別擔保產品

• 估計額外開支為116億9,000萬元

• 額外300億元信貸保證承擔額

• 預計約20 000至50 000家企業將會受惠

• 按證保險公司會馬上與銀行商討執行細節，務求盡快推出新措施

2. 政府物業租金及收費寬免
(a) 2020年4月至9月期間，政府物業內合資格商戶或機構的租金寬免將由50%提高

至75%。全面停業的租戶（如跨境渡輪碼頭及官立學校小食亭）可獲全額租金寬
免，約18 000個租用者/租戶將可受惠。政府亦鼓勵公共機構如房委會、房協、
市建局和機管局跟隨上述做法，向商業租戶提供租金寬免，並鼓勵私人市場業主
減租

(b) 2020年4月至9月期間，地政總署轄下合資格政府土地短期租約及地契條款豁免
書的租金或費用寬免，由50%提高至75%， 惠及約5 000個租戶/豁免書持有人

III. 紓緩企業及個人現金流轉困難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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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上述租金及費用寬免安排，將涵蓋早前並未受惠的行業(如車廠、駕駛學校、公
共交通機構的辦公室及廣告牌)。政府土地短期租約及地契條款豁免書的持有人，
如因第599F章下政府為保障公共衞生而必須或自願關閉，可申請全額寬免。約
1 300個租戶/豁免書持有人/租用者受惠

(d) 延長現行為期8個月的措施，減免非住宅帳戶額外4個月(即2020年8月至11
月)75%的應繳水費及排污費。每戶每月減免額上限分別為2萬元及12,500元。
約25萬個帳戶受惠

(e) 豁免約125 000名醫護專業人員的註冊/登記費，由2020年7月起為期三年，以
答謝醫護人員為防疫抗疫付出的努力

估計上述各項措施會減少政府收入約13億元。我們會盡快透過行政措施或附屬法例
方式落實上述措施

III. 紓緩企業及個人現金流轉困難的措施

3(a). 港鐵車費折扣

• 港鐵公司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1月1日六個月期間，提
供20%車費折扣

• 政府會以50:50配對方式協助港鐵公司提供上述折扣，估計額
外開支為8億元

• 預計逾500萬人次受惠(視乎乘客量)

III. 紓緩企業及個人現金流轉困難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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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開支水平

• 在2020年7月至12月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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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涉及的額外開支由2020-21年度上述計劃的預算開支承擔，毋須額外撥款

• 2020年7月實施臨時措施，讓市民可由8月中起領取按放寬後每月公共交通
開支水平計算的補貼

• 預計約380萬名市民受惠

III. 紓緩企業及個人現金流轉困難的措施

4. 為開辦課程貸款計劃下貸款的自資專上院校、非牟利國際學校及正接受在職家
庭及學生資助辦事處貸款的學生提供一次性免息延遲兩年償還貸款安排

• 估計政府收入將減少4億6,300萬元，共有13所借款自資專上院校、三所非牟利國際
學校及約20萬名學生貸款還款人均可受惠

• 教育局會邀請所有借款院校和三所國際學校一個月內回覆是否接納暫緩兩年償還貸
款的安排

•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會向學生貸款還款人發出通知書，通知他們有關暫緩兩
年償還貸款的安排

5. 即將到期繳付的2018至19課稅年度的稅款的繳付稅款限期將自動順延三個月，
稅務局稍後會公布詳情

III. 紓緩企業及個人現金流轉困難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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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其他由政府促成的援助措施

• 香港機場管理局撥款20億元為航空業提供進一步的紓困措施

• 香港金融管理局與銀行界推出多項針對紓緩客戶(特別是中小企)現金流壓力
的措施

• 保險業監管局與業界持分者推出一系列紓困措施：例如所有主要保險公司
已主動為個人人壽、危疾、醫療保險的保單持有人，提供長達30至180天
的保費寬限期，保單持有人應向其保險公司或中介人申請延遲繳交保費

• 彈性處理政府工程及非工程合約及其他發展項目
 相關部門會按照合約機制延長政府工程及非工程合約的完工期，及／或放寬

政府相關合約的付款安排，以及延長發展項目於地契下的建築規約期限至最
多六個月，約 1000 個合約承辦商／顧問／地契承租人將可受惠

 政府部門會盡快與合約承辦商／顧問聯繫，盡快推行上述措施。至於免補地
價延長發展項目建築規約期限的措施，地政總署會發出適當公告，公布承租
人提交申請的詳細安排

 非工程合約方面,政府會鼓勵各採購部門向承辦商增加付款次數、 將付款細
則內的付款階段拆細以增加付款次數, 以及加大墊支付款額，亦已敦促各採
購部門盡力將慣常30天的付款週期壓縮到一至兩星期

IV. 其他由政府促成的援助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