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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Omicron與Delta夾擊香港
年初三前不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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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確診1宗閉環個案
門診需持48小時核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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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第五波疫情增加就業壓力
失業率連跌10月至3.9%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鄺
偉軒報道：政府統計處昨公布，本
港去年10至12月失業率為3.9%，
較對上3個月下跌0.2個百分點，且
是10個月連跌。與2021年9至11月
比較，差不多所有主要經濟行業10
至12月期間失業率（不經季節性調
整）均見下跌，其中建造業、零
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以及教育業
有相對明顯的跌幅。此外，就業不
足率亦微跌 0.1 個百分點，降至
1.7%。本港受疫情影響已近兩年，
2020年底失業率最高曾達7.2%，
隨本地疫情逐步受控和消費復蘇，
就業形態轉向強勁復蘇行業，就業
崗位亦源源不斷釋出。惟第五波疫
情最近殺來，令勞工市場未來數月
平添壓力，首季失業率能否延續下
降趨勢尚待觀察。

林鄭：抗疫基金發放要 「快」

數據顯示，本港總就業人數由去年 9 至 11 月的
367.33萬人升至10至12月的368.07萬人，增加約7400
人。同期，總勞動人口則由383.13萬人下跌至382.40
萬人，減少約7300人。失業人數（不經季節性調整）
由去年9至11月的15.80萬人下跌至10至12月的14.33
萬人，減少約14700人。同期就業不足人數亦由70000
人下跌至66800人，減少約3200人。

統計處表示，差不多所有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均
見下跌，其中建造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教
育業跌幅相對明顯。就業不足率方面，跌幅主要見於
運輸業和教育業。按行業分析，大多數經濟行業的失
業率在去年10至12月較上一個3個月期間下跌。受惠
於去年第四季消費氣氛改善，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合
計的失業率亦下跌0.9個百分點至5.4%。其中，餐飲
服務活動業和零售業的失業率分別下跌1個百分點及
0.9個百分點至5.9%和5.2%。同時，建造業和教育業
的失業率亦顯著下跌。

勞工市場走勢視乎疫情及經濟復蘇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示，因應 2021 年 10 至

12月期間經濟持續復蘇，勞工市場在期內繼續改善。
2021年10至12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較同年9至
11月下跌0.2個百分點至3.9%，就業不足率微跌0.1個
百分點至1.7%。

展望未來，羅致光指，因應近日出現新一波本地疫
情，以及因此而實施的收緊社交距離措施，與消費相

關行業的就業情況料在短期內會面對一些壓力。但他
亦相信，在防疫抗疫基金下的新一輪措施應能提供一
些紓緩作用。勞工市場未來數月的發展將取決於本地
疫情及經濟復蘇的步伐。為使本地疫情盡快受控，社
會應遵守防疫措施，並努力達至更廣泛的疫苗接種，
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相關情況。

羅致光又指，勞工處2021年10至12月平均每月錄
得107334個來自私營機構的空缺，較9至11月的平均
數字上升1.4%，按年升73.6%。求職人士可使用勞工
處的網上平台（如 「互動就業服務」網站）獲取這些
空缺資訊。

抗疫基金5.0料有紓緩作用
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高級經濟學家吳卓殷接受本報

訪問時稱，若現行社交防疫措施農曆新年後得以鬆
動，相信新一波疫情未必會影響招聘意欲，惟短期就
業不足率或面臨上升壓力。他相信，及至今年底，香
港整體失業率仍有望跌至3.5%，但受制於當前疫情，
今年首季及次季失業率下跌速度或較原先預期為慢。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表示，政府數據表明，
香港經濟展現了極大韌性，整體勞動力市場已恢復到
接近疫前水平。惟第五波疫情令社交措施再收緊，餐
飲業等首當其衝，相信特區政府紓困措施有助紓緩壓
力。他表示，如疫情受控和與內地通關取得實質進
展，本港營商環境將進一步改善，今年失業率有望延
續下降趨勢。

工聯會權委主任丘燿誠表示，兩種變種病毒正肆虐
香港，晚市禁堂食及 「停工令」延長14天是一個不好
的預兆，難保 「14天後又再14天」，表列處所復業無
期，不得不以扣薪、裁員、放無薪假等措施降低成
本，就業市場及失業率很有可能再次惡化，一眾基層
百姓又再首當其衝。故此，建議政府思考加強勞工失

業及就業不足情況下的支援措施，避免失業潮來臨
時，基層大眾再度手停口停，如推出緊急失業或停工
現金津貼，向受影響從業員發放一次性1萬元津貼，
津貼資助應直接發放予工友和包括自僱人士、自由工
作者和零散工等，並研究長遠失業援助計劃，以修補
勞工保障缺口。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表示，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部分補助金可望
於農曆新年前發放，以期第一時間支援受新一輪社
交距離措施影響的人士。

為應對疫情變化，特區政府延長晚市堂食等收緊
社交距離措施至2月3日（大年初三）。為支援受影
響行業，上周五政府推出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總
承擔額約35.7億元。昨早，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
前向傳媒表示，新輪基金的重點是要 「快」，要第
一時間將補貼交給受新一輪社交距離措施影響的個
人或處所運營者，27項支援措施中16項已在過去幾
日公布詳情並接受申請。本次申請的資格和以往差
不多，只要合資格處所運營人士提出申請就會盡快
審批，已要求有關部門爭取在農曆新年前發放部分

金額。
至於會否加碼或有其他支援措施，林鄭指今次防

疫抗疫基金與之前情況不同，推出第四輪基金時，
很多處所受影響超過100天。她稱會根據疫情變化和
社交距離措施對於處所影響而提供支援，但亦承認
支援沒辦法完全彌補業界認為的損失，這也正是市
民需要 「全民抗疫」的原因。她又提到財政預算案
正進行諮詢，包含利民紓困措施，具體支援措施仍
有待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中處理，她亦會向司
長提供意見。

不少紓困津貼月底前可分批發放
另一方面，民政事務局昨宣布，在第五輪防疫抗

疫基金下，將撥款3480萬元支援因疫情受影響的表

演藝術團體、個人藝術從業者及自由職業者，預計
可於1月底前分批發放。當中，會向逾100個受影響
的表演藝術團體，發放每團4萬元的一次性資助，包
括主要演藝團體、受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的藝團、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場地夥伴，及藝能發展資
助計劃的受助團體；亦會向早前曾受惠資助計劃、
合資格的個人藝術從業者及自由職業者，發放每人
5000元一次性資助，預計受惠人數達6000人。當局
又將撥款400萬元，向每間合資格的演出行業公司提
供5萬元一次性資助，預計能惠及80間公司。

教育局亦通知學校有關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下與
教育範疇相關的紓困津貼及資助的詳情，涉開資約
3.384億元。每所幼稚園及私立日校會獲發放3萬至8
萬元不等的一筆過津貼，預計約1000所幼稚園和約

185所私立日校受惠，涉及額外開支約6750萬元。至
於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每所在通函發出當
日已根據《教育條例》註冊並仍然營運的學校，將
獲提供一筆過 2 萬元的紓困津貼，預計惠及約 2700
所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涉及額外開支約
5400萬元。防疫抗疫基金亦會向小學及中學日校的
餐飲供應點營辦商，小學及中學日校的飯盒供應
商，校巴司機、學校私家小巴司機及保姆，在學校
擔任導師、教練、培訓人員及興趣班的營辦者，提
供一筆過紓困資助，涉及額外開支約 2 億 1690 萬
元。

社會福利署則公布新一期 「津助機構興趣班導師
補助金計劃」由1月20日起接受申請，至3月31日
截止。凡今年第一季受聘/曾協議受聘於社署津助機
構營辦的津助福利服務單位，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有
關藝術、舞蹈、手工、體育等方面訓練，卻因當前
疫情導致服務暫停而收入受損的每名合資格興趣班
導師，可獲一次過5000元補助金。

本港最近一年來就業情況
年份/期間

11/20至1/21

12/20至2/21

1/21至3/21

2/21至4/21

3/21至5/21

4/21至6/21

5/21至7/21

6/21至8/21

7/21至9/21

8/21至10/21

9/21至11/21

10/21至12/21*

註：*為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勞動人口
（萬人）

388.40

387.17

387.39

386.95

386.37

385.31

384.84

383.95

383.86

383.82

383.13

382.40

按年
變幅

-1.4%

-1.3%

-0.7%

-0.2%

-0.1%

-0.7%

-1.1%

-1.3%

-0.9%

-0.7%

-1.1%

-1.3%

失業人數
（萬人）

25.33

26.16

25.98

24.75

23.33

21.31

19.84

18.77

18.06

17.18

15.80

14.33

失業率(經
季節性調整)

7.0%

7.2%

6.8%

6.4%

6.0%

5.5%

5.0%

4.7%

4.5%

4.3%

4.1%

3.9%

失業率(未經
季節性調整)

6.5%

6.8%

6.7%

6.4%

6.0%

5.5%

5.2%

4.9%

4.7%

4.5%

4.1%

3.7%

就業不足
人數（萬）

14.82

15.46

14.84

12.66

10.74

9.60

9.23

8.62

7.90

7.27

7.00

6.68

就業
不足率

3.8%

4.0%

3.8%

3.3%

2.8%

2.5%

2.4%

2.2%

2.1%

1.9%

1.8%

1.7%

去年隨疫情逐步受控和消費復蘇，本
港就業形勢不斷改善。惟第五波疫情新
年殺來，令未來勞工市場平添壓力。

資料圖片

在一宗源頭未明的 Delta 確
診者工作的寵物店內，當局發
現11隻倉鼠樣本呈陽性，倉庫

環境樣本同樣呈陽性。暫時雖無證據表明這條Delta
傳播鏈源自動物傳人，但倉鼠身上帶有病毒卻是肯
定。所以，政府即時要求全港售賣倉鼠的寵物店停
業，涉事寵物店及倉庫的倉鼠和其他細小動物亦須
人道處理。當局並強烈建議近期買過倉鼠的市民將
倉鼠交由署方人道處理，同時呼籲市民不應將寵物
遺棄街上，在接觸動物或其物品後要洗手等。

眾所周知，由果子狸到蝙蝠，動物身上帶有新冠
病毒並非新鮮事，今次疫情初期本港亦曾在貓、狗
等寵物驗出病毒，而實驗室亦慣選用倉鼠來作病毒
研究；也就是說，動物可作為病毒載體，其傳播風

險其實一直存在。今次香港成為全球首次發現倉鼠
在實驗室外感染新冠病毒，甚至可能出現全球首宗
倉鼠傳人的感染案例，這也意味着現行防疫措施仍
有漏洞，除了針對人，還要補漏完善針對動物的監
控，才可把 「外防輸入」 的風險降至最低。另外針
對國際郵件和進口食品的冷鏈亦然。

政府火速以人道處理倉鼠隱憂，方案獲得專家組
的一致同意。但在保護動物權益呼聲日甚的今日，
人道處理上千隻作為寵物的倉鼠難免會出現爭議和
反對聲音，就如之前人道毀滅野豬一樣。必須強
調，防疫始終須要優先，公共衛生安全具有凌駕
性；若對人命構成威脅，難免要人道處理相關風
險。專家組便引述國際例子表示，歐洲前年因出現
貂鼠傳人個案，故採取大規模的人道毀滅行動，說

明人道處理並非香港獨創；禽流感時期殺雞、野豬
傷人時撲殺野豬之類，道理同出一轍，人道處理分
屬迫於無奈的選擇。試想，若放任倉鼠疫情不管，
不單會危及倉鼠本身，還可能令本港疫情惡化——
寵物店內有兩成多倉鼠染疫，比例已相當高，而寵
物店群組已有三人確診和初確，形成一條傳播鏈；
進一步言，若病毒在倉鼠體內變異，更會為全人類
帶來新威脅，有專家形容 「不是講玩」 。

當然，跟其他食用動物或野生動物不同，寵物作
為人類愛的投射，令我們特別憐憫；繼倉鼠後，假
如有貓、狗等人類投放更多感情的寵物，日後都發
現有攜帶病毒，我們又應如何應對？有關方面好應
未雨綢繆，盡早完善制度化安排。一方面，必須緊
緊把好針對動物的 「外防輸入」 關口，確保所有來

港動物不帶病毒，又或安排進口動物先隔離檢疫。
在 「內防擴散」 方面，當局亦可研究能否採取事前
分隔措施，以免再有動物確診又要大規模人道處
理。另外，還須透過廣告、海報等，教育市民疫下
如何妥善 「跟寵物共存」 ，減少任何動物傳人又或
人傳動物的可能。始終，人道處理是迫不得已，在
上游率先隔絕病毒方為上策，亦即在維護公共衛生
安全與保護動物權益兩方面得以兼顧。

今次當局出招消除動物傳播病毒風險可謂果斷，
但僅此還不足夠，尚要建立制度防止再有動物傳播
鏈出現；而有鑒新冠病毒防不勝防，本港亦須繼續
推動疫苗普及，建立保護屏障。病毒變種難以預
料，其入侵方式亦多樣化，防疫抗疫手法必須持續
完善優化方成！

防疫優先 切斷動物傳播鏈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

2022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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