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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首輪抗疫基金動用了 300 億元推出 24 項措施。而因應新型冠狀病毒為香港市場

環境帶來史無前例的挑戰，失業率在 2 月創下了 3.7% ，是過去 9 年新高。於 2020 年 4 月

8 日香港政府因應事次病毒疫情，提供第二輪抗疫基金並加推多項支援項目包括工資補貼

計劃，保就業創職位，為特定行業提供援助及為各項各業減輕財政負擔。 

第二輪抗疫措施 

� 保就業創職位 

 

1. 政府提供 800 億元「保就業」計劃  

 

� 為合資格員工提供 50%工資補貼，以香港入息中位數$18,000 計算,每名僱員

每月上限 9,000 元，補貼期 6 個月，但僱主必須承諾不裁員，預計 150 萬名

僱員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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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就業創職位（續） 

 

1. 政府提供 800 億元「保就業」計劃 （續） 

 

� 向飲食、建造、運輸業提供支援，涉 80 萬人 

� 向自僱強積金供款人士提供一筆過$7,500 支援，涉 21.5 萬人 

� 放寬綜合保障援助計劃下的資產上限一倍，放寬期 6 個月 

� 政府、法定機構和政府資助機構的員工則不在受惠之列 

 

2. 創造 3 萬個有時限為 12 個月的職位，總值 60 億元。另外預計 2020 至 21 年度聘請

約一萬個公務員職位，並開設約 5,000 個青年實習生職位。 

 

3. 支 援 8 億 元 的 工 作 提 升 項 目 ， 讓 員 工 學 習 新 技 能 或 讓 企 業 應 用 更 多 科 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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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用 210 億元為特定行業提供援助 

 

1. 向每名合資格的常規的士及紅色小巴司機提供每月 6,000 元的津貼，為期 6 個月 

2. 向補習學校發放一次性 4 萬元資助 

3. 向學校及專上院校的服務提供者及供應商提供一次性資助，包括向校巴司機、學校

私家車司機及保母發放 1 萬元資助 

4. 向 3 月份內有商業營運的電影院提供資助，資助額為每塊銀幕 10 萬元，每條院線最

多可獲 300 萬元資助 

5. 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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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涉及約 270 架飛機 

6. 向持牌旅行代理商發放現金資助，由 2 萬元至 20 萬元不等 

7. 向每名旅行代理商職員、主業為導遊及領隊自由作業持證導遊及領隊提供每月 5000

元津貼，為期半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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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八

成資助額用以支付僱主薪酬，但不能同時申請保就業計劃資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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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額外獲發一次性 5 萬元資助 

10. 遊戲機中心、商營浴室、健身中心、遊樂場所（桌球場所、公眾保齡球場及公眾溜

冰場）、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持有人（非戲院處所）、麻將／天九耍樂處所及會址合

證明書持有人：10 萬元 

11. 美容院及按摩院：按處所的大小發放 3 萬至 10 萬元，連鎖美容院或按摩院最多可獲

3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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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多項措施惠及商界及市民用以減輕財政負擔： 

 

1. 機管局向航空公司提供 20 億元額外紓緩措施 

2. 金管局釋放 1 萬億元貸款空間，提供還息不還本 

3. 保監局協助保險公司為客戶提供寬限期 

4. 各政府決策局或部門延長項目完工期限、放寬政府工程和非工程合約的付款時間，

以及延長建築規約期最多 6 個月 

5. 改善「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八成信貸擔保由 1500 萬元增至 1800 萬元，九成

信貸擔保由 600 萬元增至 800 萬元，百分百信貸由 200 萬元增至 400 萬元 

6. 政府處所租戶的租金寬減幅度由 50%提高至 75% 

7. 地政總處短期租約的租金寬減幅度由 50%提高至 75% 

8. 把以上第 6 和第 7點的範圍擴大至之前不包括的企業/租戶 

9. 寬減非住宅賬戶水費及排污費 75%的措施延長多 4 個月 

10. 豁免 12.5 萬個醫護專業人員的註冊/登記費，為期 3 年 

11. 7 月起減地鐵車費 20%，為期 6 個月 

12. 7 月起放寬交通補貼計劃門檻，由 400 元降至 200 元 

13. 為自資專上學院及非牟利國際學校提供免息延長還款期，為期 2 年 

14. 應於 4、5、6 月繳交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和利得稅的納稅人，自動延期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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