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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席捲全球，香港確診個案至今仍維持
於相對低的數字，亦沒有出現大規模社區爆發，全賴	
各界通力合作，市民團結一致。目前，本港經濟正面臨
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我們需要展現抗疫一樣的決心和
團結，挽救經濟，保住就業，並紓緩市民的財政負擔。

從這份小冊子中，你可以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為	
處理現時前所未有的情況而推出涉及2,875億元的	
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多項破格的舉措。這些措施都—

•	簡單易明

•	容易申請

•	迅速發放款項

•	涵蓋範圍廣泛，讓眾多企業和個人受惠，	

但亦為受重創行業提供額外援助

•	為經濟復蘇鋪路

香港根基穩固，市民抗逆力極強，我有信心我們可以	
走出逆境，重新出發。

序

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



保就業



•	 向合資格僱主提供工資補貼，僱主須承諾在接受	
補貼期間不會裁員，並把補貼金額百分百用於	
僱員工資

•	 所有為僱員作強積金供款或設立職業退休計劃的
僱主均符合資格（除香港特區政府、法定機構及	
政府資助機構受資助員工等等），預計涵蓋150	萬
名僱員

•	 補貼以某一「指定月份」*的50%工資作為	
基礎計算，工資上限為每月18,000元，	
為期6個月。分兩期支付僱主，第一期於	
6月底前發放

•	 向約21.5萬名有於過去15個月供款的自僱	
強積金供款人士提供一筆過7,500元津貼

•	 就三個強積金涵蓋不足的行業，即建造、餐飲	
和陸路運輸（主要指的士司機和紅色小巴司機），	
工資補貼將包括在為該行業特別設計的支援	
項目內，涉及約80萬人

*	「指定月份」由僱主按企業情況自行選定2020年1月至3月的任何	
一個月份。若1月份僱員人數及工資較其後為高，則工資補貼總額	
可令僱主按業務重新聘用人手

810億元

  「保就業」計劃 



支援失業人士	

•	 暫時放寬健全人士申領綜援的資產限額一倍，
為期6個月，預計4萬個住戶受惠。綜援以住戶
為申請基礎，可照顧基本生活需要。健全人士	
住戶的自住物業在首12個月寬限期內會獲豁免	
計算為資產

創造職位

•	 投放60億元在公營和私營機構創造約3萬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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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區政府會在未來一年招聘約1萬名公務員	
和開設約5千名青年實習生名額



提升技能

鼓勵僱員學習新技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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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向僱員再培訓局增撥25億元，	
優化「特別•愛增值」計劃，增加1萬個	
培訓名額，並調高所有合資格學員每月最高津貼
至5,800元

•	 為僱員再培訓局委託的培訓機構提供	
約9,000	萬元資助，以維持培訓中心	
最低限度運作

•	 向約600間建造業顧問公司	
提供培訓資助，涉及約3,000萬元

•	 每年增撥3,000萬元優化勞工處的就業計劃，	
調升在職培訓津貼上限



提升技能

協助企業使用科技

•	 遙距營商計劃：支援企業利用科技繼續營運及
提供培訓，預計惠及超過3千間企業和4萬名	
人員，涉及約5億元

•	 資助公私營界別應用5G技術項目，	
每個項目上限50萬元，預計資助100個項目，
涉及約6,000萬元

•	 法律科技基金：協助法律業界及相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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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及約700個持份者，涉及約4,000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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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



撐企業



為受疫情影響行業 

提供資助
•	 疫情對不同行業造成影響，包括受減少人流和增加
社交距離的措施影響的旅遊業、餐飲業、運輸業、
零售業、藝術文化界、漁農業、會展業、物業	
管理業、小販、註冊補習學校等，以及因政府的保障	
公共衞生措施而須關閉的行業如遊戲機中心、	
電影院、健身中心、美容院等

•	 政府透過「防疫抗疫基金」第一輪（已發放或正接受
申請）、2020-21年財政預算案（正待立法會批准）	
和最新公布的「防疫抗疫基金」第二輪，共推出	
超過70項措施，以一筆過資助、現金津貼、	
豁免租金等方式，協助他們渡過難關



政府在第一輪「防疫抗疫基金」 

較多關注資助計劃的進展：

•	 合資格持牌食肆可獲一次過8萬元或者20萬元	

資助，已批出超過2萬3千份申請，發放資助	
金額超過31億元

•	 逾48萬名合資格建造業工友及7千間建造業公司

可獲資助，已發放資助金額超過7億元

•	 合資格的零售商戶可獲得一次過8萬元資助，	

共收到9萬多宗申請，並已發放資助金額	
超過4	億元

•	「藝術文化界資助計劃」資助不同藝術團體及	
個人藝術工作者，至今已發放資助金額	

超過6千6百萬元。受惠藝團會盡量運用	
所得的資助，支付員工、承辦人員及自由	
工作者的薪金



部分屬「防疫抗疫基金」 

第二輪的主要措施

•	 旅遊業	—	向持牌旅行代理商發放2萬元至	
20萬元不等的津貼；其職員/自由作業並主業	
為導遊/領隊者每月5,000元津貼，為期6個月；	
持牌酒店30萬或	40萬元津貼；旅遊巴士司機一次過	
10,000元津貼

•	 客運業	—	全數發還專營巴士公司、專營或持牌	
渡輪營辦商及電車公司實際常規維修保養費用及	

保費，為期6個月；為的士、紅巴、非專營巴士、
學校私家小巴及出租汽車的登記車主/綠巴的客運	

營業證持有人提供一筆過每輛車30,000元補貼；	
以及為每位合資格的常規的士/紅巴司機每月提供
6,000元的補貼，為期6個月

•	 餐飲業	— 主要資助提供堂食的持牌食肆，	

由25萬元至220萬元不等（為期6個月、分兩期
發放）；受惠食肆須承諾領取資助期間不會裁員，	
並把不少於8成資助額用於支付員工薪金，達致	
「保就業」的目的。預計惠及約1.6萬間持牌食肆	
和他們的僱員，涉及約95億元

•	 航空業	—	為合資格航空營運人的每架大型飛機提供
100萬元和每架小型飛機提供20萬元的補貼	；機場	

航空支援服務及貨運設施營運商最多300萬元補貼



•	 教育界	—	在小學、中學、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資助的大學、職業訓練局，以及自資專上院校的	
每個符合資格的餐飲供應點	（即小賣部、食堂及	

餐廳）可獲一次過80,000元的紓困資助

•	 建造業	—	向合資格的建造業工友提供一次過	
7,500元津貼；及向未有受惠於首輪措施的建造
相關企業（包括合資格的承建商、專門承造商、	
工程承辦商、供應商等）發放2萬元或1萬元資助

•	 向於過去一年從事教練工作的體育總會及體育	
機構註冊教練、在學校或社署資助機構擔任導師、
教練、培訓人員及興趣班營辦者發放一次過資助，

每人7,500元

有關「防疫抗疫基金」第二輪	
所有資助項目詳情，	

請按二維碼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anti-epidemic-fund-2.html


協助企業資金周轉

•	 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推出由政府作
百分百擔保的特惠低息貸款，「還息不還本」
安排由6個月延長至一年，政府承擔額由	
200億元增加至500億元，4月底前推出

•	 向八成和九成擔保產品下的貸款，	
提供最多3%的利息補貼，上市公司也可申請，
兩者均為期一年

•	 提高所有擔保產品貸款上限	:

最高貸款額增至

八成擔保產品 1,800萬元

九成擔保產品 800萬元

百分百特別擔保產品 400萬元

有關「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詳情，
請按二維碼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fund/20200413_sme_financing_guarantee_tc.pdf


•	 寬減2019/20課稅年度100%利得稅，	
上限為20,000元

•	 寬減2020/21年度差餉 :	非住宅物業	
首兩季上限為5,000元，餘下兩季為1,500元

•	 寬免2020/21年度商業登記費

•	 公司註冊處寬免公司周年申報表登記費，	
為期兩年

•	 減免政府物業內合資格租戶和政府土地承租人4月

至9月的租金，減幅為75%	

•	 補貼非住宅電力用戶75%電費共8個月，	
每月上限5,000元

•	 減免非住宅用戶75%水費和排污費共12個月	
至2020年11月

•	 在2020年4月至9月期間，康文署的場地租金	
寬減由原來的50%增加至75%

•	 為向政府貸款的自資專上學院及非牟利國際學校	
提供免息延遲兩年償還貸款



紓民困



全民受惠
•	 向每名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	
發放10,000元

•	 今年7月1日起計6個月，港鐵寬減車費20%

•	 今年7月至12月，「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的資助門檻，由400元降低至200元

•	 為所有學生貸款還款人提供免息延長還款期，	
為期兩年

•	 向本年度領取2,500元學生津貼的學生，	
每人額外提供1,000元津貼

$10,000



$20,000

紓減稅務壓力

•	 寬減2019/20課稅年度100%	
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	
上限為20,000元

•	 2020年4至6月期限前繳交的2018/19課稅年度
薪俸稅、個人入息稅和利得稅的期限自動

延長3個月		

•	 寬減2020/21年度住宅物業四季差餉，
每季上限為1,500元

$1,500



扶助基層

•	 發放多1個月綜援標準金額、高齡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鼓勵就業交通津貼	
亦作相若安排

•	 為房委會及房協公屋單位較低收入租戶	
代繳1個月租金	

•	 向合資格職津住戶及學生資助住戶發放一筆過特別

津貼。職津住戶可獲相等於兩個月津貼額，	
而學生資助住戶則可獲一筆過4,640	元

•	 為政府及房委會服務承辦商的清潔工人、廁所	

事務員及保安人員提供每月1,000	元的津貼，	
為期不少於4個月	



保住員工就業

協助企業繼續經營

減輕市民財政負擔

讓經濟在疫情 

受控後盡快復蘇

我們「守得住」 
香港「撐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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