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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重點：    1) 庚子新春團拜   2) 會務動態

3) 資訊傳遞 - 零售業資助計劃    4) 抗疫資訊

庚子年新春團拜實錄 庚子年新春團拜實錄 
本會於2月17日（正月廿四）在會所舉行庚子年新春團拜，出席有會董、會員及業界朋

友，人才濟濟，共聚一堂。席間吳旅佳會長致新春賀辭，並且呼籲業界齊心抗疫，祝願大

家盡快走出困境。另外，李銓昌副會長、冼焯添副會長、多位前會長、資深會員及新進精

英等均互相致以新春的祝賀。

當日出席者更獲得吳會長及本會利是各一封，雖然在疫情影響之下，大會仍然充滿着愉快

歡笑聲，氣氛非常熱鬧。



（一）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未見好轉，為

顧及會員與嘉賓健康著想，會董會決

定推遲原定於5月5日舉辦的『港九電

業總會成立七十五周年會慶聯歡暨第

四十二屆會董就職典禮』，暫未有確

定日期，需要視乎疫情發展而定，有

關安排及補辦日期將會另行通知。

會務動態會務動態

（二）新會員：

	 商號會員	

	 －	沃昇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天有

	 －	威濤貿易有限公司	

	 代表人：鍾秀芬

	 －	金昌電器行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偉欽

上班時應留意
Points to note
while at work

如有不適
不應上班  
應盡快求醫
Refrain from work if unwell
Seek medical advice promptly  

彈性上班時間
Flexible working hours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
應戴上口罩
Wear a mask when taking
public transport

進入辦公大樓前
接受體溫探測

Check body temperature
before entering office buildings

避免乘搭擠擁
的升降機
Avoid crowded lifts

 

彈性午餐時間
避免聚餐
Flexible lunch hours
Avoid meal gatherings 

經常保持
雙手清潔
保持工作環境
衞生清潔
Wash hands frequently
Maintain good
environmental hygiene

下班後
避免到人多的地方
Avoid crowded places
after work

避免大型會議
減少同事之間
正面接觸機會
Avoid large-scale meetings
Reduce face-to-face contacts
among co-workers

防疫上班攻略
Prevention of Coronavirus Disease

in the Workplace



資訊傳遞 資訊傳遞 

政府公布「防疫抗疫基金」政府公布「防疫抗疫基金」

推出推出「零售業資助計劃」 「零售業資助計劃」 

為支援受疫情重創的零售商戶，政府將於三月二十三

日（星期一）在「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零售業資助

計劃」（計劃）。

基金已預留五十六億元撥款推行計劃，預計可惠及約

70,000 家零售商戶。每家合資格零售商戶可獲得一次

過八萬元的資助，第一期資助將於四月內發放。

計劃涵蓋向一般大眾銷售實體貨物，供個人或家庭消

費或使用的商戶，而在轉售過程中，貨物並無涉及加

工改造。計劃採用政府統計處進行各類經濟及就業調

查時對零售業的定義，並符合相關的國際行業分類。

申請資格

計劃的詳細申請資格如下：

• 在香港擁有固定地址及獨立營運的實體商店，主要

及實質業務為零售的商戶；及

• 於二○二○年一月一日前已經開業並於申請當時仍

在營業的商戶。

計劃下合資格的零售商戶並不包括：

• 領有由食物及環境衞生署簽發的食肆、食堂、小食

店、新鮮糧食店、食物製造廠、麵包餅食店、燒味

及鹵味店牌照的商店；

• 小販（包括持牌小販）；

• 流動攤檔、沒有設有獨立收帳系統的百貨公司專

櫃；及以六個月以下的短期租約形式營運的商店；

及

• 只從事郵購、網購或以直接行銷形式進行銷售活動

的零售商店。

零售集團或連鎖零售商店（隸屬同一商業機構並以同

一商業登記經營）在計劃下可獲得最多三百萬元的資

助（即不可獲得多於 38 間分店的資助額）。

商戶需提供證明文件以核實申請資格，包括有效的商

業登記證及另外兩類近期帳單 / 結單，例如強積金供

款結算書、租單及水、電、煤氣費帳單等。

網上申請系統將於三月二十三日開始運作

政府已委託香港貿易發展局協助推行計劃。為方便商

戶申領資助和提升審批效率，計劃只接受商戶於專屬

網上申請系統遞交申請及相關證明文件。

網上申請系統將於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一）早上九時

開始運作，網上申請的截止時間為四月十二日（星期

日）晚上十一時五十九分。在三星期的申請期內，商

戶可透過個人電腦或智能手機直接遞交申請及相關證

明文件，商戶無需急於在申請期首天遞交網上申請，

因為計劃並非以先到先得的形式處理。

社會企業（社企）營運的零售商店

計劃亦同時涵蓋由社企所經營並符合下列條件的固定

實體零售商店：

• 載列於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編製的《社企指

南》；或

• 獲香港社會企業總會頒發社企認證；或

• 受惠於政府資助，如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和「創業展才能」

計劃。

合資格社企的零售商店需於二○二○年一月一日前已

經開業並於申請時仍在營業。

由社企營運的零售商店或未有進行商業登記，社企所

經營的合資格零售商店需直接聯絡社聯以取得其簽發

的證明書及遞交申請表。該些零售商店不能透過網上

系統提出申請。

查詢及協助

計 劃 專 設 熱 線（1836 111）及 電 郵（enquiry@retail-

subsidy.hk）由（三月十六日）起開始運作，方便商戶

查詢計劃的詳情。 

詳請可瀏覽 : www.inf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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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散播病菌給身邊人

咳嗽要 掩蓋

 

打噴嚏或咳嗽
時應掩著口鼻

正確棄置
已染污的紙巾

如沒有紙巾，
可用上衣或
上袖掩蓋

切勿

衞生防護中心網站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Website

www.chp.gov.hk

衞生防護中心Facebook專頁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Facebook Fanpage

fb.com/CentreforHealth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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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保養排水渠管和

定期注水入U型隔氣

保持環境衞生，預防疾病傳播，需要

確保去水渠的U型隔氣儲有足夠的水。

每星期把半公升水倒入所有排水口。

切勿擅自改裝渠管。

定期檢查，去水管如漏水或淤塞，或排

水口發出臭氣，要立即安排合資格技工

維修。

 
衞生防護中心網站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Website

www.chp.gov.hk

衞生防護中心Facebook專頁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Facebook Fanpage

fb.com/CentreforHealth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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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讓病菌散播

如廁後 先蓋 廁板再沖廁                   

沖廁時的氣流可將馬桶內的
菌沖至6呎外，污染四周環境

蓋好廁板再沖廁

衞生防護中心網站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Website

www.chp.gov.hk

衞生防護中心Facebook專頁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Facebook Fanpage

fb.com/CentreforHealth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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