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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重點：   1) 會務動態 2) 抗疫傳情

3) 資訊傳遞

（一） 吳旅佳會長聯同4位常務會

董於5月7日到訪邵家輝議員

辦事處，並接受邵議員贈送

288支「商舖噴霧劑」供本

會會員抗疫之用。有關派發

安排請參閱本刊「抗疫傳情」。

（二） 鑑於疫情仍然存在變數，會董會暫決定

將本會「成立七十五周年會慶聯歡暨第

四十二屆會董就職典禮」延期至於今年

12月3日舉辦，有關確實安排將會適時

另行通知。

（三） 由於疫情影響，本會高爾夫球隊及足球隊今年所有賽事活動仍然暫停舉行。

（四） 本會計劃將會使用電子媒體方式發送資訊給會員，因此需要更新會員資料，敬請

各會員揀選並提交接收資訊方式，請於2020年6月30日前，以郵遞/傳真/電郵/

WhatsApp (95559657) 回覆 (隨函附上通知)。

（五）新會員：

           商號會員   ~ 昕諾飛香港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錠寬

        ~ 言創科技(國際)有限公司  代表人：葉俊言

        ~ 富裕電業行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文裕

    個人會員  ~ 盧明山

 （六）商號會員變更代表人：

    ~ 豊葉電器製造廠有限公司    

    更改代表人：葉譿儀

  ~ 南豐電器製造廠            

    更改代表人：葉錦儀

會務動態會務動態



抗疫傳情抗疫傳情

香港正在面對新冠肺炎的疫情，抗疫物資嚴重

缺乏，本會十分感謝立法會邵家輝議員捐贈288

支「商舖噴霧劑」給本會會員。同時感謝蔡鳳

潛總務部長代表信譽電器有限公司贈送400個

「口罩保護套」給本會。相信在大家互助合作之

下，共度時艱，齊心抗疫，必定戰勝這場硬仗。

會員領取方法

(一)  請於即日起至6月12日前至電話本會蔡小姐

登記預留所需贈品。

  (電話：25737007)。

(二)  派發日期： 由6月15日至30日止。

(三)  派發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下午：3時至5時。

(四)  由於數量有限，每位會員只可領取「商舖

噴霧劑」及「口罩保護套」各一份，先到

先得，送完即止。

商舖噴霧 商舖噴霧

口罩保護套使用方法



資訊傳遞（一）資訊傳遞（一）

目的
•		透過向僱主提供有時限的財政支援，以協助他
們保留原本會被遣散的員工，從而在疫情期間
保就業	

「保就業」計劃的申領期
•		為期六個月的工資補貼將會分兩期支付
	 >	第一期：支付 2020 年 6月至 8月的工資
	 >	第二期：支付 2020 年 9月至 11月的工資

須遵守的承諾
•	接受補貼期間不會裁員；及
•		把政府工資補貼金額全數用於僱員工資

合資格僱主和僱員
•		除了不具備申請資格者，所有為僱員作強制性公積
金 ( 強積金 ) 供款或設立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不
分行業，均符合申請「保就業」計劃資格。有關戶
口須於 2020 年 3月 31日或以前已開設 (即不能將
開設日期追溯至該日或較早日子 )

合資格自僱人士
•		凡於 2020 年 3月 31日或之前已開立戶口（即不能
將申請日期追溯至該日或較早日子）而戶口於當日
仍未取消的自僱人士

•		提出申請的合資格自僱人士可獲一筆過 7,500 元的
補貼

第一期補貼
•		僱主可選擇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 月、2 月或
3月作為「指定月份」

•		2020年6月、7月及8月的補貼將會按「指定月份」
的實際工資作為計算基礎

第一期補貼的申請安排
•		僱主及自僱人士可於 5月 25 日早上 7時起至 6月
14 日晚上 11	時 59 分，於「	保就業」計劃網頁提
交網上申請

•		就僱主而言，在大部分情況下，工資補貼可於三至
四星期內發放。涉及職業退休計劃的申請可能需要
較長時間處理

•		就自僱人士而言，一筆過資助於提出申請後三至四
星期發放

申請方法
•		為盡快完成申請及審批程序，申請者在填寫申請表
前，請留意申請條款及準備所需資料，以確保提交
的資料完全符合計劃要求

•		參與強積金計劃的申請者在遞交網上申請時，須
授權：

	 >	「保就業」計劃代理人	( 代理人 )接收強積金受
託人提供的強積金紀錄；及

	 >	受託人向代理人提供有關資料
	 >	在獲得申請人授權後，受託人會把強積金紀錄證

明書直接提供代理人，以便盡快處理申請及計算
資助額

「保就業」計劃
	 >	申請人可要求其強積金受託人提供有關證明書副

本作參考

網上申請所需資料 (強積金計劃僱主 )
填寫︰
•	商業登記證或其他機構登記相關資料
•	強積金受託人名稱
•	強積金計劃名稱（涵蓋 2019 年 12 月 1日至 2020
年 3月 31日參與的所有強積金計劃）及註冊 /參與
編號

•	僱主持有的銀行戶口編號
上載︰
•	銀行月結單的掃描副本

網上申請所需資料 ( 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
劃僱主 )
填寫︰
•	商業登記證或其他機構登記相關資料
•	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名稱，其強積金豁免
編號和職業退休計劃註冊 /豁免編號

•	僱主持有的銀行戶口編號
•	2020 年 3 月合資格僱員的人數，並以指定表格填
妥符合申請資格的僱員資料，包括每名僱員在「指
定月份」的工資

上載︰
•	積金局發出的豁免證明書掃描副本
•	銀行月結單的掃描副本
•	填妥的指定表格

網上申請所需資料 ( 自僱人士 )
填寫︰
•	強積金受託人名稱
•	強積金計劃名稱（涵蓋所有強積金計劃）及註冊 /參
與編號

•	自僱人士持有的銀行戶口編號
上載︰
•	銀行月結單掃描副本

每月補貼金額的計算 ( 強積金計劃僱主 )
•	18-64 歲的「一般僱員」
	 >	按「指定月份」向每名「一般僱員」支付實際工

資的五成計算
	 >	工資上限為每月18,000元，最高補貼額為每月

9,000元
•	65 歲或以上的僱員
	 >	如僱主作自願性強積金供款時有提供僱員基本工

資金額
	 •	按於「指定月份」實際支付基本工資五成計

算；工資上限每名僱員每月 18,000 元 ( 最高
補貼額每月 9,000 元 )

	 >	如僱主作自願性強積金供款時無提供僱員基本工
資金額

	 •	按於「指定月份」作的自願性供款十倍計算，
最高補貼額每月 9,000 元



每月補貼金額的計算 ( 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
計劃僱主 )
•	按僱主於「指定月份」向每名僱員支付的實際工資
的 50%	計算，工資上限為每月 18,000 元，最高補
貼為每月 9,000 元

第一期補貼須遵守承諾
在 2020 年 6月、7月及 8月期間
•	支薪僱員人數（實際有支薪者）不得少於 2020 年
3月份的僱員人	數（無論有否支薪）

•	政府工資補貼金額全數用於僱員工資
(審查及監察機制
•	在審批申請過程及完成審批，「保就業」計劃秘書
處 /計劃代理人將：

Ø		 >	核實僱主提交的資料
	 >	到被抽查的僱主機構作現場審核
•	公布已領取補貼的僱主名單、受惠僱員總數及補貼額
•	若僱主濫用或違反計劃條件，僱員或社會人士可向
當局舉報

•	有關勞資糾紛問題可聯絡勞工處
•	提供虛假資料 /聲明屬刑事罪行，可能會被檢控

查詢
•	「保就業」計劃網站	www.ess.gov.hk	(5 月 19 日上
午 9時推出 )	

	 ( 網上申請表於 5月 25日上午 7時起開放 )
Ø	熱線電話：1836-122
Ø	電	 	 郵：enquiry@employmentsupport.hk

服務處
•	由 5月 25 日起可致電熱線，預約前往以下任何一
個服務處查詢：

Ø	>	 	 北角電氣道 180號百加利中心 1701 室
Ø	>	 	 觀塘創業街 25號創富中心 2507 室
Ø	>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 455 號華懋荃灣廣場

1206 室
服務處辦公時間：
•	申請期內（5月 25日至 6月 14日）：星期一至日，
上午 9時至下午 6時

•	申請期後：星期一至五，上午 9時至下午 6時

資訊傳遞（二）資訊傳遞（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