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与企业因疫情无法履约

律政部网站两周接获1941援助通知

　　冠状病毒疾病（临时援助措
施）法令生效的短短两周内，无
法履约的个人和中小企业，就通
过律政部网站提交了1941份援助
通知（Notification for Relief）给另
一合约方，告知因疫情关系没法
完成合约义务。
　　律政部发言人回答《联合早
报》询问时透露，这些截至本月4日
的援助通知中，以分期付款租购或
有条件的销售合约（包括机器、厂
房或商用车辆）占多数，达62%。
　　提交通知的个人和中小企业
将受上述临时法令的保护，可
延后或暂停履行合约长达半年。
另一合约方接获通知后，就不能
强迫提交者履约，或采取法律行
动，这样双方将有时间协商。

　　自上月20日生效的法令，涵
盖多个保护措施，旨在让财务突
然陷入困境的个人和企业有喘息
空间。

82份要求评定员评断申请 
半数涉活动或旅游合约
　　被拖欠款项的合约方接获援
助通知后，不能展开或继续诉
讼，这包括要无法履约的合约方
公司清盘或执行庭令、查封厂房
或生意资产、催缴履约保证金，
以及终止非住宅房产的租约等，
被迫延期举行婚宴的新人也不必
担心订金被没收。若协商失败，
任何一方还是可申请让评定员
（Assessor）评断。
　　根据律政部，1941份援助通

知不包括使用其他方法（包括电
邮、邮寄，或WhatsApp、微信等
应用）提交的个人和中小企业。
　　另外，截至本月4日，律政部
的评定员小组登记处共接获82个
要求评定员评断的申请。这些申
请中，涉及活动或旅游合约的就
占了一半。
　　发言人强调，如果合约双方
发生纠纷、无法达致协议，才
需申请让评定员处理。“我们看
到有合约双方能通过洽商取得妥
协，不必交由评定员判断。我们
鼓励这样的作法，因为能取得协
议对双方的关系都有好处。”
　　律政部目前委派的评定员有
超过200名，包括律师、会计师，
以及业界代表。
　　发言人说，评定员一般通过
电邮处理申请，可能要求双方提
呈更多资料；如认为需要取得司
法公正的利益，评定员可能通过
网络处理或要求与合约方见面。
　　冠病（临时援助措施）法令
保护五种合约：中小企业的抵

押贷款（包括被抵押的商用或工
业不动产、机器或固定资产）；
建筑与供应合约；活动或旅游合
约（包括婚礼地点或自助餐、游
轮、酒店预定）；分期付款租购
或有条件的销售合约（包括机
器、厂房或商用车辆）；非住宅
租约（包括商用单位和厂房）。
　　为期半年的法令具追溯力，
涵盖2月1日或之后须履行的合约
义务，这些合约须在3月25日之前
签署或更新。
　　法令目前的最后有效日是10
月19日，但律政部长可视情况再
延最多半年，至2021年4月19日。
　　无法履约者如果要获上述法
令的保护，得先上网mlaw.gov.sg/
covid19-relief/，查看涉及的合约
是否符合条件。
　　截至本月4日，律政部每天接
获少过100个通过电话、网络、上
门和社交媒体的询问，主要是澄
清申请过程，以及法令下可获得
援助的资格。
　　一些个人和中小企业误解法

令，以为只要是涉及上述五种合
约，就一概受法令保护。其实，
最关键的条件必须是合约方因冠
病而无法履约（无法付租金或贷
款），那些能继续付租金或贷款
者，还是得履行合约继续支付。

　　另外，一些人也以为住宅租
约受到保护，该法令只保护商用
单位和厂房的租约。
　　法令保护通过贷款合约购买
的商用车辆，但不包括司机与德
士或私召车公司的租约。

早报图表

援助通知（Notification for Relief）数量*
合约类别 宗数

分期付款租购或有条件的销售合约 1212
（包括机器、厂房或商用车辆）
非住宅租约（包括厂房） 509
活动或旅游合约 107
建筑与供应合约 74
中小企业的抵押贷款 39
总数** 1941

活动或旅游合约 41
非住宅租约（包括厂房） 27
分期付款租购或有条件的销售合约 13
（包括机器、厂房或商用车辆）　　
建筑与供应合约 1
中小企业的抵押贷款 0
总数** 82

资料来源／律政部

要求评定员（Assessor）判断的申请

* 通过律政部网站提交       **从4月20日至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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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律政部，1941份援助通知不包括使用电邮、邮寄等
方式提交的个人和中小企业。提交通知的个人和中小企
业将受冠状病毒疾病（临时援助措施）法令保护，可延
后或暂停履行合约长达半年。另一合约方接获通知后，
就不能强迫提交者履约，或采取法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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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子三人同时罹患冠病，50
岁父亲病情严重，一度进入加护
病房，至今仍在家休养，无法经
营餐会供应生意，两个儿子也在
这期间失业。还好他们因投保而
获得每人1000元的住院补贴，解
决了最棘手的财务问题。
　　今年3月底相继入院的胡姓家
庭，是获得友邦保险（AIA）冠
病住院索赔金的57名患者之一。
其中，父亲（50岁）在3月23日最
早入院，因病情恶化转入加护病
房，一直到4月8日才出院。
　　虽然冠病痊愈，他的健康却大
受影响，至今仍在家休养，不得不
暂停餐会供应生意，损失收入。
　　两个儿子也住院了三四天。
其中，29岁的大儿子原本在餐饮
业工作，受住院和疫情影响，丢
了工作。从事快递工作的小儿子
出院后也失业，两人至今无业。
　　友邦保险今年2月宣布，保单
持有者若罹患冠病，可获一次性
1000元住院补贴。这为胡家提供
了及时援助，让他们在求职的当
儿，能应付最棘手的经济问题，如
负担水电费和购买日常必需品。
　　许多保险公司也为保单持有
者提供类似的冠病住院补贴或死
亡赔偿。大东方集团就拨出100万
元，作为客户关怀基金，包括为
因冠病住院的客户及直系亲属提
供每天200元住院补贴，至今已有
85人受惠，发放总额约23万元。
　　其中一名受益者是在本地有
“广东歌王”之称的曾咏恒（46
岁）。他在3月18日因冠病入院，
前后住院八天。他通过保险经纪
得知有这项补贴，申请后在不
到一个月内获得1600元的住院补
贴，协助他负担日常生活开销。

　　原 本月入 五 六千元 的 他 坦
言，确 诊 后 最 担 心 的 是 工作 停
摆，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
柱，育有4岁和2岁的年幼孩子。
如今他已出院，但驻唱的餐馆因
病毒阻断措施而停业，歌台邀约
也受影响。曾咏恒坦言：“如今每
一分钱对我们来讲都很重要。”
　　大东方集团运营常务董事郭
运财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
说，考虑到一些人的收入和生计
可能受冠病影响，集团于上个月1
日也启动了延期支付保费计划，
为保单持有者提供六个月的人寿
保险保费宽限期。
　　职总英康也提供类似的延期支
付保费计划，并已批准1150份有关
人寿和健康保险保费延期的申请。
　　其他保险公司的冠病补贴也
涵盖居家隔离令。例如保诚保
险，除了同样提供每天200元的住
院补贴，也为接到居家隔离令的
投保者及直系亲属，提供一次性
500元的补贴。
　　保诚保险今年2月宣布总值
150万元的PRUcare援助配套，两
个多月来已发放超过80万元，其
中约八成支付给居家隔离者，另
两成支付给冠病病患。
　　安盛保险（AXA）至今收到
与冠病相关的索赔额约4万元，索
赔者包括前线医护人员，多数索
赔已受理并发放。
　　此外，新加坡寿险协会和新
加坡普通保险协会日前宣布，保
险覆盖范围将扩大，从医院转移
至社区护理设施或社区康复设施
的冠病病患，可继续受保长达14
天。这项措施立即生效，直到我
国最后一个社区护理设施或社区
康复设施关闭为止。

父子三人患冠病陷财务困境
因投保各获千元住院补贴

　　病毒阻断措施期间多数人居
家办公学习，家里能源消耗和水
电费虽然相应增加，但因减少出
行和旅游，一户四房式组屋家庭
的碳排放总和反而可减约四成。
　　我国4月至8月天气较热，国
人一般会多开冷气，比其他月份
多消耗7%的电能。加上过去两个
月推行病毒阻断措施、学校本月
起也提前放假，国人大部分时间
留在家中，不单是电能，水和煤
气等的用量预计都会增加。
　　意外的是，新能源集团利用
公司升级版的碳足迹追踪工具估
算发现，本地家庭的整体碳排放

量同期其实减少了。
　　新能源本月5日宣布，为公司
应 用推出升级 版碳足 迹 追 踪工
具。相较去年12月刚推出时只能
追踪电能消耗造成的碳足迹，国
人现能同时追踪电能、水、和煤气
的使用数据，并通过填入家庭、消
费、出行、饮食和旅游相关的基本
信息，得出一个碳足迹总和。
　　根据新能源集团估算，一户
住在四房式组屋的夫妇与两个孩
子，正常情况下一年留下的碳足迹
约为24吨二氧化碳，需要1193棵
树来抵消。受病毒阻断措施影响，
同一户家庭今年估计只会排放约

13.6吨二氧化碳，减幅为43%。
　　新能源解释，虽然国人长时
间在家消耗更多电能，但减少出
行和不出国显著削减人们的碳排
放量。发言人说：“乘飞机旅行
留下的碳足迹最高。我们在病毒
阻断措施前统计的数据显示，国
人一年两次在东南亚旅游所排放
的二氧化碳，占一户家庭整年碳
排放总和的超过30%。”
　　一家四口住义顺“霸级”组
屋单位（ju m b o  f l a t）的黄彩铃
（51岁，音乐老师）透露，她家的
电费已从2月的97元飙升至4月的
161元。“这段期间我们居家办公

学习，四台电脑、风 扇和灯一直
开着，三餐在家里解决，孩子常
烘焙，所以整体用电需求提高。
不过 我们 不点 外卖或去 打包食
物，所以可省下这方面的钱。”
　　一家四口和女佣住蔡厝港
四房式组屋的杨承融（38岁，老
师）则说，他家里的水电消耗
近两个月稍有增加，但相较病毒
阻断措施推行前，其实差不多。
“我们4月用了226千瓦时的电
能，比去年11月的262千瓦时还
少。我们几乎不开冷气，也限制
电子设备使用时间，衣服也是手
洗了才丢进洗衣机搅干。”

　　国家环境局推出176万元的食
物垃圾基金，供企业申请抵消食
物垃圾处理设施的成本。
　　根据国家环境局昨天发出的
文告，新的食物垃圾基金（Food 
Waste Fund）可在现今充满挑战的
经济环境里，协助企业迈向零废弃
经济，助新加坡应对气候变化。

　　这个基金本月18日起开放申
请，明年2月28日截止。有意申请
者可登录食物垃圾基金网站http://
www.nea.gov.sg/food-waste-fund。
　　食物垃圾基金涵盖食物处理
系统的成本，包括系统附件如垃
圾桶升降机，以及提升基础设施
的费用，每名申请者可获资助顶

限为10万元。
　　企业、非盈利机构，以及分层
地契管理委员会（MCST）等管理
单位皆可提出申请。申请者可利用
这个基金为食物垃圾增值，例如
将单一食物垃圾转为其他有价值
的产品如动物饲料。调整生产线
操作流程或采购回收食物垃圾器

材的成本，也可用这笔资助抵消。
　　食物垃圾目前占本地总垃圾
量的10％左右，但仅18％的食物
垃圾得以回收，其余都送至废料
转化能源厂焚烧。环境局指出，我
国唯一垃圾埋置场实马高岛，预
计2035年将被填满，我国有必要
逐步减少焚化和埋置的垃圾量。

环境局176万元基金　助企业抵消处理食物垃圾设施成本

居家期间虽更耗水电　一家四口碳排放总和反而减四成

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四房式组屋的杨承融表示，新能源的升级版碳足迹追踪工具，能明确告诉用户总碳排放量需要多少棵树抵消，有助更好地察觉
能源用量，更有效地鞭策自己节能。（梁麒麟摄）

　　近400名律师和企业律师上个
月接受新加坡法律学会调查，其
中83%的律师表示新案件数量和
收入都下跌，而75%的企业律师则
表示工作量增加，这包括危机管
理、重新商谈合约和雇佣课题。

法律学会推出190万元配套
　　为协助法律专业应付冠病疫
情带来的挑战，法律学会昨天宣
布推出190万元配套，超过9000名
会员将受惠。
　　接受调查的400人中，65%要
求学习和发展机会，以及对工作
有关的工具和资源；34%则表示
需要重新制订企业流程以便节省
成本。
　　法律学会收集上述结果后推
出援助措施，协助律师的专业发

展需求，以及帮助小型律师事务
所节省成本和精简业务运作，希
望能让他们做好准备，在疫情过
后更好地面对业务环境。
　　法律学会文告说，9000多名
会员将各得150元等值的补贴，
用来购买法律刊物或参加培训
课。学会也将免收所有律师事务
所两个月（6月和7月）的法律网
（LawNet）订阅费。
　　另外，约40个小型律师事务
所可向学会申请“未来法律革新
计划”（FLIP）中有关精简业务
流程的免费三个月咨询配套。
　　也是法律学会会长的大法官
梅达顺在视频中说，学会清楚会
员面对艰巨挑战，须等好一阵子
才能恢复正常的业务运作，但学
会将与会员共同面对这些挑战。

调查：逾八成律师表示
新案件数量和收入皆下跌

李显龙总理（右）昨天透过视讯参加了一场由奥地利总理库尔茨主持的
虚拟对话，就冠病疫情与各国领导人进行交流。（取自李总理面簿） 

　　正当新加坡计划逐步放松病
毒阻断措施，李显龙总理昨天与
奥地利等国领导人视讯，了解各
地如何为解封做准备。
　　李总理昨天透过视讯参加由
奥地利总理库尔茨主持的线上对
话会，就肆虐全球的冠病疫情与
一些国家领导人进行交流。
　　李总理在面簿发文指出，这
场对话对他很有帮助，因为他从中
了解到不同国家如何为解封做准
备，以及如何保障复课的学童以及
病毒传播风险较高的社群安全。
　　根据最新统计，人口近900

万的奥地利，冠病患者逾1万5000
例，死亡病例约600人。奥地利从
上月中旬已逐步放宽防疫措施，
第一步是允许小型商店重开。
　　李总理指出，国家解封的一
大环节，是保持贸易与供应链畅
通，并呼吁各国就此加强合作。
他说：“很多国家已限制出口，
尤其是针对药物、医疗用品等必
要商品，甚至是限制口罩出口。
有些则关闭海港等物流枢纽。但
保持贸易与供应链畅通其实符合
大家的利益，也有助重建人们对
全球贸易体系的信心。”

李总理与多国领导人视讯　了解各地如何为解封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