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人的傳統節日中秋佳節臨近，帶
動月餅、燈籠銷情大增。不少本港月餅商
均表示，由於對香港出品較有信心，越來
越多的內地旅客來港購買月餅，預料今年
銷量較去年上升一至兩成。早前在內地發
現品牌被盜用的榮華表示，假冒月餅沒有
影響，反而有刺激銷情作用。售賣燈籠的
商家說，仍未到銷售高峰，但對生意樂觀
，今年特色燈籠是包 「閃金布」 的兔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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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客鍾情港產貨

國慶晚會下周三派四千門票

網民奇招訂iPhone5增中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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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王欣報道：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六
十三周年文藝晚會將於十月一日晚上舉行，香港同胞慶祝國慶籌
委會（國慶籌委會）將於九月二十六日免費向市民派發四千張門
票。今年的文藝晚會將以 「齊心」為主題，彰顯香港各界將會繼
續同心建設香港、貢獻祖國。

每人限取兩張 先到先得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三周年，國慶籌委會一如既

往舉辦盛大的國慶文藝晚會，晚會將於十月一日晚上七時至八時
十五分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行。大會特別向市民提供四千張免費
門票，市民可於九月二十六日早上九時起，在各區的民政事務處
諮詢服務中心索取，每人只限取兩張，先到先得。另外，晚會得
到多間電子傳媒的直播和轉播，市民亦可安坐家中欣賞晚會節
目。

國慶籌委會秘書長、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在昨天的記者會
上表示，國慶籌委會歷年舉辦大型文藝晚會，以文藝表演形式與
市民同賀國慶，晚會已經成為每年一度本港的國慶重點慶祝活動
之一。他表示，晚會將透過多個環節，包括音樂、舞蹈、歌唱等
演出，顯示香港各界將會繼續同心建設香港、貢獻祖國。

今年晚會由好合拍製作有限公司負責製作，該公司的董事總
經理蕭潮順介紹指，晚會包括七個表演環節，以 「齊心」為主題
，將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樂隊和文工團、八和會館、香港
女青中樂團等多個表演團體及眾多演藝紅星和新秀同台獻藝，節
目有《高唱祖國》、《齊唱歡騰歌》、《梨園齊慶賀》、《香江
齊響應》等，表達對祖國的祝福和熱愛。

另外，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黃卓惠娟和國慶籌委會宣傳主
任朱蓮芬分別介紹政府協辦情況和電子傳媒轉播、直播安排以及
當晚記者採訪的注意事項等。

【本報訊】本港通脹較預期紓緩，上月消費
物價指數按年上升百分之三點七，但剔除所有政
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基本通脹率亦是百分
之三點七，較七月份回落零點五個百分點。政府
發言人稱，主要是由於私人房屋租金及鹹水魚價
格升幅收窄，目前經濟形勢較差，預料通脹短期
內仍有回落空間。經濟學者則認為，美國推出第
三輪量化寬鬆措施，料本港租金難以大幅回落。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上月消費物價指數，整
體消費物價與去年同期比較，上升百分之三點七
，較七月的相應升幅百分之一點六為高，主要是
由於兩年間政府代繳公營房屋租金在不同月份推
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基本通脹率
同樣是百分之三點七，較七月的百分之四點二低
，主要是由於私人房屋租金以及鹹水魚價格升幅
收窄所致。

在各類消費項目中，八月錄得按年升幅的類
別最高為住屋、外出用膳及食品，均上升百分之
五點二；其次是電力、燃氣及水，升百分之三點
六；衣履升百分之二點八；交通升百分之二點一
。另外，耐用物品價格按年錄得跌幅，綜合消費
物價指數下跌百分之一點三。

今年首八個月合併計算，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按年升百分之三點一，剔除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
的影響，基本通脹率為百分之四點二。

政府發言人表示，由於食品價格和私人房屋
租金的按年升幅放緩，基本通脹在八月份進一步
回落。基於經濟形勢較差和進口價格升幅較為溫
和，通脹應在短期內仍有進一步回落的空間。然
而，在環球流動資金充裕的背景下，國際食品和
商品價格最近的反彈值得關注。

浸大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麥萃才表示，隨
着美國推出第三輪量化寬鬆措施，與美元掛鈎的
港元亦貶值，未來亦會帶動香港通脹上升。而政
府推出的港人港地及新居屋政策，無助增加出租
單位供應，預料本港租金升勢難以大幅回落。

中秋節一家人團聚賞月、吃月餅、玩燈籠是一樂
也，港鐵旗下商場德福廣場及青衣城，即日起至本月
二十九日舉行 「中秋美食大本營」，集合近二十間香
港老字號月餅商家，包括美心、奇華、蓮香老餅家、
榮華、大班、大同等，還有紙紮花燈老舖寶泰行、上
海么鳳、英記茶莊等，讓市民 「一站式」買齊應節所
需。 「大本營」每日推出一元美食優惠，限一百個名
額。

榮華聲稱無受假貨影響
榮華發言人表示，月餅銷情較預期理想，傳統月

餅仍最受歡迎，銷量較去年升約兩成，冰皮月餅銷量
升近三成。她解釋，是因為今年月餅沒有加價，且內
地自由行旅客近年越來越青睞港式月餅， 「越買越多
，每年都帶動銷量升幅」，本港的公司客訂單亦增加
一倍。早前在深圳羅湖商業城發現有假冒榮華月餅出
售，她說，收到市民反映買到假貨，但沒有打擊銷情
，反而吸引更多內地客來香港買正貨，刺激銷售。她
又預計，下星期是銷售高峰期，目前供貨緊張，工廠
已趕工生產。

大同老餅家經理謝興之說，今年多了內地客及港
島區市民幫襯，帶動銷量增一成至一成半。由於製作
月餅的原料，如蓮蓉、五仁等價格上漲，月餅加價百
分之五至八不等。大同獨有、超過十年歷史的 「十黃
蓮蓉月餅王」，近年吸引不少內地商家訂購，每次數
十個，今年訂購逾五十個，按年升五成。

大班麵包西餅發言人指，銷量較去年有明顯升幅
，估計有雙位數字，部分口味，如芒果布甸、綠茶紅
豆等都已賣斷市，內地經銷商入貨亦較往年增多。

特色閃金兔仔燈籠熱賣
售賣花燈的寶泰行老闆關永浩說，市民買燈籠的

高峰在本周末才開始，目前主要是公司、大廈住宅客
戶，銷量暫與去年相若。他預計今年整體生意理想，
特色燈籠是改動傳統的兔仔造型，換上 「閃金布」外
衣增加透光性，點上蠟燭 「金光閃閃」。由於成本增
加，燈籠平均每個加價數元。

對於早前有環保團體調查指，市民環保意識增加
，傾向使用去年的舊燈籠，關永浩認為，小朋友玩燈
籠 「玩兩玩就爛」，且難以完好保存，一定會重新買
，對生意無影響。

月餅銷量料升兩成

【本報訊】記者虢書報道：iPhone5 今日正式
開賣。蘋果旗艦店及多間電信公司門市今早八時起
開放，給已預訂客戶取貨，有水貨商指會到現場直
接收貨，料掀起一陣炒賣風。iPhone5 回收價由七
千元起，換言之，炒家每部最低可獲利一千五百元
。有公開發售的零售店決定以抽籤形式售貨，避免
出現排隊黨。

在公布iPhone5近一星期後，香港蘋果官方網
站昨日終開放登記預訂，登記時間由上午九點至下
午五點，一眾按捺已久的蘋果迷蜂擁而上，令網站
一度大 「塞車」不能登入。成功預訂的客戶在昨晚
九點前收到確認電郵，並最快可於今日早上八點到
位於中環國金二期的蘋果旗艦店取貨。

有網民在網上討論區和社交網站提供各式 「奇
招」，包括如何用一個身份證多次登記，申請多個
不同電郵地址等，期望可增加抽中機會。昨日截止
預訂後，已有網民陸續在討論區聲稱已收到確認電
郵，電郵列明指定取貨時間。

旺角先達廣場手機店G．World Mobile負責人

劉志剛表示，今日早上十點會開舖收 iPhone5，預
計至少會收到近二百台，16G收貨價預計七千至八
千元，即日以八千八百元售予已訂購的買家，較官
方訂價的五千五百八十八元高出近三千三百元；
32G和64G的收賣價則在此基礎上再加一千及二千
元。目前訂單約二百張。

同場的i世代電訊負責人姚進指，今日會直接
到蘋果旗艦店收貨，估計全日收近二百部，目前已
接到四十多張訂單、共約七十部 iPhone5，香港和
內地客各佔一半。

蘋果授權零售店 DG Lifestyle Store 明天會以
抽籤形式公開發售 iPhone5，店舖早前已在社交網
站 Facebook 聲明，為確保安全及更好作出安排，
不會以排隊形式發售，將在今日上午八點十分至下
午一點開放網上登記，每人限購一次，成功中籤者
會在今日下午三點以電話或電郵通知。

電訊商數碼通、1010及one2free今日早上八點
舉行發布會，全港各門市會向已登記的首批用戶發
售iPhone5。3HK則在下午舉行開賣活動。

每部轉手最少賺1500元

【本報訊】有史以來最高獎金的六合彩，將於
明日攪珠，一注獨得，幸運兒即成億萬富翁，叫全
港市民瘋狂。馬會表示，28、42 和 46 是 「最佳拍
檔」，歷年五大頭獎中，這三組數字同時出現過兩
次，兩次攪珠派彩獎金合共接近一億五千萬元。

周二的中秋金多寶六合彩攪珠，無人中頭獎，
超過八千三百萬元的獎金，撥入明日（二十二日）
的攪珠。馬會表示，獎金第一和第五多的攪珠，均

有 28、42 和 46 三個號碼，獎金分別約八千六百萬
和六千萬元。28 和 42 最 「當旺」， 「五大」中出
現三次，曾出現兩次的號碼，有1、5、22、29、46
和49。

中巨獎幸運兒的買票形式亦可供參考。今年一
月獨得八千六百萬的市民，以多期攪珠獎券方式，
一次過購買十期攪珠。贏第二和第五多獎金的幸運
兒，同樣採用自選膽拖，前者是五膽拖全餐共四十

四腳，後者是三膽十腳。
買六合彩地點方面，中環士丹利街終於 「旺氣

」不再。打入五大的投注站，多數位於較草根的地
區，包括天水圍銀座、荃灣青山道和太子長沙灣道
。馬會提醒中獎市民，若獎金超過五百萬元，須於
後日（二十三日）下午五時前致電1817登記。

為方便顧客投注，馬會投注站明日將提前於早
上十時開始服務，晚上九時十五分止，電話和互動
投注時間為上午七時半至晚上九時十五分。而今天
的投注時間，投注站服務時間中午十二時至晚上十
一時，電話和互動投注時間為上午十時四十五分至
翌日上午六時十五分。

道教經壇文物展明揭幕
【本報訊】為慶祝香港回歸十五周年，嗇色園將於月底

舉辦兩項大型活動，包括為期一個半月的道教文物展覽 「尊
道重禮─道教經壇文物展」，以及黃大仙廟會。文物展有首
次在港展出的國家一級文物，包括長達一百零二米、闊五十
米的明代太和山瑞圖，以及明代萬曆年間，皇帝內府所印的
元始天尊說梓潼帝君應驗經、本願經。

「尊道重禮─道教經壇文物展」由明日（二十二日）至十
一月四日期間，在黃大仙祠舉行，費用全免。「尊道重禮」由
國學大師饒宗頤親筆題字。展覽得到國家宗教局、民政事務
局及中國道教協會支持，由道教全真祖庭北京白雲觀精選的
七十件道教珍品，包括神像、法服、法物、經壇威儀、供器
、經書和經板。用寶石顏料彩繪的明代太和山瑞圖，介乎連
環畫和界畫之間，鮮艷中見祥瑞之氣，曾在芝加哥、三藩市
展出。其他主要展品，有元始天尊說梓潼帝君應驗經、本願
經、漢白玉老子像、玉皇大帝木雕漆金像、銅鑄鍍金香爐和
銅鑄神特。銅鑄神特集騾身、驢面、馬耳、牛蹄於一身，傳
說是康熙的坐騎戰馬，亦有說是康熙孫子弘曆的四川小馬。

展覽期間，會有八場探討道教文化、文物保育及文物鑑
賞為題的公開講座，費用全免，每場名額二百五十個，市民可
經嗇色園網站www.siksikyuen.org.hk或致電23278141登記。

本月二十二及二十三日，黃大仙廟會將進行祈福儀式、
舞台表演和神功戲等，屆時 「六大瑞獸」、穿上中國傳統服
飾的百人儀仗隊、嗇色園經樂團、屬校聯校步操樂隊、舞蹈
表演團隊及制服團隊，將組成四百人隊伍，巡遊整個黃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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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緩
至
3.7
%

人氣投注站多草根地區

▲香港同胞慶祝國慶文藝晚會下周免費派發四千門票。國慶籌
委會秘書長蔡冠深（後排左七）等出席記者會公布有關詳情

本報攝

▲圖為市民昨在一個中秋美食展排隊選購月餅情形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售賣燈籠商戶對生意感樂觀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本港八月份消費物價指數升百分之三點七。圖為街市
魚檔 中通社

▲ iPhone5 今
正式開賣，勢
又掀起一陣炒
賣風。圖為去
年 底 發 售
iPhone4S，市
民取貨後即時
賣給水貨商

資料圖片

▲嗇色園黃
大仙祠舉辦
國家級歷史
道教經壇文
物展。圖為
銅鑄鍍金香
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