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屋需求殷切，房屋委員會昨日 「拍板
」 決定深水埗白田邨加快重建步伐，四座公
屋大廈提前於二○一八年九月清拆，令整個
重建計劃提早兩年半完成，重建新落成總共
五千六百多個公屋單位中，一千七百個額外
新單位可因此提早落成，有助讓對公屋有需
要人士提早上樓。

本報記者 曾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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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抵台訪問3天
【本報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以港台經濟文化合作

協進會榮譽主席的身份，昨午抵達台北後與台灣當局人
員會面，晚上出席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歡迎晚宴。

曾俊華抵埗後表示，很高興再次以協進會榮譽主席
的身份訪問台北，並希望透過今日在台北舉行的協進會
與策進會第三次聯席會議，總結過去一年透過兩會協商
平台取得的合作成果及進展，並就未來兩地可開展的新
合作範疇提出建議。

曾俊華昨午與台 「財政部長」張盛和會面。雙方就
現時環球經濟前景、歐債危機對兩地的影響交換意見。
及後，曾俊華與陸委會主委賴幸媛會面，並感謝賴幸媛
過去兩年對促進港台關係的貢獻。

【本報訊】記者夏盧明報道：通貨膨脹引起物價上
升，數百位市民為節省一餐飯錢，昨日清晨開始排長龍
搶購連鎖快餐店大快活推出的 「四蚊飯盒」。有市民說
，現在物價飛漲， 「四蚊咩嘢都買唔到」，能夠吃一餐
已經 「好抵」。聖雅各福群會署理副總幹事李玉芝表示
，本月 「食物銀行」的受助對象達到二千一百個，比上
月增長百分之十五，為歷史較高水平。

快餐店提前至八時派籌
大快活一連五日推出四元盒飯。昨早六點就已經有

人開始排隊，大快活原定昨日九點派籌，因排隊人數過
多，提前到八點派籌。隊伍長龍一度達到五十多米，排
隊的大多數為長者。七百多張籌不消一小時派發完畢，
有市民表示， 「四蚊盒飯抵過自己煮飯」，亦有市民說
， 「物價漲得好厲害，四蚊而家咩嘢都買唔到，四蚊能
吃到一餐飯，已經係唔可能㗎啦。」

今年七十八歲獨居的許婆婆，靠綜援和生果金維生
。昨早八時正，她已經到達石硤尾大快活門口排隊，只
為了食一餐比在家自己煮便宜的快餐。她說，自己出街
買菜回家煮，一餐一般都要十元左右， 「四蚊飯盒真係
超平」。她還說，綜援和生果金剛剛夠過活，自己平時
不會去快餐店吃飯，消費不起。現場亦有圍觀市民得悉
有平價飯盒後，表示會在之後幾天去大快活排隊。

綜援婆婆：真係超平
聖雅各福群會署理副總幹事李玉芝指，通脹高企，

貧困人士生活越來越艱難，食物銀行援助計劃成立以來
幫助的人越來越多。她說，這個月受幫助的人數為二千
一百個左右，比上月的一千九百個上升了一成五，低收
入者為主要受助者。

對於通脹高企影響市民生活，連快餐店的價錢也非
低下階層可享用，有學者認為，扶貧首先要 「保貧」。
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認為，幫助貧困人群脫貧
，需要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包括幫助貧困者解決就業

等問題；並且不能只關心貧窮者的經濟及物質上的匱乏
，必須要正視這些貧窮者同時被社會排斥的問題；浸大
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黃何明雄則說，即將成立的
扶貧委員會應該廣泛的聽取意見，了解貧困人士的實際
問題，並持續跟進。

扶貧為特首梁振英政府施政重點之一，扶貧委員會
即將成立，籌備小組日內將開會討論制定全新扶貧委員
會名單、日後工作範疇、職權範圍等，據了解，預料政
府下月公布新扶貧委名單，為扶貧政策方向着手展開研
究。

大快活 「四元飯盒」一連五日（九月二十四至九月
二十八日）進行，以上世紀七十年代價格水平發售共四
千個經典飯盒，包括吉列豬扒火腿飯及粟米肉粒飯，昨
日首日在石硤尾大快活出售七百份。

長者排長龍搶購四蚊飯盒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二十四日電】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今日在釣魚台國賓館與港澳
辦主任王光亞午宴，林鄭月娥表示，期間
匯報了內地水貨客引起北區居民關注問題
。她稱打擊水貨客執法工作會繼續進行，
一旦有實質建議，希望港澳辦能協調公安
部出入境管理局和海關總署，支持特區政府
這項工作。她又說，港澳辦的反應正面，王
光亞表示會支持香港提出的意見，將代為協
調。

林鄭月娥首次以政務司長身份訪京，今
日拜會了衛生部、北京市政府、港澳辦、發
改委、外交部等多個部委。林鄭月娥會見傳
媒時表示，與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只是在午宴
中會面，並無正式會談。據悉，除了王光亞
外，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和華建亦有出席午
宴。

林鄭匯報最新情況
在午宴上，林鄭月娥向王光亞匯報香港

執法部門打擊水貨情況，希望兩地合作打擊

。她亦有談及特區政府成立三個月以來，所
面對的一些困難。 「特區政府成立三個月，
王主任知道我們面對一些困難。我們亦告
訴王主任，按着行政長官要求現在就發展
經濟，推動民生方面，成熟一項，推一項
。王主任都說他有留意，知道我們都在工
作中。」

林鄭月娥還與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會面
。她於會面後表示，感謝發改委在推動國家
「十二五規劃」訂立港澳專章的工作上，做

了大量工作。她又表示，今年國家主席胡錦
濤及去年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都分別
推出利港惠民措施，特別是粵港合作亦有較
好的發展。她希望新推出的廣州南沙規劃政
策，可以為香港帶來更好發展，多關顧本港
巿民和企業意見，令更多企業能夠參與前海
和南沙經濟發展。

她又引述張曉強的話稱，希望內地企業
可以利用香港金融、貿易和法律平台 「走出
去」。有關部門會細化內地和香港企業聯合
走出去方案，並推進香港和廣東服務貿易自

由化工作。張曉強亦稱，新一屆特區政府關
注民生，推出積極措施應對歐債危機，取得
了成效，中央高度關注特區的繁榮穩定和民
生。

林鄭月娥亦拜會了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
及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商討兩地促進
醫療交流合作的安排。她會見傳媒時表示，
向黃潔夫講述了本屆政府發展中醫藥產業，
對方給了一些意見。她說，由於越來越多本
港長者選擇回內地特別是廣東定居，在會談
中談到內地醫療改革， 「（特區政府）希望
多理解國家在醫療改革的工作。」

林鄭又引述李士祥的話稱，京港現時合
作緊密，希望更多北京企業利用香港平台
「走出去」。對於十一月即將舉辦的京港洽

談會，林鄭就說，行政長官梁振英期待在香
港能和北京市市長見面。

林鄭月娥明日會到訪國家統計局，了解
一下在內地居住及讀書的香港人的情況，也
會與全國婦女聯合會會面及參觀故宮博物館
，之後便結束三日的訪京行程返港。

港澳辦支持港打擊水客

【本報訊】快餐店在過去一年密密加價，已不再是
「便宜」的代名詞。二十多元的套餐早已絕跡，三十多

元的晚市套餐不再包餐飲，年初更有快餐店的燒鵝套餐
索價五十元。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指，通脹高企及
最低工資影響，飲食業明年將步步艱難。

去年十一月，有傳媒監察發現，吉野家在半年內三
度加價，部分食物累計加幅達百分之五。今年一月，麥
當勞宣布全線加價百分之二點三，六月二十元的超值套
餐加至二十一元，加幅百分之五；連鎖快餐店大家樂今
年亦多次加價，今年一月，大家樂部分分店將連熱飲、
售價三十七元的晚市套餐，分拆為飯及餐飲出售，熱飲
需額外加付五元，凍飲需八元，加幅約一成多；同月更
被揭發中環分店一客燒鵝飯索價四十一元，附送飲品的
套餐標價高達五十元，較中環鏞記更貴；六月大家樂業
績錄得倒退，宣布今年食物將加價百分之三至四。

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美國 QE3（量化

寬鬆）推高本港通脹，加上最低工資及租金壓力，飲食
業明年經營將更艱難，明年調高最低工資對飲食業更是
巨大的打擊。飲食業為了持續運營，能做的只有盡量節
省人手減開支。他亦指，快餐店價錢同運營成本有關，
成本增加導致快餐價格節節攀升，所以好難降價，預計
來年快餐價格會繼續上升。

大快活行政總裁陳志成表示，近日來食材價格上升
不算太快，最低工資和租金對快餐價格影響不會很大，
大快活在今年內不會再加價。他指，食材價格才是最影
響快餐價格，今年一至八月份按年上升約百分之一，因
內地內需增加令貨源趨緊，加上人民幣高企，已將內地
採購食材比例，由原來的逾百分之四十降至約百分之
三十。同時，自○九年起公司使用中央廚房，以簡化
流程及節省人力成本，已累積降低成本百分之二點五
至百分之三，未來希望每年節省成本百分之一至一點
五。

房委會於今年四月宣布，重建近四十年樓齡的白田
邨，涉及八幢樓齡較大的公屋大廈及商場，重建計劃原
擬分三期進行，房委會策劃小組昨日開會後宣布，將第
三階段的四座公屋大廈提早清拆，包括原擬於二○一九
年清拆的第十三座，以及原擬於二○二一年清拆的第九
、十和十一座，統一提前於二○一八年九月清拆。

蘇屋邨二期可安置居民
房委會策劃小組委員兼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表

示，提前清拆決定是為了回應居民訴求，屋邨樓宇殘破
，居民希望早些搬遷往新居，由於公屋重建需要原區安
置，而按目前建屋進度，同區蘇屋邨第二期的新單位可
於二○一八年上旬落成，可作為屆時安置白田邨第九、
十、十一和十三座受影響住戶的主要資源，所以拍板決
定提前清拆白田邨。

雖然房委會並非為了加快公屋單位新供應，但今次
提早清拆白田邨，造就了逾千個新增單位提早落成。按
照房委會計劃，清拆八座公屋大廈包括一、二、三、九
、十、十一、十二和十三座以及白田商場，可於二○一
八至二○二三年期間，在原地重新建造約共五千六百五
十個單位，較重建前增加大約二千一百五十個單位，當
中大約一千七百個單位受惠於今次加快重建而提早落
成。

受影響商戶安排待公布
房委會發言人稱，整個重建計劃也因此提前兩年半

完成，由原定的二○二五年中，提前至大約二○二三年

上旬。按照現時安排，房委會首先會在二○一四年或之
前，清拆第一、二、三和十二座，九百五十戶居民及三
十三個商戶受影響，然後於二○一六年或之前清拆白田
商場。房署預計二○一五年公布對受影響住宅租戶和商
舖租戶的清拆安排詳情。

上白田及農坪區區議員吳美表示，居民對提前清拆
反應正面，由於原計劃分階段清拆的時間橫跨九年，但
最後一期清拆的座數相當接近最先開始清拆的大廈，擔
心工程影響附近的空氣，造成污染，所以普遍希望政府

加快重建步伐。不少白田邨居民，特別是長者，基於對
社區的認知，都希望能原區安置，或者能安排搬到鄰近
的石硤尾。

白田邨是房委會首個引用重建高齡公屋優化政策的
方案，房委會正考慮是否清拆及重建其他高齡公屋。白
田邨第九至十一座現有十一部升降機進行更新工程，工
程於二○一○年三月展開，預計於明年完成，按照原定
重建計劃，升降機完成更新後可供居民使用八年左右，
現時則縮短至只有五年。

快餐店與平價脫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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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強調需增土地資源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爭

議不斷，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表示，發展模式仍未有
最後決定，政府會在收集意見後作出決定和公布。他強
調，香港需要更加多土地資源，政府會提供更多不同房
屋，滿足市民需求。

曾俊華昨日出發訪台，在機場回應有關新界東北發
展爭議時表示，計劃已諮詢了一段時間，第三期的諮詢
亦接近尾聲，政府會在收集意見後作出決定和公布。至
於是政府統一收地還是公私營發展，政府現階段未有任
何決定，他不明白外界指政府向發展商讓步，表示只是
按照一般傳統性的做法去做。

對於諮詢期內會否撤回計劃，曾俊華表示，諮詢已
進行了數年，大前提是香港需要更加多土地資源，建造
更加多房屋，滿足市民需求。他不認同市區有很多土地
的說法，隨市區發展土地飽和，現時就要開發新的土地
。他說，十多年前負責規劃工作時，政府已開始計劃開
拓土地資源，隨人口增長，需更加多土地，才可以滿足
得到香港人需要。

房委會策劃小組昨日開會討論新界東北發展規劃諮
詢，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有出席聽取委員意見。小
組委員蔡涯棉表示，會上普遍認為需要研究調整地積比
率及公私營房屋比例，他建議將住宅地積比率提高為六
倍，令單位量由現時五萬多個，增為七萬五千至八萬五
千個，並建議將公營房屋比例由現時四成三提升至五成
半。住屋用地比率則建議由由現時約兩成一，提高兩成
半或以上。他稱住屋需求殷切，不宜傾斜於環保及低密
度生活，相信公營房屋包括公屋與居屋單位量增至佔住
宅量五成半，屬相當健康的比例。

本身亦是城規會副主席的房委會策劃小組委員黃遠
輝稱，規劃署最初是以六點五倍地積比率規劃新界東北
，但因社會擔心住得太密，降至大約五倍。若將公營房
屋地積比率提升至六點五倍，可能會令公屋居住環境太
密，而且增加房屋量會令居住人口增加，但無助於增加
就業職位，擔心屆時居民多了但區內工作不足，變成天
水圍翻版。

【本報訊】最低工資委員會昨日起
一連數天舉行會議，檢討新一輪最低工
資水平。有消息指，勞資雙方分歧擴大
，勞工界要求將水平調高至三十元或以
上，商界則仍要求應低於三十元。若雙
方仍未達成共識，委員會可能會撰寫兩
份不同工資水平的報告，交由行政長官
作最後決定。有連鎖快餐店期望，最低
工資能維持在三十元之內。

最低工資委員會將商討明年最低工
資的水平，並最快於下月底向行政長官
提交報告。不過，勞工界及商界仍就最
低工資水平有重大分歧。有消息指，勞
工界最近一周要求，最低工資水平應調
高至三十元或以上，而商界則由原本
「企硬」維持二十八元水平，現時則

放軟態度，認為最低工資可調整至二
十九元水平，但仍堅持要低於三十元
或以下。

有消息指，若勞工界及商界仍未就
最低工資水平達成共識，委員會需要撰
寫兩份報告，各自提出不同的最低工資
水平，一份是主要報告，另一份是少數
報告，將會交由行政長官決定。

有議員認為，最低工資水平不應低
於三十三元，認為歐美國家不斷印鈔，
估計本港未來一年的通脹升幅驚人，認
為將最低工資水平調高至三十三元，尚
算合理；亦有代表商界的立法會議員認
為，未來通脹升溫，認為現時未是最佳
時候調高最低工資水平。

對於社會各界討論最低工資，大快
活行政總裁陳志成表示，若最低工資增
至時薪三十元，仍屬合理水平，但不希
望以過高工資聘用新人，因公司須為他
們提供入職培訓，重申公司短期內沒有
加價壓力。他又指，目前公司兼職及全
層員工比例分別是四成及六成，公司未
來會繼續增加兼職員工比例，但承認，
目前公司人才短缺，期望公司能夠吸納
更多年輕人加入。

白田邨重建開快車
千七單位提早落成

▲林鄭月娥（左）昨日下午在北京禮節性造訪國務院港澳事
務辦公室，並與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會面

▲許婆婆昨早八時正已到達大快活門口排隊，只為
一餐比在家自己煮便宜的快餐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房委會於今年四月宣布重建近四十年樓齡的白田邨，目前整個計劃可提早兩年半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