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小姐 何先生

平時主要搭地鐵，雖然對
我影響唔大，但我都希望
不要加啦。希望媒體同埋
政府都出力，給九巴多點
壓力，降低加幅。

李先生 王同學

平時返學都要搭巴士的，
一日十蚊，如果每日要加
多一蚊，雖然不是好多，但
錢都係積少成多嘅，特別
對我們這幫窮學生來說。

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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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鄧如菁報道：本港近半數男士為少精症或無精症
高危患者，有專科醫生指，男士過肥患有少精症及無精症風險比常人
分別高出四至八成，逾六成不育個案均與男子精子有關。有痴肥男士
與妻子兩年來都未能懷孕，檢查後發現精子濃度較正常少四成，須採
用微型注射人工受孕方法才成功懷孕，後經減肥再次自然懷孕，專家
建議過肥男士宜及早減肥。

男士正常的精子容量應為每毫升1500萬條精子，少精症即只有
百萬條，甚至數十條；無精症更可能全無精子。婦產科專科醫生藍寶
梅表示，本港近半數男士過重或痴肥，即體重質量指數（BMI）為23
至25或逾25。由於脂肪細胞會產生雌激素，若臀部、陰囊、腹部脂
肪積聚，部位溫度會較高，精子濃度、活動能力均會受影響，間接影
響生育能力。

她說，現時本港每六對夫婦便有一對有不孕問題，其中六成個案
更與男士精子有關，估計肥胖是主因之一，建議男士及早減肥，或採
用微型注射人工受孕方法，增加懷孕機會。醫生在顯微鏡下會揀選活
動能力高、形態較好的精子經直接注射入卵子裡，而每粒卵子只需一
條精子便可。至於無精症患者，醫生則會在睾丸或輸精管取出少量精
子。

陳先生屬於痴肥，並患有高血壓，與太太兩年來沒有避孕，卻未
能成功懷孕，求診後始發現精子數量僅每毫升900萬條，活動能力只
有15%，較正常40%或以上為低。藍寶梅說，夫婦後來接受微形注射
人工受孕方法，去年初終成功誕下男嬰。陳先生其後成功減肥，體重
回復正常，去年底更自然懷孕成功。

同屬痴肥的黃先生早前接受婚前檢查，始發現自己是無精症患者
，需要減肥令體重回復正常，精子量回升才可進行微型注射人工受孕
方法，至上月太太終誕下女嬰。

【本報訊】記者李家祺報道：今年 「黃金
周」不再 「生金」！十月的零售總銷貨價值的
臨時估計為356億元，較去年同期升4.0%，但
較 9 月份的升幅 9.4%遜色，當中 10 月珠寶及
鐘表的銷售表現最差，政府認為本港零售業銷
售亦錄得增長，反映本地消費意欲大致平穩，
不過零售業管理協會認為，今年是歷來 「黃金
周」表現最差，相信與自由行旅客購買力減弱
有關，預測今年聖誕檔期零售銷貨額難有雙位
數增幅。

聖誕檔期難有起色
政府公布最新一份零售業銷售數據，今年

十月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為356億
元，較上年同月上升 4.0%，較今年九月的
9.4%升幅大為遜色，扣除期間價格變動後，十
月的零售業總銷貨數量較上年同月上升 3.6%
。而今年首十個月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較去年
同期上升9.9%，而總銷貨數量則上升7%。而
今年九月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修訂估計為
341億元，較去年九月上升9.4%，而總銷貨數
量則上升8.5%。

按商品分類，今年十月與去年同期比較，
電器及攝影器材的銷貨數量升幅最大，上升
29.9%，其次為雜項耐用消費品及百貨公司貨
品，分別上升21.1%及5.7%。相反珠寶首飾、
鐘表及名貴禮物銷貨數量則表現遜色，下跌
5.8%，其次為汽車及汽車零件及傢具及固定裝
置，分別下跌4.6%及4.5%。

政府發言人表示，零售業銷售繼九月份按
年錄得較快增長後，於十月份按年錄得溫和升
幅，反映本地消費意欲在過去一年收入改善下
大致平穩，又補充指本港訪港旅遊業持續增長
，估計會繼續為零售業務帶來一定支持，但重

申於外圍環境仍未明朗，令本地勞工市場漸見
壓力，要密切留意消費意欲的情況。

不過，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表示，今
年十月 「黃金周」是歷來表現最差，遠低於預

期的7%至8%的升幅。她認為，由於去年政府
派發6,000元，加上去年黃金周有多一個周末
長假及臨近中秋節，故市面的零售市道旺盛，
相反剛過去的十月，氣候較為炎熱，未能刺激
衣服等耐用品的銷量。

她又引述調查指，今年的自由行旅客比例
，由以往較多一線城市旅客來港，轉為較多的
二、三線旅客來港，兩者之間消費者力相差
65%，消費力自然大減，故十月的珠寶首飾、
鐘表及名貴禮物銷貨數量表現遜色，估計今年
聖誕檔期銷貨量難有雙位數增幅。

▲政府公布，10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為356億元，按年升4%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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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朱晉科、林丹媛
報道：立法會議員批評九巴申請加價
8.5%，加幅高過通脹，加重市民負擔
。學者認為九巴申請的加幅偏高，市
民難以接受，估計行政會議審批時，
可能將加幅壓低至與通脹率相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認為，
九巴申請加價 8.5%，遠遠高於通脹
，無疑加重不少乘巴士上班的打工仔
的負擔，這是不合理和不可接受。他
指出，九巴將 Roadshow 廣告收入分
拆開，賺取大量廣告費，但不將其計
入公司的非票務收入，無法起到穩定
票價作用。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鑑
林認為，從表面數字看，九巴申請加
幅高，但仍要看九巴提交預算報告的
數字是否合理，加價有無詳細和充
足的理由。他關注通脹和油價上升
的數字之外，亦會留意九巴加價後
如何改善服務質素，例如脫班和延
誤情況，以及往後投放在環保車輛
的資源。他稱百物騰貴，希望行政
會議在審批加價申請時，顧及市民
的負擔能力而作出適當修改，並增
加審批過程的透明度，政府官員應
到立法會諮詢議員的意見。

中文大學經濟系副教授莊太量
表示，九巴最大的虧損來自油費，
若可控制油費成本，維持現時路線
不變，可達致收支平衡，預料政府
或將九巴加價幅度調低至與通脹
率相若5%至6%。他說九巴需保
留一些長途路線，並透過重組路
線或以其他非營運巴士收入，補
貼其他長期虧損路線。

民間監管公共事業聯委會發
言人蔡耀昌稱，九巴申請加幅是
「獅子開大口」，認為九巴可承

受燃油波動，政府應該否決加價
。他認為，九巴應檢討經營方式
，以大幅加價為營運困難的理由
，並不合理。因為九巴的競爭者
，包括新巴及城巴，亦有同樣困
難。九巴可考慮區域性重組路線
，更有效運用資源，減低營運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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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周褪色 十月零售額僅升4%

【本報訊】九巴乘客量由 2002 年
每天310萬人次的高峰期，急跌至現時
只有260萬人次。不少巴士路線因與港
鐵、小巴，甚至跟九巴本身重疊，70%
路線長期虧損，在400條路線當中半數
急需重組，才徹底解決問題，紓緩加價
壓力。因此，九巴打算諮詢區議會意見
，分析後再草擬各區路線整合方案，以
提高巴士網絡效率。

九巴副董事總經理歐陽杞浚昨日透
露，去年向政府提交未來5年營運計劃
，包括要求重組具急切性的156架巴士
，但至今只批出2架巴士。 「事實上，
有 1000 架巴士需要重組，例如行走錦

田至荃灣的 51，客量長期偏少，一定
虧本；而 690 及 692 由將軍澳至中環的
路線，剛好與港鐵重疊，容量只有20%
，重組是迫在眉睫。」

與此同時，九巴行車時間長，令路
面擠塞的情況日趨嚴重，當中60%路線
近年的平均行車時間更增加 15 至 30%
。歐陽杞浚表示，九巴將會本着 「不加
不減」原則重組路線，考慮將已重疊的
路線，改為市民需要的路線，亦計劃在
隧道口等位置，改善轉車服務。 「明年
會先諮詢區議會意見，經分析後再草擬
各區路線整合方案，然後再與區議員討
論。」

一個月差不多要花費一千
蚊搭巴士，如果加近一成
就好大件事，就算要加，
服務都要跟到位，你睇下
依家脫班情況幾嚴重？

九巴近年票價加幅
年份

2012年11月

2010年7月

2007年9月

申請加幅

8.5%

8.6%

9%

獲批加幅

─

3.6%

4.5%

▲藍寶梅表示
，脂肪積聚部
位溫度會較高
，影響精子濃
度及活力

本報記者
鄧如菁攝

申請加價8.5%
九巴 住搶

政府表示，審批九巴加價申請時，會考慮一籃子因素，
包括公眾接受程度和負擔能力。

九巴表示，今年上半年的燃油開支及員工薪酬，較去年
上升40%及9%，每年涉及開支分別達14.27億元及7.05億元
。面對嚴峻經營環境，已盡力控制成本，但未能抵銷成本上
升，故向運輸署申請加價8.5%。若以平均每程約6元計算，
每程加價0.53元，但若是長途過海巴士線，例如373號由上
水來往灣仔的巴士線，每程車資 22.9 元，加價 8.5%即每程
多付2元，若以上班族五天工作制，每日來回乘坐計算，每
月車費開支就要增加80元。

料260萬乘客受影響
九巴董事總經理何達文表示，面對載客量年年下跌及路

線重組觸礁，今年上半年虧損 1520 萬元，在通脹及工資上
升壓力下，預計下半年虧損會進一步擴大。 「的確是 『頂唔
順』才加價，即使加幅全數獲批，明年1月1日開始新票價
，每年額外有5億元的車費收入，但只能達至明年收支平衡
。」

事實上，九巴對上兩次加價申請，均被政府大幅壓低加
幅，包括 2007 年 9 月提出加價 9%，翌年 6 月只獲批加價
4.5%，2010 年申請加價 8.6%，結果去年只獲准加 3.6%。對
於會否擔心今次再被壓低加幅，何達文稱希望政府體諒經營
困難，批出合理加幅。九巴旗下的龍運巴士，今年上半年錄
得1530萬元的稅後盈利，因此，未有申請明年加價。

當局考慮一籃子因素
運輸及房屋局發言人稱，已接獲九巴的加價申請。當局

會按現行巴士票價調整安排審批申請，考慮一籃子因素，除
了巴士公司自上次加價以來營運成本及收益變動、未來回報
預測、合理回報率、巴士票價可加可減機制運算結果之外，
還會考慮市民的接受程度及負擔能力，以及巴士服務質量。
當局會於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交通諮詢委員會的意
見後，再向行政會議作出建議。

除了九巴申請加價外，運輸署表示，現正處理5條渡輪
航線及135條專線小巴路線的加價申請，的士及電車加價申
請則暫未收到。5條申請加價的渡輪航線包括西灣河至三家
村、西灣河至觀塘、坪洲至喜靈洲、北角至觀塘以及屯門、
東涌、沙螺灣至大澳航線。今年截至上月底，全港有209條
專線小巴獲批准加價1毫至1.5元不等。

九巴再次 「獅子開大口」 ，昨日向政
府申請明年1月加價8.5%，遠超於通脹率
3.8%，260萬乘客受影響，平均每程車費加價5
角。今次已是九巴在五年內三度提出加價申請，
九巴解釋，油價及員工薪酬上升，加上路線重組
觸礁，加價無法避免，加幅已低無可低，若獲行
政會議批准，估計每年額外車費收入5億元，填
補現時逾千萬元的虧損，達致收支平衡。

本報記者 李盛芝

稱重組路線進度慢
九巴擺政府上枱

▲王國興認為，九巴提出
的加幅不可接受

▲陳鑑林希望行會審批時
顧及市民的負擔能力

▲九巴申請加幅為8.5%，平均每程加幅為53仙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已經退休，平時出街有搭
巴士但是次數並不算太多
，但係九巴已經是賺到盡
，又一次過加那麼多，好
似吸血鬼咁啦！

九巴無理由加幅咁高，超
過通脹一倍有餘，依家樣
樣嘢都貴，我哋普通市民
好難負擔到，但車費係必
須用的錢，只好無奈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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