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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黃裕勇
、張帆、王靜秋報道：伴隨
全國活牛供應量減少兼季節
性因素影響，全國多個城市
的牛肉零售價格近日都漲價
，上海普通牛腩價格兩個月
升了40%；廣州則一年漲價
接近15%，最難想像是內蒙
古這個最大畜牧業基地，竟
有店舖因牛肉太貴索性轉賣
「素牛肉麵」 。

記者昨日傍晚到上海西
北角一家菜市場，牛肉攤位
的老闆介紹，最尋常的牛腩
當前每斤賣31元（港元，下
同），而一兩個月前只有22
元，統計下來漲了近40%。

老闆說，因為即將收攤
，他們常常會按照批發價來
賣，要是早上來買，一般價
格是30元甚至以上。老闆說
，秋冬天氣轉涼後，牛羊肉
需求量都增大，在冬日裡吃
上一碗熱氣騰騰的牛肉麵，
或者用牛肉涮火鍋，都是上
海人的最愛。加上牛羊肉價
格近年來一直逐年遞增，使
得牛肉價格不斷上漲。

對於牛肉價格上漲，一
些主婦們並不感到吃驚，認
為是季節因素，「不止牛肉，
豬肉這兩天都漲了，因為天
冷的關係。」

店舖轉賣「素牛肉麵」
廣州的牛肉零售價雖未

及上海般漲得瘋狂，但據海

珠區萬松園菜市場的牛肉
檔主表示： 「現在一斤牛
肉賣40元，去年則是35元
左右，漲幅約15%。」 檔主
解釋加價原因說： 「四年養
一頭牛，一年養四頭豬，養
牛周期長且賺錢不多，廣東
養牛戶紛紛縮減生產量，供
應量降低但需求量有增無減
，牛肉便變了 『皇帝女唔憂
嫁』 ，自然愈賣愈貴。」

另外，一向以牛、羊肉
為主食的內蒙古，記者在市
面看到一個令人嘀咕的情況
，一些牛肉拉麵店竟推出
「素牛肉麵」 ，其中一間麵
店的老闆李先生解釋： 「湯
是牛肉湯，不過裡面沒有牛
肉，想要牛肉還得再多加2.5
元。」

關 昭

支持搞好香港 沉默大多數要發聲 港人和水貨客冇仇

社 評 井水集

特首梁振英已經結束北京述職之行
返港。

在京期間，中央對梁振英的工作表
現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特別是上任以來
工作中面對不少困難和挑戰，但仍能迎
難而上、團結奮發，堅持以民生為先、
務實有為，中央對此給予充分的支持和
讚揚。毫無疑問，中央領導人真切的關
懷和充滿理解的說話，對梁振英及其管
治團隊來說，無疑是最大的激勵和鼓舞
。未來梁振英及其班子的工作肯定仍會
遭到反對派政客和個別亂港傳媒的百般
阻撓和破壞，但只要想到中央的支持、
領導人的信任，梁振英及其團隊就一定
能夠信心百倍、鬥志十足，以不屈不撓
的精神和勇氣，堅持依法施政，把各項
事情辦好，決不辜負中央的信任和期望
。這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與中央撐梁、撐港之心如此真誠、
如此 「給力」 以至如此迫切相對照，港
人對特首、對特區政府的工作、對香港
的穩定繁榮和 「一國兩制」 的進一步落
實好，有沒有給予同樣的熱情、同樣的
關切以至同樣的大力支持呢？答案顯然
是使人慨嘆和惆悵的。

這裡面，一句所謂 「沉默的大多數
」 ，是造成今日香港社會正氣不揚、正
面聲音不強，反對派和亂港傳媒頤指氣
使、聲大夾惡，以至特區政府和梁振英
施政寸步難行的一個主要原因。

如此說，絕對沒有怪責香港市民之
意，更不是說梁振英政府上任以來一切
施政都沒有錯失、沒有責任，香港搞不
好就怪市民不說話、不支持政府。這不
是事實的全部。但不能否認，梁振英政
府上任以來，以至之前的董建華政府、
曾蔭權政府，在一些關係到落實 「一國
兩制」 和基本法的重大原則問題上、在
一些關係到特區繁榮穩定、港人根本福
祉的大是大非問題上，相當一部分市民
沒有發出足夠的、強烈的正面聲音，特
區政府沒有得到應有的、必要的支持和
鼓勵，以至惡人當道、邪氣囂張、政府被
動、好人噤聲，卻是鐵一般的事實。特
區政府在這上頭吃了十五年的「啞巴虧」
，港人社會也已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所謂 「解鈴還須繫鈴人」 ，今天，
如果有人已經感覺到事情不對勁： 「長
毛」 拉布玩死立法會、梁振英山頂大宅
僭建被沒完沒了小題大做、政府連二千

二百元「長者生活津貼」也幾乎發不出，
那麼，眼前就是「沉默的大多數」打破沉
默，徹底拋棄一切陳規陋習的時候了！

香港是我們的香港、是七百萬香港
市民的香港，不是 「長毛」 和黎智英的
香港，為什麼太平山下、維港兩岸整天
就只有拒中央、拒 「西環」 、罵特首、
罵政府的聲音？為什麼就沒有更多光明
正大、義正詞嚴、撐政府、撐 CY、撐
中央的聲音？

近日，一個名為 「齊心行動」 的團
體在鬧市擺街檔，徵集市民簽名，支持
梁振英施政，短短兩小時便有數千路過
市民簽名；還有一個名為 「愛港力量」
的團體，已準備本月三十日發起 「挺梁
治港保民生」 大遊行，表示有意參與的
團體和個人已甚眾。

冰山已經劈開， 「大多數」 不再沉
默，任何真正愛護香港、支持 「一國兩
制」 的市民今後都要爭取不沉默、更要
爭取多發聲。不沉默就是為香港、為自
己，沉默只會把發言權拱手相讓、只會
便宜了抗中亂港。支持 「一國兩制」 、
支持搞好香港， 「沉默大多數」 要發出
最強音！

一度沉寂的 「走水貨」 活動，近
日又有死灰復燃之勢，連日上水火車
站外又大排長龍，大批 「水貨客」 攜
同大包小包和 「車仔」 迫爆火車站，
市民投訴要長時間排隊和 「衝鋒陷陣
」 才能進入火車站和上到車，十分不
滿，要求政府有關部門採取行動。

有關 「水貨」 問題，可以說，只
要需求一日存在、價格和質量的差距
一日存在，問題就一日不可能得到真
正解決。 「水貨」 熱門貨自數千元一
部的手提電腦以至三兩元一包的即食
麵和餅乾，還有外國進口的嬰兒奶粉
、化妝品、護理品，內地市場可說多
多都要， 「胃納」 大得不得了。

而另一方面， 「水貨客」 目前已
經成了一個人數眾多的 「勢力」 或
「行夥」 ，不易解決。他們所攜帶的

貨品數量只要不大幅超出合理自用範
圍，嚴格來說並不違法，也解決了部
分人的生計和內地民眾的需求問題。
昨日就有一些婦女 「水貨客」 眼淚鼻
涕的說，家中有老有幼，帶些東西賺
幾個錢，為什麼要趕絕她們？

但是，不能否認， 「水貨」 活動

對當地居民確實已構成嚴重的不便和
干擾。試想，本來只要十多分鐘便可
入閘上車，如今卻要排上個多鐘頭，
而且車站月台和車廂內都擠得水泄不
通，還隨時給那些水貨客和車仔撞到
飛起。從北區居民立場和利益來講，
他們是納稅人，不說使用公共交通、
社區設施要優先，最少也不能連起碼
的方便和秩序都不保。他們要求政府
處理是有道理的。

看來，有關出入境、海關和 「港
鐵」 當局，的確要切實想出一些有效
的解決辦法，例如增派工作人員維持
秩序，本地乘客和 「水貨客」 要更好
分流，確保本地居民優先上車，還有
就是開拓車站附近的空地，以及增加
班次。港人和內地居民沒有根本的利
益矛盾。當年內地經濟困難、生活艱
苦，港人也有曾大包小包、大擔小擔
的挑過羅湖橋頭。今天，國家形勢大
好，民眾生活改善，一些發展中出現
的問題，大家都要和衷共濟、互諒互
讓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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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獨家代理香港活牛入口的五豐行
今次調高批發價，據其解釋主因是內地貨源供應
不足，加上踏入冬季火鍋旺季，內地對牛肉需求
進一步上升所至。對於零售商要求開放活牛入口
市場，該公司表示認同市場化運作，不會抗拒開
放牛肉市場，引入競爭者的建議。

五豐行日前宣布加價並發出新聞稿，解釋再
度調高批發價原因是臨近節日，內地活牛貨源供
應緊張，價格持續上漲，與牛肉商協商後，決定
加價。五豐行指出，本月活牛供應一度出現不足
，主要是北方雨雪及大霧天氣關係，部分高速路
段封閉，影響交通，令供港牛車無法按時到達。

該公司否認加價是謀取暴利，指毛利率一直
維持在個位數，今年毛利約 6%，較去年減少。
活牛批發價上漲，是受國內行情波動影響，並非
因為由五豐行獨家經營造成。

對活牛批發價今年內七度調升，香港牛羊商
會理事長鍾兆階表示，對於加價唯有無奈接受。
雖然活牛價格不斷上漲，但肉檔不可能將增加的
成本全部轉嫁給消費者，加上最近活牛供應不穩
定，加價令零售商生意受到影響。

他希望政府盡快開放活牛市場，讓有興趣的
入口商從泰國、越南等地進口活牛，令牛價有機
會降低，解決活牛進口壟斷問題。

政府邀專家了解內地市場
對於商會的要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表示，當局已與業界和各持份者代表會面，就穩
定活牛供應和價格的可行措施進行交流，並邀請
了專家了解內地市場情況，希望兩至三個月內完
成報告，以決定是否開放活牛進口市場。他又表
示，政府對是否開放市場持開放態度。

肥牛每斤130元 加幅嚇怕港人

隨來貨價格上升，鮮牛肉的零售價即日水
漲船高，在銅鑼灣鵝頸橋街市，牛肩肉、肥牛
等受歡迎的火鍋料升幅最大，由大約每斤 120
元上升至每斤約130元，升幅6%至8%。牛肉檔
負責人郭先生大嘆生意難做，望着掛滿肉架的
牛肉一臉無奈， 「平日這個時候已賣得七七八
八」，他估計生意至少少了40%。

食肆客戶恐進一步流失
另一牛肉檔主何先生說，每次牛肉來貨價

上升，都只能直接轉嫁消費者，今年已加價多
次，每次加價都造成一定的生意流失， 「不會
即時不買，但每次買少一點，累積

下來就少做了不少生意」。
何先生指，過去一年，牛肉
來貨價上升近半，已陸續流
失 30%至 40%食肆客戶訂貨
，最擔心是加價進一步擴大
流失率， 「食肆老闆很會計
算，新鮮牛肉做不來，就轉
賣冰鮮牛。」

昨日暫未見有食肆即時
加價。方榮記沙嗲牛肉專家
負責人方先生表示，雖然五
豐行今年多次加價，但店舖

也沒有調整售價， 「佢（五豐行）都未加定，
等佢加定先」，怕貿貿然加價引起食客 「嘩然
」，過年後才會調高價格。他預計明年市道也
不樂觀，所以加幅不會太多，但以一碟售價
218元的牛肉計，加幅最少20元起。

料月內仍有加價壓力
方先生續說，舖頭也有引入澳洲急凍和牛

，但銷量一般，所以牛肉加價也只有無奈接受
。對於政府或會開放活牛市場，他表示在有競
爭下，活牛售價能調低， 「生意先有得做」。

銅鑼灣春夏秋冬火鍋店的營運總監余先生
表示，火鍋店暫未有加價安排，但
由於牛肉價過去一年持續上升，該
店的招牌雪花牛肉片，幾乎每兩個
月就調整價格一次，已由年初每碟
108元升至現時的每碟168元，加幅
逾 50%，預計月內仍有加價壓力。
余先生說港人愛吃牛，牛肉有價有
市，不擔心牛肉加價影響生意，反
而擔心牛肉供應不足，因最近半年
牛肉常常供貨不足，希望政府 「做
啲嘢」。

五豐行：不抗拒開放市場

季節性影響季節性影響
全國牛肉漲價全國牛肉漲價

受 入
口商調高批發
價影響，牛肉零售價

昨日再度加價，普遍每斤加價4
至5元，港人至愛的雪花肥牛加

價最多，每斤加價8至10元，一斤
約售130元，平均加幅約7%。有牛

肉商販大嘆生意難做，首日加價生意
額即大減近40%，更擔心訂貨的食肆

客戶流失率進一步擴大。有食肆負責人
表示，牛肉菜餚售價今年已加了 10%至

50%不等，隨着牛肉價格不斷上升，隨時會
加價。 本報記者 曾敏捷

引入競爭
馬先生：冰鮮

牛肉比較平，但打
邊爐還是要吃新鮮
牛肉，雖然貴些，
但只能無奈接受，
希望政府可以引入
競爭。

少吃為妙
王太：小數怕

長計，雖然不是經
常吃牛肉，但一斤
牛肉的價錢相當於
幾斤豬肉，牛肉貴
就吃少一點。

市民心聲

無可厚非無可厚非
胡先生：物價胡先生：物價

、租金樣樣加，牛、租金樣樣加，牛
肉加價無可厚非，肉加價無可厚非，
經常會買牛肉，估經常會買牛肉，估
計今年的牛肉價格計今年的牛肉價格
起碼加了一成多，起碼加了一成多，
但加幅可以接受。但加幅可以接受。

樣樣都加樣樣都加
王先生：菜心王先生：菜心

都都1010幾元一斤啦，幾元一斤啦，
牛肉點可以不加？牛肉點可以不加？
買一斤菜還丟掉幾買一斤菜還丟掉幾
兩，買一斤牛肉還兩，買一斤牛肉還
可以全吃完。通脹可以全吃完。通脹
加就什麼都會加。加就什麼都會加。

▲牛肉檔主何先生▲牛肉檔主何先生
表示每次牛肉來貨表示每次牛肉來貨
價上升，都只能直價上升，都只能直
接轉嫁消費者，而接轉嫁消費者，而
每次加價都造成一每次加價都造成一
定的生意流失定的生意流失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牛肉檔負責人郭先生▲牛肉檔負責人郭先生

▲上海家樂福超市的牛腩售
價每斤37.8元

本報記者張帆攝

▲因為價格太貴，買牛肉的
市民並不算太多，女檔主嘆
「做得很辛苦」

本報記者黃裕勇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