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豐行半年內六度提高活牛價格，在
「貨貴客少」 現實下，全港牛肉檔經營困
難。全港新鮮牛肉肉商發言人許偉堅稱，
牛肉若繼續加價，不排除會發起罷市。他
預計農曆年後，約四分一牛肉檔，即100間
因經營困難結業。業界代表昨日聯同立法
會議員王國興簽署公開信，促請港區人大
向中央提出檢討活牛供港政策，開放活牛
供應市場。

本報記者 林丹媛

牛肉檔農曆年後爆結業潮

元旦撐政府 盼社會減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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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商指五豐行頻加價 經營困難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在網誌撰文回顧過去一年工作，他表示社署已
加緊籌備工作，期望能在4月初，向首批29萬名長者
發放長者生活津貼。他又說，長者兩元乘坐巴士和地
鐵的優惠計劃，預計在今年3月左右，可擴展至渡輪
和新大嶼山巴士。

在新一屆立法會會期開始，特區政府立即提出每
月為合資格長者提供2,200元的長者生活津貼計劃，
但激進反對派議員玩 「拉布」，計劃拖延至12月才獲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張建宗昨日在網誌表示，社
會福利署已密鑼緊鼓的工作，以期能在今年4月初，
向第一批29萬名現正領取高齡津貼並曾申報其經濟狀
況的合資格長者，發放由2012年12月1日起計的津貼
。其他合資格長者的申領安排，亦會按序展開。

張建宗亦回顧指，當局已於2012年6月和8月，先
後於港鐵和四間專營巴士公司路線實施2元長者及合
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他稱最近出席
多個長者或殘疾人士的活動時，都有受惠人歡喜地告
訴他，他們很喜歡這計劃。最新數字顯示，受惠乘客
平均每日超過60萬人次。他稱當局正積極籌備計劃的
第三階段，預計今年3月左右便可在渡輪和新大嶼山
巴士實施。

在勞工範疇，政府接納了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建議
，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調升至每小時30元，如獲立法
會通過，將於今年5月1日勞動節起實施。張建宗強調
，法定最低工資實施以來，基層僱員的實質收入得到
顯著的改善，較低技術女性的受惠情況尤為明顯。此
外，他指出，同樣以支援基層勞工為出發點的鼓勵就

業交通津貼亦已優化，容許以住戶或個人為申請基礎
，新安排將適用於申請由2013年1月起計的津貼。入
息及資產限額亦會上調，個人申請及一人住戶的每月
入息限額將會是7,700元；若未扣除強制性公積金供
款，月入8,105元或以下的僱員和自僱人士都符合新
的入息限額要求。

張建宗說： 「2012年對於勞工及福利局是很充實
的一年，上述各項關乎長者和基層勞工福祉的措施，
已 『排好隊』在未來數月逐一推出。」他表示， 「新
的一年，我和我的同事都會繼續悉力以赴，積極推動
惠民的政策和措施。我深願各界和衷共濟，大家攜手
共建關懷社會，並祝福香港市民身心康泰、工作愉快
、家庭幸福。」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本港今日有多場遊行及集會，
支持及反對政府團體均有活動。愛港之聲召集人高達斌昨日表示
，不同意見人士同在政府總部舉行活動，只要有適當的把關，相
信不會有肢體衝突。他希望遊行集會的市民以理性態度求同存異
，不應以 「鬧交式」爭論。另外，警方今日在港島實施多項臨時
人群管理及交通措施，呼籲市民到港島一帶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
具。

各界慶典委員會於今早11時舉行 「新年新希望，元旦大遊行
」，率先表達對特區政府的支持。遊行將在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
區起步，以政府總部為終點，主辦單位表示，遊行主題是支持政
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到達終點時會向政府遞交請願信，要求
政府務實施政，減少社會不必要爭拗；預計遊行會有5000人參
加。

實施臨時交通措施配合
愛港之聲則於下午3時至6時 「接力」支持政府，在新政府總

部露天劇場舉行 「愛香港、撐政府元旦嘉年華」。活動邀請了全

國政協委員劉夢熊、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以及民
建聯黨員王紹爾等嘉賓，就香港未來發展方向作專題演講；市民
可於登記後在台上發言，表達他們對特區政府的支持及提出施政
建議。 「齊心行動」亦在今天下午2時至6時，於旺角西洋菜街行
人專用區再次發起簽名運動，以支持政府施政及專注改善民生問
題，表達他們對社會的訴求。

對於嘉年華可能會與反對派的遊行同一時間在政府總部出現
，屆時現場秩序引起的關注，愛港之聲召集人高達斌昨日在港台
節目中表示，遊行集會的目的就是要化社會的戾氣為祥和，希望
活動可以在輕鬆愉快氣氛下進行，他呼籲參與人士，不要對其他
人包括記者存在敵意，要以理性態度求同存異。他又相信，只要
有適當把關，相信雙方陣營均不會發生肢體衝突。

警方昨日表示，今日分別有7個團體，包括各界慶典委員會及
愛港之聲，將於港島區舉行公眾集會或遊行；加上維園正舉行工
展會，估計會有不少市民前往該區，所以會於當區實施一些臨時
交通措施，希望能夠方便市民分別參加工展會及維園舉行的集會
遊行。因應有遊行將於今午3時由維園出發，為確保人流暢順，警

方將會封閉維園南路，市民不可經南路進入中央草坪。警方呼籲
打算前往工展會的市民，盡量由銅鑼灣的內告士打道，經維園六
、七號閘進入工展會，在天后則可由興發街十四號閘，進入維園
球場工展會場地。

警方發言人呼籲，市民若前往銅鑼灣及天后，應盡量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以及遵從現場警務人員或活動糾察的指示。

港大民調：58%人感去年快樂
【本報訊】揮別2012年，迎接新的一年，各人心中都懷

有一個美好願望。一項調查顯示，39%的受訪港人的新年願
望與個人有關，如健康、事業、財富等，按年下跌1%；希
望世界和平的或友愛的佔17%，升6%。近6成人認為過去一
年生活快樂，44%預計今年個人發展較去年更佳。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於上月14至17日間訪問逾千名市民，
回顧2012年，展望2013年。結果顯示，58%受訪者過去一年
感到生活快樂，較前年調查微跌3%；感到不快樂的有12%，
升1%。

中聯辦否認曾為謝偉俊拉票
【本報訊】據香港中通社電，近日有媒體報道立法

會議員謝偉俊日前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稱中聯辦在其
參加立法會選舉期間曾為其拉票。中通社記者就此事查
詢了中聯辦有關部門負責人，該負責人表示，有關說法
是毫無根據的。

五豐行回應查詢時指，供港活牛的採購及批發價
的升降始終受內地行情自然波動的影響，並非是由五
豐行獨家經營造成。面對貨源緊張，價格上漲，他們
也倍增壓力，亦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五豐行表示
將繼續堅持市場化運作，並對牛肉市場開放與否持開
放態度，不會抵制。

單以去年下半年計，五豐行活牛批發價十二月比
六月升幅超過4成。王國興表示，香港進口內地活牛
價格被壟斷原因，是因國家商業部與特區政府協定由
五豐行獨家代理活牛進口，雖現時香港其他公司，如
廣南行、香港農業專區，也有代理少量活牛入口，卻
需交由五豐行定價，及抽取佣金，形成壟斷，並造成
五豐行一家獨大，操控活牛價格。

業界盼人大提檢討機制
業界代表去年十一月曾向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反映情況，但王國興說，會面結果是 「急驚風遇
慢郎中」。王國興認為，高永文雖表示會找獨立機構
，調查五豐行是否有壟斷及加幅過高，但需時幾個月
才有結果。他希望三十六位港區人大代表，三月到北
京開會時，向中央政府反映業界及市民訴求，開放更
多供港活牛進口商。

全港新鮮牛肉肉商發言人許偉堅表示，五豐行去
年半年六次加價， 「貨貴客少」，使牛肉成為奢侈品
，令業界經營困難。他預計，農曆年後，全港500間
牛肉檔，超過100間面臨結業危機。

許偉堅表示，五豐行以貨源不足操控牛肉批發價
，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與本港新鮮牛肉食品價格
有相當大差異。他稱，因兩地政策不同，香港人工、
租金、過關時檢驗費用等較高，若批發價比深圳高1
至2成可以接受，但香港與深圳牛肉零售價相差4成，
而批發價則差達5成。

他續說，五豐行早前表示毛利率低完全不可信。
他說，五豐行每100斤牛成本價約3050元，批發價為
4100元，利潤是1050元，以每頭牛重600斤計，五豐
行每頭牛賺6300元，若五豐行每日批發60頭牛，一個

月可賺1200萬元。

促開放市場增活牛供應商
許偉堅強調，政府開放活牛供應市場，並非為了

調低牛肉價格，而是希望牛肉價格能跟市場走勢定
價， 「有升有跌」，增加零售商議價能力。他又建議
，政府以活牛進口代理的表現，作為續約條件，以起
監察作用。

經營牛肉檔的曹先生表示，去年十二月五豐行加
價後，生意急降5成，客量也少了1至2成，以前檔口
也有5到6名員工，其中兩名是散工，但在 「貨貴客少
」下，為了開源節流，也不再聘用散工。他預計五豐
行今年會再調高批發價，希望政府盡快開放市場，增
加活牛供應商。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食物安全中心抽查發
現15個食物樣本有問題，包括來自法國的名牌貴價朱
古力La Maison Du Chocolate的5個朱古力雪糕樣本
，大腸菌群含量超標最高達12倍，食安中心已暫停本
港入口商售賣冰凍甜點之批准，並要求法國有關當局
詳細調查後提交報告。6個分別來自上海么鳳、陸金
記瓜子大王等店的糖蓮子樣本，被驗出防腐劑二氧化
硫超標。

有 問 題 的 朱 古 力 雪 糕 名 為 milk chocolate
frozen confection，食安中心在位於觀塘富登中心
的L.M.D.C. Hong Kong Limited抽查發現，5個雪糕
樣本檢出每克含大腸菌群510至1,300個，超出法例上
限每克含100個。由於雪糕樣本在入口層面抽取，受
影響批次已被銷毀，沒有流入本港市面。食安中心發
言人稱，已去信入口商及法國有關當局，希望他們詳
細調查並給出報告，在此之前則不會恢復L.M.D.C.
Hong Kong Limited售賣冰凍甜點的牌照。

本報記者昨日查詢La Maison Du Chocolate在本
港的5間零售店，包括在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商場、太
子大廈、銅鑼灣利園等的零售店，店員都表示現時無
售賣該款朱古力雪糕，而該款雪糕早已停止售賣一段
時間。

多款涼果防腐劑過多
食安中心抽查發現，6個分別在銅鑼灣的上海么

鳳、九龍城的么鳳士多、荃灣與佐敦的陸金記瓜子大
王、荃灣的上海陸氏瓜子世家、上環德盛棧抽查的糖

蓮子樣本，防腐劑二氧化硫的含量介乎百萬分之660
至980，超出法例標準的百萬分之500。其中，佐敦的
陸金記瓜子大王、荃灣路德圍的上海陸氏瓜子世家昨
日回覆本報記者查詢時稱，收到食安中心通知後，已
將不合格的糖蓮子退返供應商，不再出售。其他4間
商舖，本報記者在截稿前未能聯絡到負責人回應。

另外，食安中心在吉之島超級市場藍田啟田商場
的分店，抽檢了一個番薯乾及一個八仙果乾樣本，發
現番薯乾含有禁用的防腐劑山梨酸，而八仙果乾的防
腐劑苯甲酸含量超標。吉之島發言人稱有問題的番薯
乾及八仙果乾各來自台灣和內地，有關貨品已全線下
架，公司並已在第一時間回收。

百佳超級廣場在荃灣愉景灣新城的分店，一個 「
國聯」中國熟蝦內附海鮮醬汁的樣本，被食安中心檢
測含有獸藥殘餘硝基呋喃類代謝物，百佳發言人表示
，已於收到通知後將食物下架。另外，入口商洪記進
口的一個菜心樣本，在文錦渡抽檢發現鎘（金屬雜質）
含量超標。

腐乳樣本致嘔吐腹瀉
食安中心呼籲業界，立即停止出售或使用一款懷

疑受致病菌蠟樣芽胞桿菌污染，名為 「福」水口腐乳
的內地進口樽裝腐乳。該款腐乳只售予本地食物業處
所，並不作零售用途。該產品為350克樽裝 「福」水
口腐乳，來自廣東，食用期限至2013年12月30日。食
安中心從一間食品分銷商抽取了一個樽裝腐乳樣本檢
測，結果顯示，每克含蠟樣芽胞桿菌13萬個，可能危

害健康。食安中心已派員到入口商和分銷商的辦事處
調查，而入口商已沒有受影響產品的存貨。分銷商已
即時停售及安排回收，並自願交出存貨以供銷毀。食
安中心已向涉事的入口商和分銷商發出警告信，同時
通知業界停止出售或使用該產品；並已通知內地有關
當局跟進。

名牌雪糕含菌超標12倍

張建宗冀社署四月發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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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高官民望調查」這回事，宇
文劍很多時是有所保留的，特別是經過
某些傳媒的演繹後再公布，更令人得啖
笑。有些大學無疑是真正做民調研究的
，但以偏頗問題問百來個或幾百個市民
，讓他們跌入其設計好的陷阱，然後得
出自己想要的 「結論」，說這就是 「民
意」的，也屢見不鮮。

最近就有民調謂梁振英民望 「進一
步下跌，可能與其僭建有關」。這類原
已帶偏頗的民調出籠後，再經過這類電
子傳媒兩三分鐘的報道，偏頗加偏頗，
「民調結果」究竟有多少準確性，聰明

的人應懂得自己做決定。
要客觀持平調查和報道高官民望，

大家就不能忽視好些客觀元素，特別是
為梁振英政府做民調的，應以梁與前二
位特首做比較，始對梁公平。董建華是
商人論政；曾蔭權是公務員；梁則是公
職經驗豐富。單論這點，三人的做法便
大不相同。當中固然有個人領導水平重
要因素，惟為何有某些政策出現，又與
當時的人和事大氣候密切相關。看看董
時代大氣候是香港剛回歸， 「港英味」
尚濃，一個金融風暴掃過來，環境因素

已顯複雜性；曾行使小政府積極不干預政策，也不無港
內外諸多因素牽涉其間，情況再複雜一些；梁上任後港
內外政治經濟因素是前所未有的複雜……便知道民調再
也不能簡單概括。說 「民望跌，可能與僭建有關」，一
槌定音，民調的公信力究有多少，不問而知，也令人懷
疑其別有用心。

這樣說，並不是認為 「民調不可信」，而是這東西
必須作深入研究，絕不是一兩個數據在兩三分鐘內就能
說清楚。再者， 「如果某高官的民調高，我就捧他（她
）；低麼，我就 『冇眼睇』，一於叫他（她）下台（
下了台再說，下台後香港會變成怎樣我不管）」。
簡單化兼衝動，不知政治為何物，不知民主為
何物， 「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別無其他」，
這種想法正顯出其愚蠢與固執不通！

宇文劍

◀許偉堅（
左一）聯同
王國興（中
）促請港區
人大代表向
中央提出檢
討活牛供港
政策，開放
活牛供應市
場
本報記者
林丹媛攝

▲圖為愛港之聲日前帶同標語出席城市論壇，支持政府施政

▶銅鑼灣
上海么鳳
售出的糖
蓮子被指
防腐劑超
標
本報記者
林少權攝

▲位於銅鑼灣利園（見圖）及其餘4家La Maison
Du Chocolate分店，都無售賣被驗出含菌量超標
的朱古力雪糕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
午在行政長官辦公室會

見訪港的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布小林（左），就雙方關注的
議題交換意見。

政府財赤降至117億
【本報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昨天公布，去年11月份錄

得248億元財政盈餘，令今個財政年度截至11月底止的8個月
內，財政赤字降至117億元。期內政府整體支出2,519億元，
收入2,402億元。

11月份財政狀況得以改善，主要是由於利得稅的收取。
本財政年度的修訂預算將於2月27日與財政預算案一同公布
。11月份政府收入約541億元，支出約293億元，因而錄得約
248億元盈餘。財政儲備在11月底為6,574億元。

梁振英晤內蒙古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