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十一
日電】國家統計局今天公布的
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12月份
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
CPI）上漲2.5%，創下2012年
6月以來的7個月新高。2012年
，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
漲2.6%。近期，食品價格，特
別是蔬菜價大幅上漲引起關注
，相反，牛羊漲價在統計局公
報 中 表 現 的 似 乎 不 是 非 常
突出。

數據顯示，2012年12月全
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環比上
漲0.8%，同比上漲2.5%。無論
是同比還是環比分析，食品價
格特別是蔬菜價格的上漲都成
為 12 月 份 物 價 上 漲 的 主 要
推手。

12月份食品價格同比上漲
4.2%，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總水
平同比上漲約1.37%。鮮菜價
格上漲14.8%，影響居民消費
價格總水平上漲約0.41%。當
月食品價格環比上漲2.4%，影
響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環比上
漲約0.79%。鮮菜價格上漲
17.5%，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總
水平上漲約0.46%。

除食品價格漲幅較高外，
其他7大類商品價格漲幅均較
為溫和。去年12月，煙酒及用

品價格同比上漲1.5%，衣價格同比上漲
1.9%，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價格同比
上漲1.7%，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價格同比
上漲1.7%，交通和通信價格同比持平，娛
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價格同比上漲1.1%
，居住價格同比上漲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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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林
丹媛報道：受內地天氣
影響，近日供港蔬菜批
發價急增45%，本港街
市菜心和芥蘭分別漲價
至每斤18和20元。物價
飆升，加重升斗市民負
擔，有菜販表示，市民
需要繼續 「捱貴菜」 至
農曆年。有市民稱蔬菜
不同肉類，不能因價格
升而以急凍品代替，對
於要買貴菜，表示 「都
冇辦法」 ，並說菜是每
天必需品， 「唔食菜唔
得」 ，惟有 「買少」
，市民亦希望農曆年過
後蔬菜價格能下調。

湯小姐表示，平時買菜以菜心
、芥蘭為主，以前7至8元一斤的菜
心，最近升至11元一斤。她指， 「
宜家樣樣都加，之前牛肉先加完
，又到菜」 。至於會否轉買其他蔬
菜，她說，雖然瓜果類加幅不大，
但始終 「食開呢菜，食其他會唔
慣」 。她希望農曆新年後，菜價可
以稍為回落。

價格勁升七成

蔬菜售價升幅驚人，內地供港菜量由
去年11月至今已減少15%，批發價平均上
漲43%。菜統處總經理郭錦文接受本報訪問
時解釋，今年內地的冬季比往年來得早，加上
大幅降霜雪，主要供港的菜場如廣東、山東、河南
和雲南昆明等，更遭受雪雨天氣兼無陽光的影響，
菜明顯生得慢及供應少，部分菜甚至凍死。

菜心或升破廿元
「單是菜心、芥蘭的受歡迎菜類，批發

價已分別由去年11月的每斤6.3元及6.7元，
急升至昨日的10.3及11.2元一斤，升幅超
過60%以上。」郭錦文估計，若未來一
個月內地仍受寒冷天氣，甚至霜雪影響
，加上內地在農曆新年前亦會對蔬菜需
求增加，本港的批發價可能繼續上調，
市民仍要 「捱貴菜」，零售價最少上升
5%，直至氣溫回升，菜價才有望回落。

本港有98%的蔬菜由內地供應，香港入
口蔬菜批發商會會長袁昌認為，菜價未必在短
時間內回落，甚至持續至過年。他說，港人熱愛
火鍋，首選的菜心、芥蘭、白菜仔近日的批發價每
斤約12元，零售價則高達18至20元，若農曆年仍是
少雨少陽光，零售價更可能上升至 「天價」20至30
元。

市民減少買菜
記者昨到北角春秧街街市了解，菜販胡小姐表

示，近半月蔬菜漲價30%，菜心、芥蘭售價近日每
周加價3至4元，客量雖然不減，但他們買的數量由
以往一斤改為半斤，生意大受影響，收入比以前少
20%。另一菜販陳小姐稱，菜價貴是很自然的事，
直至農曆年菜價也不會有大回落，因為人民幣匯率
高，批發價一定貴。

香港菜貴全因內地多個省市持續出現寒冷雨雪
等惡劣天氣，中國商務部市場運行和消費促進司有
關負責人接受本報訪問時說，該部已採取一系列措
施保障市場供應。

在分析菜價上漲原因時，該負責人表示，一是
入冬以來全國大部分地區持續低溫，北方大棚菜和
南方反季節菜生長速度減緩，上市量減少；二是近
日部分地區遭遇雨雪冰凍天氣，蔬菜運輸時間延長
，部分易凍蔬菜損耗加大，運銷成本增加；三是進
入節日消費旺季，蔬菜市場需求增加。

要求確保供港
該負責人說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商務部已下發

多個通知，部署一系列保障市場供應的措施，
包括：

一、是加強產銷銜接，組織北方蔬菜主銷區大
型連鎖企業、批發市場等與海南、廣西、雲南等南
方冬季蔬菜主要產區加強對接，擴大採購數量，加
大市場投放。擴大各地郊區蔬菜進城直供直銷。

二、是加強信息引導，充分發揮商務部市場監
測等系統作用，加強對主要蔬菜品種價格、銷量監
測，及時發布各地蔬菜市場供需和價格變化情況，
引導蔬菜生產和市場流向。

三、是組織儲備投放，已安排部署暴雪受災地
區及時投放儲備蔬菜，安排價格上漲較快的地區於
春節前組織投放一批儲備蔬菜貨源，保障節日市場
供應。

四、是會同相關部門加快落實國家已出台的降
低農產品流通成本的政策措施，如加快落實免徵蔬
菜等鮮活農產品增值稅政策等。

五、是引導蔬菜價格漲幅較大地區的農產品流
通骨幹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設立平價專櫃，設立儲
備投放點，加大速生豆芽菜等消費替代品種供應。

過年勢捱貴菜
受低溫雨雪惡劣天氣影響

導致蔬菜失收及運輸困難，供
求失衡下，國家農業部監測顯
示，全國蔬菜的價格已連續第
10周上漲，內地供港菜量相比
兩個月前也減少了15%，批發

價上升43%，其中，市民最常食用的菜
心和芥蘭更漲價60%以上，零售價每斤
升至18至20元。國家商務部回覆本報查
詢時強調，有關方面已採取5項措施確
保市場供應，但香港蔬菜統營處則預計
，農曆年前後香港的菜價至少再升5%。

本報記者 李盛芝 林丹媛 賈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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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供港年菜料增逾兩成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十一日電】廣東是供港

蔬菜大省，臨近農曆年，有供港蔬菜基地已 「未雨
綢繆」，提前三個月預備 「年貨」，增加供港蔬菜
數量。廣東檢驗檢疫局官員今天表示，制定措施，
確保即將來臨的 「蛇年」農曆年期間供港蔬菜足量
安全，預計今年農曆年期間供港蔬菜比去年同期增
加逾20%。

港商投資的勇記農業開發（惠州）有限公司，
是其中一個供港蔬菜生產基地，佔地1800畝，每日
供港蔬菜20噸。公司董事長王錦海表示： 「臨近農
曆年，香港市場對蔬菜需求量將增加，農曆年期間
每日將增加兩車，輸港蔬菜增至40噸，比平時多一
倍。」

他解釋近期香港菜價貴與供求有直接關係。去
年10月下旬連續下雨十多日，再加上天氣陰冷，日
照少，蔬菜生長自然較慢。去年10月，每日供港蔬
菜30噸，但今年僅15噸，減少一半。所謂 「物以罕
為貴」，菜量減少，售價自然上升。

講意頭 要食菜
他表示每逢農曆年，香港對蔬菜需求明顯增加

。中國人社會講意頭，寓意 「發財」的生菜、 「勤
力」的芹菜、 「聰明」的等特別受歡迎。早在三
個月前，他已手準備農曆年 「年貨」，以滿足市
場需求。臨近農曆年，他會將輸港量增至40噸。王
錦海補充： 「為應對寒冷天氣，在政府支持下，去
年增購大棚100畝。目前， 『年貨』正在大棚種植

，生長理想，可望於農曆年輸港應市。」
檢驗檢疫局官員表示，廣東是供港蔬菜大省，

廣東供港蔬菜佔內地供港蔬菜90%之多，其中廣東
局佔50%。農曆年正值冬季，受低溫天氣影響，粵
北韶關供港蔬菜將受影響。不過，鄰近海南的湛江
徐聞縣，天氣暖，是種植的旺季，每天供港蔬菜
400噸，起到補充作用。此外，已在海南、湖南、
雲南等地16省建立供港備案蔬菜基地逾百個，種植
蔬菜面積逾20萬畝。目前，廣東局供港蔬菜300多
個品種，每日供港蔬菜180車，1500噸。2012年，
廣東局供港蔬菜逾50萬噸，比上年增加逾30%。

【本報記者張曉陽、吳軍暉海口十一
日電】近期南方出現大範圍雨雪冰凍天氣
，瓜菜價格 「漲聲四起」。處於溫暖地區
的海南，冬季瓜菜開始放量上市，截至1
月7日，已連續多日出島量突破1萬噸。據
悉，目前海南瓜菜運往香港每周平均到貨
量12車（約210噸），貨源充足。

海南省農業廳統計顯示，海南今冬瓜
菜種植面積為300萬畝，產量預計465萬噸
。三亞、樂東、陵水等地開始進入採收高
峰期，萬寧、瓊海、文昌等地也有少量瓜
菜上市。

位於澄邁縣的惠民農產品公司通過與
東莞企業合作的方式向港澳輸送農產品，
公司負責人表示，供港蔬菜基地備案面積
1500畝，常年種植品種以豆角、辣椒、毛
節瓜、青瓜、紅茄、苦瓜、絲瓜、菜心為
主，年產蔬菜近5000噸。擁有果菜產銷合
作社、出口蔬菜加工基地、農產品檢驗中
心，每天對配送的蔬菜進行二次檢測，保
證銷售、配送蔬菜符合無公害、可溯源要
求。

據悉，銷往香港的海南瓜果蔬菜，主
要經深圳南山供港蔬菜基地運送。海南駐
深圳辦事處門主任今日向記者表示，目前
海南瓜菜運往香港每周平均到貨量12車（
約210噸），運往上水、元朗、九龍，品
種主要有椒類、豆類、瓜類三大品種，貨
源充足。

海南瓜菜貨源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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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港資蔬菜供應商表示，農曆年會將每日輸
港蔬菜數量增多一倍至40噸 資料圖片

◀▲有菜販表示，受價格勁升
，市民都減少買菜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海南位處溫暖地帶，現時正值冬季
瓜菜採收高峰期，每周平均輸港量約
210噸 資料圖片

▲有菜販指，天冷菜價貴是很自然的事，預測
農曆年菜價也不會有大回落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