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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5月2日

5月14日至
5月18日

5月17日

5月17日

內容
．元朗十八鄉花炮會景巡遊，30支來自
各鄉鎮的花炮隊伍參與

．西貢大廟灣漁船巡遊往西貢天后廟
．香港文化博物館逢周六下午會有免費
的粵劇導覽遊，供遊客參加

．5月17日飄色會景巡遊及搶包山比賽
．本月28日起，連續四個星期日有平安
包製作班，每位收費30元，只供旅客
參加

．5月11日至17日寶蓮寺有公眾浴佛儀式
．5月11日至17日寶蓮寺外有文化綜藝表
演，包括少林功夫、變臉及雜耍等

．5月11日至15日寶蓮寺有佛經講座
．筲箕灣譚公廟外有舞龍舞獅巡遊等慶
典活動

．5月14日至16日晚上在筲箕灣譚公廟有
粵劇表演

【本報訊】記者李兆德、林丹媛報道：食材價格升幅放
緩，以普羅大眾為顧客目標的快餐店市場，餐價呈現兩極化
。連鎖快餐店美心快餐新推的晚市套餐，每份售價衝破60元
大關，貴得令人咋舌；一向主打漢堡包的連銷快餐麥當勞，
就以每份只需28元的 「碟頭飯」，搶攻晚餐市場，但有顧客
投訴份量好似茶餐，跟宣傳海報相差甚遠。

麥當勞每份售價28元的兩款麥趣飯，昨日起於晚市推出
，本報記者昨日於魚涌的麥當勞店實地採訪，發現每個餐
飯份量較適合胃口較小人士，在半小時內，約有10人購買，
多數是老人家。84歲的曾婆婆買了牛肉麥趣飯，她稱酒樓的
叉燒飯外賣，一盒也要近40元，相比較下，28元一盒飯較便
宜，所以購買。年約80歲的譚先生，昨晚飯後經過麥當勞外
，被新推碟頭飯的宣傳吸引，駐足觀看良久。他稱每星期光
顧麥當勞三、四次，主要買漢堡包和雪糕，每次消費不過20
元，麥趣飯售價雖不算特別便宜，但與街市有售一盒26元的
豆腐火腩飯比較，不是貴很多，所以考慮稍後會購買。

不過，有年輕顧客受宣傳海報吸引，買了麥趣飯，一打
開卻發現只有茶餐份量，對麥記 「貨不對辦」頗有怨言。

就在麥當勞對面，主打街坊生意的和谷茶餐廳，現時晚
餐售價為32元，面對麥當勞每份售價才28元的碟頭飯餐，負
責人黃小姐表示，茶餐廳的客源不同，她不擔心會被搶走生
意，暫不考慮晚餐減價。

麥當勞以每份28元搶攻晚市之際，美心快餐自上周四推
出的 「潮打冷」套餐，滷水鵝拼盤套餐每份售價高達62元，
打冷滷水鵝拼大腸等選擇的套餐每份售59元，腩肉拼大腸等
套餐每份售48元。在魚涌的美心快餐外，市民吳小姐稱，
曾光顧該店的潮州大眼雞套餐，覺得50多元的售價太貴。市
民吳先生入店內看了一會，最後放棄離開，他說店內各類食
品的售價都較貴，寧願改往茶餐廳選較便宜的晚餐。市民陳
先生說，大牌檔打冷的價錢一般都較貴，但快餐店套餐
售價要五、六十元，略嫌偏貴，可能會試食一、兩次，不
會常吃。

美心快餐發言人稱， 「潮打冷」系列是新個別推廣，創
新於快餐店推出滷水鵝等產品，套餐包括一款小菜、湯、飯
或粥及茗茶，售價由45元
起，並因應不同的小菜配
搭有個別的推廣價。

▲有顧客不滿麥當勞盒飯
與宣傳海報相差甚遠

▲

麥當勞盒飯宣傳海報的
賣相很吸引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本報訊】政府早前拋出3個過海隧道分
流方案作公眾諮詢。昨日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
議上，多個運輸團體均傾向方案3，即主要向
使用紅隧的私家車大幅加價，認為方案對商業
用車的影響最少。但亦有團體認為，劃一收費
對分流車輛才有效。但政府直言不可行，認為
劃一收費會令過海隧道收費大幅減價，反而會
增加車流。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政府提出
的3個 「紅加東減」方案，運輸及房屋局副局
長邱誠武表示，任何的收費調整都會引起社會
強烈反應，但根據過往經驗，調整收費可將車
輛分流。他指，紅隧現時每天有逾10小時都是
繁忙時間，政府希望透過方案，將紅隧現時的
「車龍」縮短約30%至40%。他透露，政府曾

考慮調整西隧收費，但認為西隧已超出其可負
荷容量，如果再透過調整收費吸引車輛使用西
隧，會對中環造成更大擠塞，他希望在2017年
中環繞道落成後才處理西隧的交通負荷問題。

昨日在會上，多個運輸團體均表明支持第
3個方案，即東隧私家車減5元，貨車收費減
40%，紅隧私家車加10元，而公共交通車輛收
費不變，支持此方案的團體認為，方案對商業
用車影響最少，對私家車亦有誘因使用東隧。
但運輸物流學會前會長梁剛銳則支持第1個方
案，即東隧的私家車減5元，其他車輛就減
26%至50%，而紅隧的私家車則加5元，其他車
輛加40%至超過2倍不等，認為方案成效最大
，他並建議所有隧道向專利巴士只收取象徵式
5元隧道收費，他指根據計算，全港專利巴士
會因此可全年省回4.7億元，而省回的金錢可
用於減低巴士加幅。

此外，會上亦有人質疑政府的3個方案只
是 「紙上談兵」，認為駕駛者仍會選用位處市
中心的紅隧，又指有方案建議大幅增加貨車的
隧道收費會增加業界經營成本，鼓勵司機使用
路程較遠的隧道亦不環保。

落馬洲中港貨運聯會主席蔣志偉則認為，
如要達成3條隧道分流的目的，唯一方法就是
將3條隧道劃一收費，又指如政府為了將3條隧
道劃一收費，而增加貨車隧道費，相信業界不
會反對。但邱誠武直言，劃一收費方案並不可
行，他指，如要將3隧道劃一收費，屆時3隧道
的收費會訂在一個較低水平，擔心反而變相減
價，吸引更多人使用過海隧道，反令車流增加。

【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本港傳統旅遊點一
直面對旅客飽和問題，旅遊發展局將下月的四大節慶
，包括天后誕、長洲太平清醮、佛誕及譚公誕打造而
成的 「傳統文化匯」優化，今年將加強自助遊，鼓勵
旅客前往特色景點，如本港各大寺廟，令旅客不再集
中於傳統旅遊熱點，更安排免費電車及渡輪接載旅客
。今年的 「傳統文化匯」亦新增不同工作坊，如讓旅
客親手製造平安包，加強旅客參與度。

「傳統文化匯」已推行多年，今年 「傳統文化匯
」將延長活動時間，延伸至整個5月，旅發局節目及
旅遊產品拓展總經理洪忠興昨日表示，每年 「傳統文
化匯」中的四大節慶，包括天后誕、長洲太平清醮，
佛誕及譚公誕均有傳統慶祝活動，如天后誕的花炮會

景巡遊和漁船巡遊；長洲太平清醮的飄色會景巡遊及
搶包山；佛誕的寶蓮禪寺浴佛節，位於筲箕灣的譚公
廟外亦有一連串譚公誕的慶祝活動。

旅客可參加平安包製作班
洪忠興續指，本年除原有慶祝活動外，為加強旅

客參與度，旅發局特地舉辦不同的工作坊和導賞團，
如在本月28日，一連四個星期日舉辦的平安包製作班
，每位收費30元。另有工作坊 「中國茗茶清賞」，志
蓮淨苑和南蓮園池新增的英語和普通話導賞團和粵劇
導賞團等，加深旅客對不同節慶內容的認識。

「自助遊」亦是今年 「傳統文化匯」新加入的元
素，旅發局將在明天起在不同地點，包括機場及酒店
等，派發 「香港傳統文化匯」活動指南，內有多條特
色自助遊的建議路線，如電車自助遊，遊客可跟隨指

南中的建議，乘搭電車往不同寺廟，包括上環文武廟
、灣仔洪聖古廟、銅鑼灣天后廟及大坑蓮花宮等。而
多個電車站上均有 「傳統文化匯」的橫額，以提示乘
客下車。

增多條特色自助遊路線
另一建議自助遊路線是長洲自助遊，遊客可在長

洲乘搭街渡往西灣，參觀張保仔洞、北帝廟及小長城
等景點。洪忠興指，該些自助遊的地點均可輕易前往
，且位處非傳統旅遊熱點，有效將旅客分流。

今年旅發局在特定日子亦有安排免費電車及渡輪
服務。在長洲太平清醮當天（5月17日），旅客可搭
乘免費渡輪往返長洲和中環及九龍，免費的電車服務
則在5月2日及5月17日提供，電車將由銅鑼灣出發，
再直接駛往筲箕灣。

【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啟德郵輪碼頭大樓
仍在趕工興建中，旅遊事務署表示，大樓會如期在本
年6月1日連同首個泊位移交碼頭營運商WCT，預計
移交時或有部分小規模工程仍在進行，但不會影響在
6月12日正式迎接第一艘郵輪。署方又指，預計碼頭
的園景平台會在今年第三季開放，而商場設施則預期
在年底開放。

昨日的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上，旅遊事務
專員容偉雄交代啟德郵輪碼頭進展時表示，6月12日
碼頭將會正式迎接第一艘郵輪，其後的7月和8月是風
季，因此不會有郵輪停泊，而在本年10月至明年4月
，將有18艘郵輪停泊，停泊日數為34天，至於在
2014/15年度，暫時已知有19隻船次使用。

容偉雄並透露，碼頭現已進入最後準備階段，將

在下月安裝登船橋，雖然仍有部分工程，包括大樓前
兩端頂部用作裝飾的牆身組件未能及時完成，但會如
期在6月1日將大樓移交碼頭營運商，他預計碼頭的園
景平台會在今年第三季開放，而營運商正就商場設施
招標中，預期年底開放。他又指，郵輪碼頭已預留位
置裝設岸電設施，減少郵輪停泊時的廢氣排放，環境
局會於年底開展岸電技術的可行性研究，完成後會向
立法會申請撥款。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的議員
昨日在容偉雄及建築署的代表陪同下，視察了碼頭大
樓的外形設計及聽取簡介，途中參觀了行李區、園景
平台、乘客登船輪候大堂（南面）和出入境大堂，以
及客運連接廊。委員會主席林健鋒表示，郵輪碼頭各
項設施已大致妥善，並認為大樓天台的綠化園景平台
將可為市民提供新的休憩地方。

本港通脹率經歷農曆新年高位後，上月微跌至
3.6%，增幅較1、2月的平均升幅放緩，與去年3月份
錄得的4.9%及2011年的4.4%比較，升幅創三年新低。
剔除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影響的基本通脹率，上月份
錄得按年升幅3.7%，較今年度首兩月平均升幅3.8%下
跌0.1個百分點，政府發言人表示，上月按年升幅下
跌，與新鮮蔬菜價格大幅下降9.4%有關。

「一蚊雞」 掀惡性循環
在各類消費項目中，住屋類別包括租金等的升幅

最大，上月份較去年同期升5.2%，電力、燃氣及水升
5.1%，外出用膳價格升4.4%，不包括外出用膳的食品
價格升2.6%。耐用物品包括傢具、鐘表等的價格，則
較去年同期下跌4.3%。其中，外出用膳與不包括外出
用膳的食品價格升幅，均創三年同期新低，去年與前
年的3月，外出用膳價格分別錄得5.9%與4.6%的升幅
，不包括外出用膳的食品價格則分別錄得9.4%及8.0%
的升幅。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內地來港食
品價格升幅放緩，以肉類及蔬菜的來貨價最平穩，雖
可令業界在食材成本上得以控制，沒有出現大幅加價
。但受累於外圍經濟不明朗因素下，港人外出用膳也
「計住就住」，人均消費下跌5%，離臨界點的8%差

距愈來愈窄，加上有飲食集團推出 「跳樓價」搶客，
例如 「一蚊雞」，小型食肆根本 「不是對手」，形成

惡性循環。雖然食肆承受租金高企及成本上漲，但為
了 「搶客」，預期今年食肆加幅5%至8%，比去年的
10%低，以免 「趕客」，變成 「雙失」。

食品價格升幅放緩，住屋類別升幅亦由去年的
7.9%跌至今年的5.2%，但不代表升幅已達 「浪尖」，
市民嘗完 「甜頭」後，通脹虎於下半年伺機待發。經
濟學者關焯照坦言，上月各物價指數升幅較同期低，
主要是內地第一季物價放緩，上月恒生指數出現明顯
下挫，加上政府針對樓市推出辣招，令樓市看似淡靜
，各種因素使通脹率稍微下跌。

料下半年通脹升幅大
關焯照預計，下半年通脹率升幅將重回4%至

4.5%。他解釋，人民幣升幅強勁，加上相信政府 「辣
招」未能繼續 「辣到」地產市道，租金會繼續上升，
刺激通脹率的升幅。至於5月1日最低工資由28元調升
至30元，他認為對通脹不會有明顯影響， 「因為這次
加幅只有2元，比起第一次有員工由18元跳升至28元
的力度不同，加上現時很多員工的時薪已超過這數，
所以最多只是0.1%的影響。」

政府發言人表示，鑑於進口貨品價格升幅緩和，
以及本地經濟以低於趨勢的步伐增長，通脹壓力在短
期內應大致維持受控，但當局對通脹的上行風險仍會
保持警覺，包括私人房屋租金在過去一年來上升的影
響將逐漸浮現。

本港上月份通脹升幅稍為回落，統計
處昨日公布，3月份通脹率為3.6%，較1、
2月份合併通脹率3.7%微跌0.1個百分點，
主因是新鮮蔬菜價格大幅下降有關。而市
民外出用膳開支升幅更創三年同期新低，
而食肆人均消費也減少5%，餐飲業的淡風
已引起業界的憂慮。

本報記者 林丹媛

▲ 吳小姐認為
美心的打冷套
餐價錢太貴

▲

陳先生坦言
打冷套餐訂價
偏高，只會試
食一兩次

本報記者
林少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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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業團體支持紅隧大幅度加價，減少塞車情況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的議員昨在容偉雄
及建築署的代表陪同下視察郵輪碼頭大樓

▲ 傳統文
化匯包括
譚公誕巡
遊活動，
圖為筲箕
灣譚公廟

麥記盒飯似足茶餐
美心打冷食客嗌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