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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天在出席議員贊成票未能過半數的情

況下，政府提出的臨時撥款決議案破天荒不獲通

過。反對派議員把臨時撥款當作政治表態工具，

使維持政府運作而沒有政治性的這一議案不獲通

過，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不僅對議員的政治倫

理形成嚴重衝擊，也意味 立法會一些理所當然

的規矩受到破壞。政府不僅要研究下一步如何確

保為市民提供的服務能順利繼續，而且要因應立

法會出現的變化，認真評估政府議案面臨的挑

戰。

臨時撥款決議案所申請的602億元臨時撥款，

是為了應付在4月1日之後、預算案獲得立法會通

過之前，政府維持各項服務所需開支。臨時撥款

決議案是行之有效的機制，讓政府可為市民服

務。如果立法會不通過該議案，政府機構就會因

無錢運轉而陷入停頓。臨時撥款決議案不獲通

過，香港立法機關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

情。選民用選票把議員送入立法會，議員豈可壞

了規矩，否決關係到各項民生服務的臨時撥款？

反對派議員如此為反對而反對而走入極端，不僅

是「玩大 、玩過龍」，而且是極不負責任的行

為，需要負上政治責任。

由於昨天出席議員有36人，撥款議案獲17票贊

成，14票棄權及0票反對，4名議員未有投票。由

於贊成票未能過半數，決議案最終被否決。其

中，民建聯等建制派投贊成票，而民主黨及公民

黨則投棄權票，未投票者包括李卓人、梁耀忠、

馮檢基及張國柱。反對派議員借身兼人大政協身

份的議員出席「兩會」的機會，投棄權票令臨時

撥款決議案不獲通過，這種「偷襲」行為並非光

明正大。議員作為民意代表，不論政治觀點和立

場有何不同，都應遵守最起碼的政治倫理，都不

能背棄所有選民的利益，突破了這樣底線，難免

引起眾怒。昨天，許多市民就致電電台，對反對

派議員投棄權票令臨時撥款不獲通過表示不滿和

憤怒。有市民質疑，如果只有建制派議員才能維

護市民利益，那麼其他議員還有什麼用？

立法會破天荒出現臨時撥款決議案不獲通過的

事件，亦反映議會的政治生態惡化。政府要因應

立法會出現的這種變化，對立法會一些理所當然

的規矩可能受到破壞切勿掉以輕心，而應有清醒

評估，以免再重蹈覆轍。 (相關新聞刊A2版)

日本首相菅直人昨日任命副外相松本剛明

出任外相，接替因獻金醜聞下台的前原誠

司。前原在任時，通過惡化中日、中俄關

係，來樹立其強硬形象和親美路線，造成惡

劣影響。如今日本應借更換外相契機，及時

調整外交政策，尤其需要修補對華關係，切

勿重蹈以損害中日關係為代價來強化日美同

盟的覆轍，這既影響日本經濟復甦步伐，也

損害地區的和平穩定。

日本一度形成多元化外交格局，一是以日

美同盟關係為主軸，二是與中國等近鄰國家

建立穩定關係，三是在日美中俄關係中尋找

平衡。但是，去年10月前原出任外相以來，

日本多元化外交重心迅速向美國傾斜，前原

極力主張加強日美安保同盟，與此同時卻向

中國擺出強硬姿態。釣魚台撞船事件、稀土

問題國際化都是前原在背後操作。即使在訪

問中國時，前原也不忘提出「中國威脅論」。

前原刻意製造中日關係交惡，意圖藉此換取

美國的好感，達到聯美制華之目的。

日本強化日美關係有其需要，但不應為了

鞏固日美關係而犧牲中日關係，日本同時與

中美兩國維持良好外交關係並不矛盾。因

此，日本更換新任外相，要及時修訂對華政

策不友好的一面，保持中日、日美的關係平

衡發展。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解決領土爭議、合作

開發資源都需要良好的外交氣氛才能進行。

近年日本經濟復甦緩慢，政權頻繁更迭，社

會人心渙散。日本的輿論已哀嘆：「國家怎

麼辦？國民怎麼活？」而中國經濟高速增

長，正是日本走出經濟低谷的一大機遇，與

中國交惡，只會令日本的經濟雪上加霜。日

本在小泉純一郎擔任首相期間，中日關係一

度陷入僵局，導致政冷經熱的局面，最終也

影響經濟文化等領域交流。其後的日本政府

意識到中日交惡的嚴重性，經過多屆政府與

中方的努力，才令中日關係逐步回暖。如今

的日本政府必須清醒地看到中日關係友好的

重要性，認真吸取小泉、前原採取對華強硬

政策的教訓，從大局出發，理性克制地化解

紛爭，改善中日關係。 (相關新聞刊A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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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否決臨時撥款犯眾怒 借換外相契機 改善中日關係

食材均升2% 葵青窮人買貴
工聯會18區通脹格價 灣仔街市最貴兩 一湯88元

北上擇業大學生 願赴京滬懼渝魯

18區「兩 一湯」菜價比較
地區 街市 本月1日 1月至3月

價格(元) 變動(%)

灣仔 灣仔街市 88 -1.12

葵青 青衣街市 87 0

離島 逸東 街市 84.5 +3.68

北區 石湖墟街市 83 +1.22

南區 香港仔街市 82.5 -2.37

九龍城 九龍城街市 82.5 +2.48

沙田 正街街市 81.5 +7.24

大埔 大埔墟街市 81 +1.25

中西 士美菲路街市 80.5 0

屯門 新墟街市 80 +5.96

油尖旺 花園街街市 79 +1.28

西貢 厚德 街市 79 +1.28

黃大仙 牛池灣街市 78 +6.85

元朗 同益街市 76 +0.66

觀塘 瑞和街街市 76 +0.66

荃灣 楊屋道街市 75 +1.35

深水 北河街街市 72.5 +4.32

東區 渣華道街市 71.5 -0.69

平均 79.9 +1.91

註：

「兩 一湯」菜式：

菜心炒牛肉（菜心1斤、牛肉6 ）

梅菜蒸鯇魚（鯇魚12 、梅菜2 ）

湯：番茄薯仔瘦肉湯

（番茄半斤、薯仔半斤、瘦肉半斤）

資料來源：工聯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靜雯

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為監察香港
18區的通脹情況，首次推出全港

性「兩 一湯」價格指數，為市民提供
食品格價變動的最新趨勢，選取7種最
貼近市民生活的日常食材，製作「兩
一湯」菜式，包括梅菜蒸鯇魚、菜心炒
牛肉及番茄薯仔瘦肉湯，再按照3至4人
家庭的份量製作價格參考指標。調查發
現，由今年1月至今，全港18區街市食
材價格持續攀升，製作該「兩 一湯」
的7種食材，價格升幅由0.7至7.2%不
等，平均升幅約2%，本月在街市購買
有關食材平均花費79.9元。

渣華道街市菜價最平
指數也顯示，全港18區中，以灣仔街

市的食材價格最高，該區購買「兩 一
湯」需花費88元，其次則為葵青區青衣街
市花費87元，離島區逸東 街市亦花費
84.5元。而買 最便宜的則為東區的渣
華道，只需71.5元就可購得兩 一湯。

促食署街市減租降成本
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副主任麥美娟

表示，倘若將 菜價格與當區家庭住戶

入息中位數比較，發現入息中位數較高
的灣仔區，以及入息中位數偏低的葵青
區，兩者入息中位數相差近2倍，但買
「兩 一湯」只相差1元，反映部分地區
出現「窮人買貴 」、「越窮越見鬼」
的荒謬現象。她估計，部分地區食材價
格偏高，與街市租金不斷上升有關，租
戶把成本轉嫁消費者，建議港府調低食
環署街市的租金水平，並引入更多不同
範疇的食品予市民選擇。

為慳錢每周跨區買
居於青衣的劉太表示，物價高企，平

日會跨區到荃灣楊屋道街市買 ，或於
街市快將關門的時候購買，每次可節省
約2至3元。她又說，為了慳得更多，每
星期只到街市「入貨」一次，每次大量
購買，省得更多。
「兩 一湯」指數將於每月進行一次

調查，覆蓋全港18區，向抽樣的街市及
攤檔，收集指定7種食材的售價資料。
工聯會將定期公布有關指數，並每季在
《工聯雙月刊》刊登，同時介紹對抗通
脹的飲食指南，如配搭價錢相宜而營養
豐富的食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譚靜雯) 香港通脹持續升溫，衣食住行樣樣

加。工聯會推出全新「兩 一湯」價格指數，監察各區街市食材價

格，發現全港18區街市，由今年1月至今，食品價格持續攀升(見

表)，以菜心、牛肉、鯇魚及瘦肉等7種食材製成的「兩 一湯」，價

格平均升2%。其中，在灣仔街市購買「兩 一湯」食材花費88元，

成為全港「買 」最貴地區，其次是葵青區及離島區。工聯會指

出，葵青區家庭入息中位數為1.46萬元，屬偏低水平，惟食材價格

高企，顯示部分地區存有「窮人買貴 」的荒謬現象。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文森)私樓樓價飆
升，基層生活百上
加斤。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張建宗承
認，目前綜援計劃
下的租金津貼，只
夠半數居於私樓的
綜援戶支付租金。
隨 全港租金指數
上揚，租金津貼最
高金額的下調空間
於過去數年已逐步
收窄，當局將繼續留意情況，當指數移動平均數值持續上升，港府
最快今年下半年按既定機制調整租金津貼最高金額。

私樓租金指數按年調整
張建宗昨日在立法會回應議員查詢時表示，綜援受助家庭可獲發

租金津貼，以支付住屋開支。津貼金額相等於住戶實際支付的租
金，或者按綜援家庭成員人數釐訂最高金額，以較低者為準。租金
津貼最高金額每年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中私人房屋租金指數調整，
最近一次調整是2003年6月，其後雖然租金指數反覆向下調整，
2005年更一度錄得17.3%跌幅，但當局一直把金額凍結。

半數租津未抵住屋開支
隨 樓市再趨活躍，租金指數逐步上升，去年底指數已回復至

2003年水平。張建宗表示，截至今年1月，租金津貼最高金額足以
支付86%居於公屋及私樓的綜援住戶實際租金；惟單是居於私樓的
綜援戶當中，約半數家庭的租金津貼未能抵銷住屋開支。
他續稱，社署署長可行使酌情權批准居於私樓並正在輪候體恤安

置或受資助安老院舍的綜援住戶，發放超過最高金額的租金津貼，
以繳付實際租金。同時，當局會繼續留意情況，若租金指數升勢持
續，港府最快今年下半年按既定機制調整租金津貼最高金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郝君兒）應屆大學畢業生下周六（19日）將有一
個求職的黃金機會。香港青年聯會下周將舉行招工日，逾80家香港及內地
企業提供超過1,700份「筍工」，青聯透露今年僱主反應踴躍，因應求職市
場暢旺，各職位平均月薪達1.23萬元，按年急升29%，最高薪工作月薪更
接近3萬元。不過，青聯指香港大學生北上工作很「揀擇」，上海、北京較
「搶手」，重慶、山東就嫌辛苦，提醒港生北望神州是求職趨勢，如不能
「豁出去」，將削弱求職競爭力。

柴灣招聘日 提供1700職
青聯聯同民政事務局、中聯辦及多家機構於下周六（19日）在柴灣青年

廣場舉辦招工日，屆時將有80多間、大部分屬上市公司的香港及內地機
構，提供約1,700個職位作即場面試，協助大學生投身職場，招工行業包
括資訊科技、地產、財務策劃、公共關係及設計印刷等。大會要求大學
生先上網登記，登記後求職者有機會贏得iPad，或與新世界集團主席鄭裕
彤長孫鄭志剛共晉午餐，分享社會經驗等。

均薪1.23萬 較去年升3成
負責招工日的青聯司庫彭芷君表示，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後首辦招工

日，其時「人情牌」盡出也只有600多個職位，隨 經濟好轉，企業渴求
人才，今年職位增至約1,700個，按年急升1倍。她表示，今年各職位月薪
介乎7,000至近3萬元，平均薪酬達1.23萬元，較去年的9,500元升29%，相
信薪酬調升主要與香港經濟好轉及就業市場蓬勃有關，其中最高薪的工
作屬金融業，有關企業招請見習經理，計及底薪及佣金月薪近3萬元。

若不「豁出去」競爭力日減
內地近年愈來愈多就業黃金機會，但彭芷君坦言，不少香港大學生對

北上工作很「揀擇」，除非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否則都怕辛苦興趣不
大，縱是急速發展的山東、重慶等二線城市，港生也不願前往，為此今

年招工日提供的內地職位按年減少20%。彭芷君直指，到內地工作已是大
勢所趨，提醒香港大學生現今海外名牌大學畢業生也紛紛北上，獲得的
經驗十分寶貴，而且現時內地大學生積極、主動、競爭力強，港生如不
「豁出去」，遲早會失去競爭優勢。

去年成功在招工日覓得理想工作的張方青，原為上海外國語大學法律
系學生，其後轉到香港讀書，她現時在駿豪集團擔任副主席助理，認為
自己求職時優勝之處在於外語能力較佳。張方青提醒求職者，不妨請有
經驗的長輩協助整理履歷表，由於招工日設有即場面試，穿 整齊可令
僱主留下良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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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調查全港
18區通脹，灣仔街
市買 最貴，「兩

一湯」的食材平
均88元。資料圖片

工 聯 會 推 出
「兩 一湯」價格
指數，監察香港
街市食材價格，
今年1月至今平均
升幅2%。

工聯會提供圖片

▲

■青聯下周六將舉辦招工日，即場提供約1,700個職位，協助大學畢業
生投身職場。右二為彭芷君、右為張方青。 香港文匯報記者郝君兒 攝

■私樓租金不斷上漲，令租住私樓的綜援
人士難以負擔。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