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生活指數星洲貴過香江
港元疲弱相對消費低 或吸引跨國公司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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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昨日表示，當局在處理違規

僭建物問題時絕對不會考慮「特赦」，否則只會違反

法治精神；而有建議提出可否透過補地價從而豁免

已僭建的建築物，林鄭月娥亦指建議不可行亦不合

理。事實上，僭建屬於違法行為，處理僭建應依法

辦事，輕言「特赦」不僅有違法治精神，對其他守

法業主亦不公平，而且會助長僭建之風，令僭建問

題更加嚴重。也要看到，樓宇的僭建問題不僅牽扯

面廣，而且情況各有不同，當局應循序漸進區別處

理，對於有即時危險的立即清拆，程度較輕的可採

取「釘契」、罰款等方式促使業主自行拆除，至於無

關安全的小型僭建物可考慮給予適度豁免，減輕對

社會影響。

據當局估計，目前全港的僭建物多達40萬個，相

信未被發現的應遠高於此數，特別是在舊區唐樓，

僭建物更是舉目皆是。本港租金高昂，不少基層市

民唯有蝸居在「騎樓房」、「閣仔」等僭建地方，有

的則在單位上加裝一些生活設施，如冷氣機架、晾

衣架等方便生活。由於屋宇署人員長期人手不足，

難以巡查 河沙數般的僭建物，只有在接到投訴後

才作跟進，影響了清拆效率。此外，《建築物條例》

存在不少灰色地帶，導致僭建問題愈演愈烈，終於

演變成席捲全港的僭建風暴。

必須指出，僭建物雖然已到了舉目皆是的地步，

但卻不能因此「法不責眾」，甚至以「特赦」或賠償

等方式解決，這不啻是將僭建行為合法化，後果更

加嚴重。當局強調不會「特赦」，表達了依法辦事的

決心。當然，僭建問題非一朝一夕形成，不同僭建

物在性質及程度上也有巨大差別，要一刀切解決並

不可行，只會引發巨大爭議，令措施落實更為困

難。

較務實的做法，是將全港的僭建物分門別類處

理，先由屋宇署有系統地調查整理全港的僭建物，

根據危險程度分類。對於有結構危險的僭建物，屋

宇署應立即向業主發出清拆令及限期，如逾期未拆

應由屋宇署強行拆除，對於這一類僭建物當局必須

雷厲風行，並嚴肅懲治違法業主。對於一些不影響

樓宇結構，沒有即時危險的僭建物，最好的辦法是

要求業主自行清拆，當局可研究要求業主轉讓物業

時須提交證明書，由專業工程師檢定沒有僭建物

後，才可轉售或做按揭，甚或以較重的罰款去促使

業主處理，勝過單由屋宇署人員跟進全港40多萬個

僭建物。同時，一些對安全只有輕微影響的僭建

物，當局可實事求是地予以豁免，減輕對市民生活

的影響。

(相關新聞刊A13版)

本月為最低工資實施後首個發薪高峰

期，有41年歷史的新坪石酒家在發薪日

後，突然結業，約60名員工即時失業，

並遭拖欠逾一個月工資，涉款近百萬

元。最低工資實施一個多月以來，總體

運作暢順平穩，給市場帶來的衝擊遠較

預期小，但一些處於競爭劣勢的中小企

及弱勢勞工面臨淘汰的問題將逐步浮

現。最低工資的實施平穩中有暗湧。政

府和業界切不可因為最低工資實施初期

震盪不大放鬆警惕，而須密切留意情況

的變化，盡可能給予中小企及弱勢勞工

必要的協助。

推行最低工資令勞工成本大幅上漲，

曾有不少僱主擔憂中小企無力承受，將引

發企業倒閉潮，導致大量工人失業，但實

際情況並非如此惡劣。最低工資實施有1

個多月，並無出現大規模的食肆、商舖結

業，而且僱主已發放5月份的薪金，勞資

糾紛也不見大幅上升。不過，不少中小企

本來靠低工資換取生存空間，實施最低工

資後，經營成本大漲，生存空間更加萎

縮，最終唯有退出市場，被大型的連鎖食

肆和商舖取而代之。

就業市場也有弱者被加速淘汰的趨

勢。因為實施最低工資後，基層職位工資

大幅提升，吸引更多年輕、學歷好的求職

者，僱主選擇增加，自然傾向更優質的僱

員。原來靠低薪贏得職位的弱勢人士就業

更加困難，機會更少，老弱勞工和沒有工

作經驗的青年更首當其衝。城市大學管理

學系的調查顯示，僱員普遍對實施最低工

資的看法並不積極，當中認為最低工資

「利多於弊」和「立法是適當時候」的評

分僅僅合格。僱員直接面對就業市場的轉

變，感受最為真實，調查反映了弱勢僱員

對失去工作的擔憂。

本港企業中九成是中小企，弱勢勞工

亦佔本港就業人口的相當重比例，如何

避免實施最低工資令中小企經營陷於困

難、弱勢勞工大量失業，值得政府和業

界重視。儘管目前落實最低工資的情況

尚算平穩，政府亦要高度關注對中小企

及弱勢勞工的負面影響，研究提供適當

支援的辦法。

(相關新聞刊A14版)

拆僭建依法辦事解難題循序漸進 最低工資平穩中有暗湧

議員促查大橋覆核幕後黑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嚴敏慧、謝雅

寶)  供港活豬持續減少，昨日每擔鮮
豬批發價衝破1,731元的新高，每斤
零售價則高見46元，按年升50%。有
經營逾30年的豬肉檔檔主表示，入
行以來批發價從未試過那麼貴。市
民則表示要無奈「捱貴豬」，有市民
唯有選擇轉吃其他肉類，以減低負
擔。代理商五豐行昨聲明強烈否認
操控價格，強調內地豬價5月下旬升
幅達70%，加上出欄量少、飼料昂貴
等因素，香港豬價才會上升。鮮肉
大聯盟今天會與食環署開會討論。

每日供港活豬減至4千隻
食環署資料顯示，活豬拍賣價上

月每擔平均最高為1,500多元，但本
周二衝破每擔1,700元關口，昨日更
高達1,731元，平均批發價也達1,615
元。同時活豬供應量減少，去年同
期，內地和本地豬場平均每日合共
供應4,900隻豬，上月卻只有4,300
隻，昨日更只有約4,000隻。

部分肉檔已把成本升幅反映在零
售價格上，有肉檔於周一端午節當
天，把每斤豬肉加價2元，但檔主表
示仍要虧本。亦有經營豬肉零售店
逾30年的檔主坦言，豬肉批發價從
未試過超過1,700元一擔，「從未見
過，貴都沒有辦法，五豐行(賣得)
貴，反對不了」。有市民投訴豬肉太
貴，寧願改吃雞肉等。

代理指內地豬價勁升70%
鮮肉大聯盟表示，代理行有操控

之嫌，聯盟今天會與食環署開會，
研究增加活豬供應，避免豬價繼續
上漲。聯盟理事陳志宏表示，昨日
活豬拍賣價被「搶高」，較今年農曆

新年時貴近175元，創下今年新高；每斤零售價
高見42至46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50%。

代理行之一的五豐行否認操控豬價。發言人表
示，內地豬價5月上旬按年升55%，下旬升幅則
達70%，個別地區更上升逾80%。而近月豬價急
升的原因，包括存欄出欄量少、飼料價格上升、
內地通脹等原因，強調香港豬價上升，完全是市
場因素造成。發言人重申，由3家代理行控制活
豬價格的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

食物及衛生局發言人表示，食品價格應由自由
市場釐定，政府會提高市場透明度，令市場有效
運作，近期平均活豬總供應量維持於每日約4,000
隻，內地供應量穩定。發言人亦解釋，現時香港
正處於通脹周期，鮮豬肉價格上升無可避免，政
府會繼續監察供應狀況，與業界保持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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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
府於今年3月初已宣布向全港18歲以上永久
居民派發6,000元的預算案修訂，但一直未
有公布具體派發時間。署理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局長梁鳳儀表示，當局就派錢安排與
各有關部門及機構的討論已進入最後階
段，包括考慮以按合資格人士的身份證號
碼的某一數字，或按合資格人士的出生年
份劃分組別，分階段進行登記，再通過銀
行現有網絡處理市民的登記及發放款項。
政府希望可於立法會暑假休會前取得撥

款，並隨即開展計劃，於今年第三季度開
始進行登記工作。

梁鳳儀：登記後去世亦派錢
梁鳳儀昨在立會回應議員提問時表示，

當局待確定所有細節後，希望能在立法會
暑假休會前取得撥款，並隨即開展計劃。
按照當局構思中的方案，所有在登記期內
完成登記而又確認符合資格的人士，均可
獲發款項，包括在登記後去世的人士。

目前，當局正積極與銀行商討，通過銀

行現有網絡處理市民的登記及發放款項，
這對市民來說應該較為方便，而沒有銀行
戶口的市民，當局亦正為他們設計適當的
途徑，「我們相信這些安排應已涵蓋絕大
部分合資格人士」。

她續說，身在香港境外的合資格人士，
可因應個人情況，選擇合適的途徑進行登
記和領取款項，當局並會為如神志不清或
行動不便的人士、在囚人士等合資格人士
提供特別協助。

不過，建制派和反對派議員均不滿特區

政府在處理派錢安排上的工作效率。工聯
會議員黃國健批評，當局可能最快要用7個
月才能派發有關款項，完全沒有效率：

「當局懂不懂得『效率』兩字怎寫？」民建
聯議員葉國謙亦要求政府盡快公布有關派
錢的細節，好讓市民可以知道何時可取得
有關款項。

民主黨議員甘乃威則聲言，不少傳媒已
通過消息人士透露有關派錢的具體安排，
但當局至今仍未有向立法會交代，是不尊
重立法會。梁鳳儀在回應時重申，當局在
宣布計劃後已開始籌備有關計劃，亦需要
花時間處理有關登記安排，但她未有交代
具體安排細節，亦不願證實傳媒報道的相
關內容是否屬實。

立會暑假前 望獲派錢撥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民黨被
指暗地操控港珠澳大橋環評訴訟，令香港多
達78項基建工程被延誤，香港社會各界均怒
斥是次事件的始作俑者。民建聯副主席劉江

華及工業界議員林大輝均要求，特區政府應
主動調查事件中是否涉及濫用司法程序問
題，是否有人背後操控官司、妨礙司法公正
及獲得利益。

林大輝質疑公民黨角色
林大輝昨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質疑公民黨

在是次事件中的角色。他引述有市民向他投
訴，不滿某些政黨及政客的行為和處事手
段，批評他們不想自己出面，沒有親自提出
訴訟，卻不惜利用一位目不識丁及領取綜援
的長者，即東涌居民朱綺華申請法律援助並
提出司法覆核，濫用司法程序，狙擊港珠澳

大橋的建造工程，迫使工程「落馬」，嚴重
損害香港的利益，又嘆言「寧欺（房屋及運
輸局局長）鄭汝樺，勿欺朱綺華」。

劉江華促查濫用司法程序
劉江華亦指，市民對有政客利用歪曲的言

論，甚至濫用司法程序達到政治目的反感，
要求特區政府應主動去調查事件中是否有人
濫用司法程序。

署理環境局局長潘潔表示，香港社會享有
言論自由，市民對公共政策以及事務亦一向
非常關心，並可透過不同渠道，表達意見。
而就最近的港珠澳大橋港方工程司法覆核個
案，當局留意到社會有不同的意見，包括林
大輝所說的市民意見，但「我們並沒有收到
投訴和提供具體資料要求當局作出調查跟
進，因此不會有相應的跟進行動」。

人力資源分配方案供應商ECA International根據自
行設計的生活費用指數，於今年3月調查全球400

個城市駐外僱員的生活費用開支，涵蓋膳食、衣履、
日常生活用品等消費項目，但不包括住宿、水電煤費
及學費等。調查數據顯示，日本雖然發生「311大地
震」，但對物價只產生輕微的長遠影響，而且日圓持續
強勢，駐東京僱員的生活費用開支仍然最高，「蟬聯」
全球首位，日本名古屋、橫濱及神戶則分別位列亞洲
區第2至4位。

日蟬聯全球首位開支最高
根據ECA生活費用指數，亞洲區的平均通脹率達

5.3%，香港則為5.5%，惟因港元表現疲弱，已抵銷通
脹產生的影響，令香港的生活開支減少。

與去年同期比較，駐新加坡僱員的生活費用開支，

較駐港僱員高3%。香港的全球生活費用指數排名，由
去年第33位跌至第45位，亞洲區內排第7位，新加坡則

「爬香港頭」，全球排名由去年第68位上升至第36位，
亞洲區內排第6位，屬2007年展開該調查以來首次超越
香港。

京滬排名貼港差距收窄
ECA International亞洲區域總監關禮廉昨表示，若港

元持續疲弱，將來香港於該指數的排名或會繼續下
跌；倘新加坡等亞洲地區的生活費用開支增加，對香
港來說則是好消息，因為跨國公司可能考慮把駐外僱
員轉到香港，減省給予駐外僱員的津貼。他說，北京

及上海的排名緊貼香港，兩個地區跟香港的距離正逐
步收窄。

近半顧客喜歡現金回贈
另外，調查機構尼爾森早前以電話訪問500名香港市

民，了解他們有否參加零售店的顧客獎勵計劃。結果
顯示，42%受訪者有參加超市、個人護理用品店等商
舖的顧客獎勵計劃，當中60%認為零售商提供贈品、
換領產品等購物優惠，可吸引他們繼續參加計劃，選
擇折扣、現金回贈及現金券的人數比例，分別有
58%、42%及31%。女性消費者偏向喜歡「實質」優
惠，有48%受訪者喜歡現金回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佩琪)  通脹加重普

羅市民的生活負擔，也增加跨國企業對駐外

員工的津貼開支。跨國人力資源公司最新調

查顯示，港元疲弱下，今年駐港僱員生活費

用的排名下跌，在全球及亞洲區分別排名第

45位及第7位。新加坡受強勁匯率及通脹影

響，駐當地僱員的生活費用開支，較駐港僱

員高3%，全球生活費用指數排名第36位，

亞洲區排名第6位，首次超越香港。調查機

構指出，倘其他亞洲地區的生活費用開支持

續增加，香港消費相對「便宜」，或能吸引

跨國公司將駐外基地轉移來港。

ECA生活指數排名
城市 全球 亞洲

(去年排名) (去年排名)

東京 1（1） 1（1）

奧斯陸 2（2） --

名古屋 3（4） 2（2）

斯塔萬格 4（6） --

橫濱 5（5） 3（3）

首爾 22（19） 5（5）

新加坡 36（68） 6（9）

香港 45（33） 7（6）

北京 46（55） 8（8）

上海 47（46） 9（7）

資料來源：ECA International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佩琪
■關禮廉表示，倘新加坡等亞洲地區的生活費用開支增加，對香港來
說是好消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佩琪 攝

■梁鳳儀表
示 ， 有 關

「派錢」的
安排已進入
最後階段。
香港文匯報

記 者
梁祖彝 攝

■林大輝不點名狠批公民黨，藉綜
援老人「過橋」，嚴重損害香港的利
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劉江華認為，當局應調查是否有
人濫用司法程序，阻撓大橋工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