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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車用石油
氣持續加價下，的士成本勢必轉嫁消費
者。15個市區的士商會昨日向運輸署申請
加價，建議起錶每程由現時20元加至22
元，平均加幅達10%。商會解釋，車用石
油氣過去4個月累積加價約40%，令司機每
更少賺30多元，加上汽車零件、輪胎、潤
滑油等亦輪流加價，加重經營成本。商會

強調，加幅已顧及市民的承擔能力，期望7
月落實加價。運輸署回應指，關注近月石
油氣價格急升對的士業界的影響，會與業
界商討調整收費的建議。

起錶2至9公里 每跳1.6元
代表70%市區的士車主的15個市區的士

商會代表昨聯名向運輸署遞交加價申請建

議，15個市區的士商會召集人黃保強表
示，是次建議加價，包括起錶每程加2元，
即由現時20元加至22元；之後2至9公里每
次跳錶由1.5元加至1.6元，9公里後維持每
次跳錶1元，平均加幅約10%。

黃保強指出，下月專用氣站的車用石油
氣上限價格，將會上升至每公升5.97元至
6.41元不等，令車用石油氣價格於4個月內

飆升約40%，的士業界成本大增，司機每
更賺少30多元，且汽車零件、輪胎、潤滑
油等亦相繼加價，「輪胎1個月換1個，
2010年時才500元1個，現已是700元1個。」
他續指，受去年日本地震影響，來自日本
的汽車零件亦加價30%至60%，經營壓力可
謂百上加斤，不得不申請加價。

今次市區的士商會提出的加價方案，比較

早前提出起錶加至23元的方案略為收窄，黃
保強指加幅是經與其他業界團體商討，考慮
到市民的可承擔能力，才調低加幅。

過運署交諮會行會關 冀7月落實
他指出，如獲運輸署、交諮會和行政會

議同意，希望7月可落實加價。
運輸署回應指，已收到的士業界提出的

調整收費建議，指出署方關注近來數月石
油氣價格上升對的士業界的影響，一直就
此與業界保持緊密溝通，聽取業界所面對
的困難及建議的紓緩措施，包括調整的士
收費的訴求。

市區的士申加價10％ 22元起錶

食品價格私樓租金回穩 CPI較1月微跌

2月通脹5.4%  升幅放緩

南亞裔人士兩難：學中文求職

唐樓傾斜無錢修 居民促收購重建

財案二讀 議員憂理財保守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香港2月份整體
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4.7%，較1月

份的6.1%為低；剔除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
的影響後，基本通脹率按年上升5.4%，也
較1月份的6.7%跌1.3個百分點。甲類、乙類
和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在2月份按年升幅分別

為4.2%、4.9%及4.7%；剔除一次性紓困措
施的影響後，有關項目的升幅分別為
5.5%、5.5%及5%。

煙酒價增18.3%  按年升幅最高
在各類消費項目中，煙酒價格在2月份錄

得18.3%按年升幅，是升幅最高的項目，主
要原因是當局將煙草稅上調41.5%所致。其
餘的消費項目按年升幅，分別為：住屋升
8.1%，食品（不包括外出用膳）升7.9%，
外出用膳升6%，衣履升5.4%，交通升
4.2%，雜項物品升3.8%和雜項服務升

0.5%。但電力、燃氣及水費則錄得17.4%的
跌幅，主要是政府提供電費補貼所致。

港經濟增長減慢 料通脹年內回落
政府發言人表示，由於過去兩年的農曆新

年在不同的月份出現，需要合併首兩個月數
據，以消除農曆新年的影響，合併後綜合消
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5.4%；剔除所有政府一
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首兩個月合併計算的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6.1%，經季節性
調整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升幅同樣減慢，可
見通脹壓力有所紓緩，主要是由於食品價格

和私人房屋租金的升幅都同樣放緩所致。
發言人續稱，隨 環球食品價格於去年初

「見頂」，及香港經濟增長減慢，預料通脹將
於今年內回落。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本地通
脹情況，特別是通脹對低收入人士的影響。

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周滿傑表示，受樓
市吹「淡風」影響，住宅租金於去年10月至
今年1月的升幅持續收窄，踏入今年2月租金
水平稍為回穩，較1月份上升0.6%，估計本
月亦會較2月份上升1%，租金市場「止跌回
升」，他預計今年全年私人房屋租金按年有
8%的升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寶瑤）農曆新年過後，香港2月份的通脹稍為放緩，整體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4.7%，較

1月份下跌1.4個百分點，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後，基本通脹率按年上升5.4%。政府發言人表示，食品價格

及私人房屋租金的升幅俱放緩，紓緩通脹壓力。隨 環球食品價格於去年初「見頂」，及香港經濟增長減慢，料通脹

將於今年內回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二讀通
過落實2012/13年度財政預算案的《2012年撥款
條例草案》，並於下星期3進入全體議員審議階
段，投票表決是否最終通過預算案。多名立法
會議員繼續質疑，政府連續多年錯估本港財政
狀況，擔心「低開高收」保守理財，會影響基
建投資，最終拖累香港發展，期望政府善用公
共財政，採取更多措施協助最需要的「N無人
士」。

李慧 ：政府預測過分保守
立法會昨晨繼續二讀辯論財政預算案。民建

聯副主席李慧 說，政府過去幾年的預算案均
低估收入部分，其中2010/2011年政府低估收入
高達1,000億元，08/09年成績較好亦低估收入約
90億元，當中低估的數額幾乎足以每年興建1條
沙中線，嚴重影響政府在社會的各項投資。她
質疑特區政府的預測過分保守，難免懷疑是要

應付加大開支的政治壓力，甚至刻意製造轉虧
為盈的驚喜效果，認為政府坐擁龐大庫房儲
備，應針對性解決結構性問題。
會計界議員陳茂波表示，政府由08至12年財

政年度，注資入各類基金及試驗計劃撥款達886
億元，一次性措施872億元，一次性寬免各稅項
933億元，總數超過2,700億元，又批評各計劃

「過於零散」，如注資基金並非短時間用完，發
揮不到刺激作用，對社會發展大打折扣，認為
特區政府高層應多落區體察民情，避免施政和
民情脫節。
專業會議議員劉秀成稱，政府決定大幅增加

公眾開支，但社會仍然感覺不足，認為政府應
參考注資100億入撒瑪利基金的做法，為「N無
人士」設立基金以提供即時協助。房屋政策方
面，劉秀成認為，政府應提供平穩土地供應，
避免樓市大上大落，同時建議興建青年宿舍，
為青年搭建置業梯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麗珠）全港現
時有逾4,000幢50年以上樓齡的舊樓，並以每
年增約500幢的速度遞增。舊樓業主以長者
為主，經濟能力有限，其中九龍城一幢有
55年樓齡的唐樓，業主早前幾經籌措資金
參加「樓宇更新大行動」，豈料修葺工程僅
完成半年，樓宇狀況未見改善，裂縫闊得
能容納手指、處處有鋼筋外露，整幢大廈
更向馬路傾斜，居民惶恐度日，並批評更新
大行動的復修質素參差，但因業主積蓄耗
盡，無力承擔第2次維修工程，促請市建局
收購重建。

修葺工程去年底完工 未見好轉
九龍城啟明街一幢有55年樓齡的唐樓，在

2010年1月馬頭圍道塌樓事件後，獲屋宇署
在地面加裝12支鋼柱支撐，同年參加「樓宇
更新大行動」，修葺大廈外牆及部分樓層結
構，但工程去年底完工後，樓宇質素未見好
轉。

與3名孫兒居住該唐樓逾30年的林寶貞現
年78歲，該個900呎的單位在10多年前開始出

現裂紋，原來的露台位置向外傾斜，她早年
自行維修後仍無補於事，直至馬頭圍道塌樓
事件，各住戶因擔心有倒塌危機，才參加

「樓宇更新大行動」。但「屋爛」情況仍然未
見改善，客廳、睡房、廁所及廚房的裂紋更
有擴散跡象。記者昨日所見，全屋滿布裂
紋，最大的3條裂紋近2厘米長，能容納手
指，地台微微向外傾。

林寶貞說，現時每晚睡不安枕，既擔心石
屎剝落，又擔心塌樓，上月廚房橫樑曾有逾
1呎長的石屎連發霉的鋼筋塌下，幸無傷及
家人，他們也不敢走近客廳傾斜位置。她指
出，屋宇署今年2月曾向居民發出通知書，
要求入屋收集樣本化驗，惟她擔心驗樓費用
高昂，及日後沒能力進行維修而拒絕入屋要
求，她認為市建局收購該大廈重建才能徹底
幫助業主。

市建局表示，至今在九龍城區已經開展7
個重建項目，區內逾540幢大廈亦受惠於樓
宇復修計劃，樓宇安全情況得到改善。為加
快市區更新步伐，市建局歡迎業主主動提出
重建建議。

饒宗頤贈友詩作 拍賣料逾1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麗珠）國學大師饒宗頤上世紀50年代的詩

作及「九龍皇帝」曾灶財墨寶，連同700多件珍品，將於本月底拍賣，
總估值逾500萬港元。拍賣行表示，饒宗頤早期的作品甚為罕見，極具
收藏價值，原來收藏家為尋知音，以200港元底價拍賣，拍賣行料最終
逾10萬港元成交。同場還拍賣難得以黃箋作本的曾灶財墨寶。

普藝拍賣行將於本月31日舉行大型拍賣會，推出786件珍品，包括書
畫、古玩、珠寶、名酒等。其中包括一篇饒宗頤在50年代贈友人王漢
翹的詩作。普藝負責人莊志崗表示，該作品是難得一見的饒老早期作
品。當年居於香港的饒宗頤一次到大嶼山遊覽遇上風雨，不能盡飽美
景，卻引發詩意，故寫下6首詩詞，講述遊大嶼山的感受。莊志崗指
出，該作品300字，文體流暢，屬罕見早期力作，十分珍貴。

曾灶財墨寶 成交價料逾6萬
另一矚目拍品是滿載港人集體回憶的「九龍皇帝」曾灶財的墨寶。

與過往所見作品不同之處，是該作品寫在逾1米長的黃色紙箋上，更具
「皇帝」懾人的氣派。該墨寶將以5,000港元底價拍賣，估計成交價超過
6萬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種族歧
視條例》生效2年，平機會接獲的相關投
訴累積140宗。平機會主席林煥光指出，
投訴少並非歧視問題不嚴重，而是少數族
裔一般不會主動投訴。該會早前研究南亞
裔人士對種族間的接觸及歧視經驗，發現
南亞裔人士面對兩大困難：在學人士學習
中文困難，成人則是求職困難。

140宗投訴中，102宗涉及使用服務，其
餘38宗與僱傭有關。林煥光表示，近年不
時出現有關少數族裔的負面報道，例如南
亞漢搶iPhone或組「排隊黨」搶購限量貨
等。另外，該會早前針對南亞裔人士被歧
視的研究發現，南亞裔人士面對兩大困
難，在學人士是學習中文困難，而成人則
是求職困難。他又說，政府的態度很被
動，政策未能幫助南亞裔人士融入社會，
例如紀律部隊的入職中文要求，待平機會
介入後才調整；此外，公眾教育亦遠遠不
足夠，「促進種族和諧委員會很久沒有開

會」，期望港府更主動協助少數族裔人
士。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回應指，港府致力推
廣種族平等及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會，並
已採取相應措施，未來會繼續與平機會合
作，協助少數族裔融入社區。

朱小丹會錢果豐 洽粵港城軌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鵬飛 廣州報道）

廣東省省長朱小丹昨在省政府會見港鐵主
席錢果豐，雙方探討港鐵參與廣東省城際
軌道交通項目發展，並決定成立聯合專責
小組推進。

朱小丹表示，港鐵的軌道交通建設、運
營管理水平在國際上處於領先地位，特別
是其獨特的「鐵路+社區」開發經營模式
有許多可供學習與借鑒的成功經驗，粵港
雙方合作前景廣闊，大有可為。

■林寶貞表示，現時每晚都睡不安枕。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麗珠 攝

■林煥光指出南亞裔人士面對兩大困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廖穎琪 攝

■饒宗頤的早期詩作洋洋300字，文體流暢，十分珍貴。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麗珠 攝

■林寶貞家中

滿佈裂紋，最

大的3條裂紋

近2厘米闊。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歐陽麗珠 攝

■財爺的財政預算案，立會昨二讀通

過落實撥款草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國
駐港總領事館宣布，曾參與香港事務及
中 英 聯 合 聯 絡 小 組 工 作 的 吳 若 蘭
(Caroline Elizabeth Wilson)將於今年9月接
替奚安竹(Andrew Seaton)，擔任英國駐
香港及澳門總領事。奚安竹將獲調派其
他外交任命。

吳若蘭於1995年加入英國外交部，並
於1997年至2000年任英國駐華大使館一
等秘書，參與香港事務及中英聯合聯絡
小組的工作。2001年3月至2004年8月任
英國駐歐盟常駐代表團一等秘書。2004
年9月至2006年7月任外交大臣私人秘

書。2006年7月至2007年12月任內閣辦
事處歐洲秘書處副處長，2008年7月至
今任莫斯科/英國貿易投資推廣署總裁
(俄羅斯)/參贊（經濟、科技創新、氣候
事務）。

吳若蘭在聲明中對獲任命為駐港澳總
領事感到榮幸，指英國和中國正發展出
前所未有的深厚關係，又指自己在15年
前首次接觸香港事務，並為此刻看到香
港已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感到欣慰，

「我期待重回中國，繼續進行有關方面
的工作。能到此親身感受香港的活力，
我感到非常雀躍」。

英駐港澳總領事 吳若蘭9月接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歐陽

麗珠）麻醉科醫生張綺寧(譯音)於2005
年為一名病人切除腎上腺腫瘤後，病人
大量出血，進入深切治療部監察，翌日
張離院進行其他手術期間，病人出現心
律不正，張以電話「遙控」護士為病人
注射腺甘酸，最後病人因心肌梗塞死
亡。張綺寧被病人家屬投訴疏忽照顧病
人及不適當指示用藥等4項罪名，昨日
醫委會聆訊該個案，專家證人指被告指
示的用藥份量適當，但用藥方法或欠妥
當。

案情指，一名患有腎上腺腫瘤的病人
2005年6月7日在港安醫院進行腫瘤切除
手術。術後病人大量出血，送往深切治
療部監察，期間被告CHEUNG Vivian
Yee Nin(譯音張綺寧)及另一名醫生負責
照顧病人。翌日早上8時許，被告在另

一間醫院進行手術期間，獲通知該名病
人心律不正，心跳達每分鐘172次，血
壓低至66。被告用電話指示護士替病人
分 階 段 慢 注 射 共 3 0 毫 升 腺 甘 酸

（adenosine），但病人情況沒有好轉，延
至6月9日早上死亡。死因是下腹大量出
血及心肌梗塞。死因庭早前裁定病人死
於意外。

專家證人陳日新昨日作供時指出，病
人當時可能出現「竇性心縛過促」，一
般情況下較難確診，需要照超聲波檢
查，又指治療「心縛過促」可使用腺甘
酸或腺三磷(ATP)，一般用量為30毫升
分階段快注射，因藥物在慢注射情況下
會在肝臟被分解，影響藥效。他又指
出，如醫生分身不暇，應馬上找其他醫
生代為照顧病人。

醫委會的聆訊將於下周三續審。

腎瘤病人手術亡 專家指用藥欠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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