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6 責任編輯：潘曉平 2012年12月17日(星期一)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201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昨日閉幕。會議提出

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調性，以更大的

政治勇氣和智慧推動下一步改革，並指出城鎮化

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

最大潛力所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傳達的最重要

信息有兩個：一是表明中國系統性地告別追求高

增長的年代，全面步入以提高經濟增長品質和效

益為中心的中高速增長階段；二是加大經濟改革

的力度，鼓勵大膽探索，勇於開拓，允許摸 石

頭過河，以深化改革來開創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

局面。

新任總書記習近平強調，「增長必須是實實在

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是有效益、有品質、可持

續的增長」。過去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是低人力成

本、犧牲環境來支撐，屬於投入大、收穫小的粗

放型經濟。如今資源環境約束明顯加大，人力成

本較大幅度上升，同時經過金融危機衝擊，發展

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更重視發展實體經濟，中國面

臨的挑戰日益嚴峻。中國經濟不能再走拚人力、

拚資源的老路，必須改變粗放式的發展模式，更

多地 眼解決發展質量和效益問題，加快調整產

業結構，擴大內需帶動經濟增長，提升創新能

力，破解當前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的矛盾，抓住

機遇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此次會議指出城鎮化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

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根據聯合國的

數據統計，中國的城鎮化率僅為51%左右，遠低於

歐美發達地區80%左右的水平。即使和人均GDP水平

相當的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相比，中國的城鎮化水平

也明顯偏低。城鎮化蘊含 巨大的內需潛力。未來

10年中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將再有2

億農民進入城鎮，加上現有的1.6億農民工，新增城

鎮人口將達4億左右。按較低口徑，農民工市民化

以人均10萬元的固定資產投資計算，也能夠增加40

萬億元的投資需求。可以說，加快推進城鎮化的轉

型與改革進程，以城鎮化為主要載體擴大內需，充

分釋放城鎮化的需求潛力，是中國走向公平可持續

發展的立足點和戰略重點。

走向公平可持續的科學發展之路，是中國現代化

進程中的二次轉型與改革的戰略目標：使消費成為

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使多數人能夠公平地分享經

濟發展成果，使市場保持充分的活力和效率，使資

源環境可持續，使政府能夠以公共服務為中心。二

次轉型與改革，與一次轉型與改革相比，具有更為

豐富的內涵，更具有歷史挑戰性。

(相關新聞刊A2、3版)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聽取市民對施政報

告意見，在回應房屋問題時表示，要在社

區興建公屋或居屋都會遇到阻力，希望市

民本 「一家人」的心態，作出少少犧牲

和讓步。事實上，社區興建公屋或居屋遇

到阻力，主要原因是，私樓住戶擔心公屋

或居屋會影響私樓的價格，遂以各種各樣

的理由反對。對此，當局在興建公屋或居

屋時，既要說服社區居民多一些包容，又

要盡量增加社區設施，讓社區居民感到樓

價和社區景觀不會受到太大影響，以減少

阻力。由於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可提供大量

公屋或居屋土地，計劃應盡快進行，以解

決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

東涌有3幅地可興建住宅單位，其中一幅

位於56區的用地計劃建公屋，但遭附近居

民反對，惟有擱置。這並非個別例子，政

府擬於深水 地皮建公屋，房委會擬於新

蒲崗工業大廈舊址建公屋，但附近的屋苑

住戶都群起反對。去年4月運輸及房屋局遞

交予立法會的文件顯示，截至去年3月，一

共有12個計劃興建公屋的地盤，都遭到區

議會和地區居民的反對。反對的意見林林

總總，包括擋風、擋景等，但更重要的原

因，是擔心公屋或居屋會拖低區內私樓價

格。

對此，不可一味指責社區私樓居民自

私，當局不僅要說服社區居民多一些包

容，而且要說明社區興建公屋或居屋並非

壞事，例如在深水 建公屋，就可把舊

樓、籠屋的居民搬入去，便有條件將現有

的舊樓拆除，並有新土地可建公屋，這樣

就能逐步扭轉深水 被認為是「貧民窟」

的印象。這對深水 私樓的價格反而有正

面影響。同時，當局在社區興建公屋或居

屋時，要盡量多建造社區康樂和休憩設

施，讓私樓居民感到，雖然興建公屋或居

屋會影響私樓價格，但社區面貌的改善，

可彌補這方面的影響。

由於市區土地近乎耗盡，向新界發展是

長遠解決方案，而新市鎮模式亦可提供較

大量公屋或居屋及配套設施。新界東北是

未來主要公屋居屋單位來源，政府應詳細

向市民解釋發展計劃的急切性，公布新發

展地區的詳細規劃，消除市民的誤解。

(相關新聞刊A5版)

加大改革力度 提升經濟質量 增美化設施 減建公屋阻力

■西九龍海濱長廊昨日舉行戶外音樂藝術節。英國表演團體The Dream

Engine作出的戶外演出，名為Heliosphere，懸吊在氫氣球的雜技員姿態優

美，運用音效、燈光和場景製造飛行錯覺。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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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價半年加5次 牛肉變奢侈品

鮮牛百蚊斤 港研引競爭
食衛局查活牛供應鏈 五豐行稱內地需求大扯高價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曹晨）特區政府將
於明年實施雙非零配
額措施，有單非人士
要求當局考慮開放公立
醫院產科床位予單非孕
婦分娩。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高永文昨日對此表
示，現在仍言之尚早，
當局要視乎產科或兒科
醫護人員的實際工作壓
力，同時盡量增加產
科及兒科醫護人員人
手，盡量招聘及挽留
醫護人員，然後在研
究明年公立及私家醫
院的工作壓力情況
後，再決定下一步將
如何調整產科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香港新鮮牛肉價

格高企不下，現時每斤牛肉叫價近百元。有牛肉買手將之

歸咎獨家經營鮮牛入口的五豐行壟斷抬高價格，又以低價

從內地買牛，令內地牛場寧願內銷也不肯銷到香港。五豐

行則指內地市場需求殷切，令供應緊張，扯高價格。特首

梁振英昨日在一活動上承諾，特區政府會研究處理有關問

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政府將調查活牛

價格偏高的真正原因，包括了解內地活牛供應鏈的整體情

況，及研究倘引入新供應商，增加競爭後，活牛供應會否

增加及價格更便宜等。

目前供港活牛主要為西門塔爾牛（俗稱「良牛」）及秦川牛（俗稱
「肥牛」），在街市牛肉檔出售的一般為「良牛」，而火鍋店出售

的以來貨價較貴的「肥牛」居多。五豐行是內地鮮牛肉在港的獨家代
理，自今年4月起已經連續5次加價，「良牛」價格由4月的每擔（即
100斤）2,925元，上升至現時3,845元，加幅累計達32%，不少檔主被
逼以每斤100元的「天價」出售牛肉，慨嘆生意淡薄，「肉貴客少」。

牛肉貴原因多 梁振英：研究處理
梁振英昨晨出席電台節目時，有巿民要求他在上京述職時向中央

反映香港牛肉價格昂貴問題，梁振英回應說，國家在食品價格方面
已相當照顧香港，香港人能夠自行解決的事就應該自己解決，「不
要事事要中央難做」，又指香港社會對牛肉價格昂貴的原因有不同的
說法，有人認為是人民幣升值導致，也有人認為是代理分銷過程中
出現壟斷情況，特區政府會研究處理。

原因說法各異 高永文：查「真兇」
高永文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時表示，當局留意到活牛價格較高，

但原因有不同的說法，有指現時是單一進口商，導致沒有競爭，亦有
說內地市場需求殷切，令供應緊張，推高價格。他透露，政府將調查
活牛價格偏高的真正原因，包括了解內地活牛供應鏈的整體情況，以
掌握內地鄰近城市及本港牛肉價格、質量、成本等資料，以作比對，
為日後研究活牛市場的問題提供較客觀的基礎，「由農場至市場，究
竟市場的彈性有多大，研究若引入新供應商，增加競爭後，能否讓活
牛供應隨之而增加，以及價格是否有機會下調」。
食物及衛生局昨日表示，因應近期活牛價格不斷上漲，局長高永

文早前分別與業界和各持份者代表會面，以了解活牛市場的實際情
況和業界的關注，並就穩定活牛供應和價格的可行措施進行交流。
綜合所搜集的資料，導致新鮮牛肉價格高企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內
地活牛的供應緊張和需求大增，而過去一年，內地和香港的新鮮牛
肉價格不斷上漲，內地新鮮牛肉批發價的升幅與香港大致相若，內
地新鮮牛肉零售價的升幅甚至較香港更顯著。
就商販要求牛肉應與豬肉市場看齊，引入競爭者以打破壟斷，高永

文則表示，有意見認為飼養活牛的條件與飼養豬隻有分別，未必可以
相提並論，故當局暫時未決定活牛市場會否如活豬般開放市場。
截至昨晚，進口活牛代理商五豐行未有就政府的決定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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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鮮牛肉不斷加價，市民
「捱貴牛」，牛肉檔販亦「肉隨砧板上」。有活牛買手歸咎
是香港獨家代理內地供港活牛的五豐行壟斷市場，令活
牛批發價猛升，零售價亦隨之升至每斤百元的「天價」，
但坦言五豐行是獨家經營，毫無競爭可言，「除非不開
檔，但不開檔都要交租，夥計亦要出糧」，所以即使五豐
行密密加價，亦只可無奈接受。而多個業界組織均曾爭
取開放活牛市場，打破壟斷局面。

業界促開放供港活牛市場
活牛買手黃輝曾批評五豐行可短期內任意加價，全因

活牛市場欠缺競爭，一家獨市，而且供港活牛數量持續
減少，每日供港活牛僅約70隻，批評供應緊張又不斷加
價，令牛肉檔主經營艱苦。香港牛羊商會亦曾狠批五豐
行「不理商戶死活」，街市活牛檔已買少見少，促請當局
開放供港活牛市場。香港牛羊商會理事長鍾兆階亦直
言，幾乎兩個月加一次價，感到十分無奈。飲食界議員
張宇人及鮮肉大聯盟等多個業界組織均曾爭取開放活牛
供港市場，以解目前「鮮牛肉越賣越貴」的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鮮牛
肉屢加價，牛肉頓變「奢侈品」。獨家
代理內地進口活牛的五豐行去年六度
加價，而今年4月開始，多次以「保障
香港活牛市場供應穩定」為由加價，
半年內五度調高鮮牛肉的批發價，加
幅介乎3.76%至12.6%，「良牛」批發
價的累計增幅高達37.8%，每擔（即
100斤）3,845元，而「肥牛」批發價的
累計增幅則為31.2%，衝破4,000元大
關，每擔叫價4,080元。

去年六度加價
五豐行過往加價均以成本上漲為

由，包括內地牛肉消費需求旺盛，令
活牛供不應求，貨源競爭異常激烈，
加上飼料和人工等開支持續增加，扯
高牛肉價格，又指採取多項措施保證
活牛供港，包括赴產地組織貨源、撥
出專項資金補貼供港活牛企業等。

鮮牛肉去年六度加價，而今年的加
價由4月開始，五豐行當時宣布，即日
起調高活牛的批發價，良牛每擔由
2,790元，增加135元至2,925元，加幅
為4.84%，而肥牛則由每擔3,110元，上
調150元至3,260元，加幅為4.82%。五
豐行其後於6月15日宣布，調高肥牛批
發價4.29%，每擔加至3,400元。
7月31日，五豐行又宣布加價，良牛

批發價調高3.76%，每擔增加110元，
由2,925元加至3,035元。事隔不足1個
月，五豐行於8月29日，再預告9月1日
加價，良牛批發價每擔加380元至3,415
元，加幅高達12.5%，而肥牛就每擔加
250元至3,650元，加幅為7.4%。其後於
10月20日，五豐行宣布良牛批發價每
擔加價430元至3,845元，加幅高達
12.6%，而肥牛批發價更衝破4,000元大
關，由3,650元加至4,080元，加幅亦達
11.8%。

■高永文表示，政府將調查活牛價格

偏高的真正原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曹晨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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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斤牛肉叫價近百元。有市民要求特

首梁振英在上京述職時向中央反映香

港牛肉價格昂貴問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