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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天表示，政

府正研究多項措施，包括修例將奶粉列為

法定「儲備商品」，限制出口數量，預計在

兩三日內公布。香港奶粉質量有保證，吸

引大量遊客購買，「水客」亦藉兩地價格

差距大而大量購買出境圖利，形成龐大的

奶粉需求。香港把奶粉列作「儲備商品」，

不但可賦予本港海關權力主動執法，限制

奶粉出境，而且有利保持本地奶粉供應長

期穩定。當局應進一步完善奶粉供應渠道

及加強海關執法，確保本地奶粉需求得到

滿足。

現時造成奶粉供應短缺原因有兩方面，

一是「水客」每天清早在藥房前排隊搶購

奶粉出境，直接引發本港奶粉供應荒問

題；二是市面出現不良銷售行為，個別藥

房擅自減少供應，選擇性地只以較高價錢

向「水客」發貨，窒礙零售渠道正常運

作。雖然部分奶粉供應商承諾在農曆新年

期間增加供應，但每日仍被「水客」搶購

一空，導致本地持續出現奶粉供應恐慌。

修例將奶粉列為法定「儲備商品」，限制

奶粉出境量，應付緊急或短期供應不足的

情況，不但可從根本上壓抑「水客」行

為，紓緩奶粉供應壓力，更可賦予海關執

法權力，主動處理「水客」問題。《儲備

商品條例》列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可指明任何物品為儲備商品，以禁止或管

制任何儲備商品的買賣、進口或出口、流

動或分配以及貯存，違犯條例者最高可處

罰款10萬元及監禁2年。目前水客一般每次

可帶奶粉20多罐，措施實施後，直接限制

奶粉出境數量，海關亦可根據《儲備商品

條例》執法。

香港奶粉供不應求問題存在多年，每逢

農曆新年等需求高峰期，供應特別緊張，

未來仍會有大批內地旅客訪港購買奶粉，

加上兩地奶粉價格存在差距，本港奶粉需

求只會有增無減。實施「儲備商品」措施

後，出境數量受到限制，有利於本港奶粉

市場保持長期穩定供應。不過，當局仍需

確保零售渠道暢通無阻，避免商店囤積推

高零售價，同時加強海關執法，有力堵截

「水客」行為。 (相關新聞刊A2版)

美國參議院高票批准克里出任國務卿。前國務卿

希拉里對華採取強硬態度，不遺餘力地推動重返亞

太戰略，煽動周邊國家挑戰中國，一度給中美關係

造成損害。被視為「知華派」的克里接替希拉里，

令中美關係回暖現出曙光，未來美國對華政策可能

趨向務實合作。中美是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彼

此利益交融緊密、互動頻繁，中美積極推進合作夥

伴關係建設，符合美國的利益，亦有利於亞太地區

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繁榮。

國務卿專責外交事務，是美國總統國際事務的首

席顧問，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上影響舉足輕重。希拉

里主掌國務卿一職期間，由於其「鷹派」強勢的作

風，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力似乎更在奧巴馬之上。

2009年1月，希拉里首次提出用「巧實力」處理國

際關係，由此拉開了美國重返亞太的大幕。其後美

國戰略中心便從歐洲向亞太轉移，亞太地區不再平

靜，南海問題、東海問題一時間紛紛被激化，中

印、中日、中菲、中越等關係出現緊張趨勢。直至

數日前，希拉里即將卸任，仍抓緊最後的機會，針

對釣魚島問題對華作出強硬表態。正因為希拉里執

意推動重返亞太、遏制中國的戰略，在亞洲四處煽

風點火、挑撥離間，給中國與鄰國關係製造麻煩，

也損害了中美關係。

與強悍的希拉里相比，克里顯得溫和理性，尊重多

元，而非硬推過時的單邊主義。克里在參議院的提名

聽證會上指出，美國要想在世界發揮領導作用，不能

只靠軍事力量，還要在糧食、能源安全、人道主義援

助等領域有所建樹。美國的經濟、國力今非昔比，克

里的表態是讓美國看清國家發展的輕重緩急，也是對

希拉里外交政策的糾正，美國不能再恃強推銷自己的

價值觀，強迫別國按美國的意志去行事。

對於備受關注的美中關係，克里強調，中國是全

球其中一個重要的經濟體，應該將中國視為合作夥

伴，而非敵人。眾所周知，中美分別是全球最大的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同時又是世界上排名頭兩

位的經濟體，兩國早已形成互為利益攸關者的密切

關係，兩者合則兩利，鬥則兩敗。如今歐美經濟萎

靡不振，中國是拉動全球經濟復甦的「火車頭」。中

國一向堅持和平發展，從來不稱霸、不威脅別國。

克里出任國務卿，如果能扭轉希拉里對華強硬的策

略，以合作取代遏制，採取實事求是的做法，美國

必將從中美經濟合作中受益，也有利於降低地區紛

爭的風險，為世界和平發展發揮出作為負責任大國

的作用。 (相關新聞刊A16版)

奶粉列儲備商品確有必要 克里出任國務卿 利改善中美關係

車長底薪遜洗碗 汽總促加8%
月薪8,500新人流失七成 冀5巴改善待遇留人

投考非為餬口 只求服務市民

汽車運輸交通業總工會轄下5間巴士分
會，包括九巴、新巴、城巴、龍運和

新大嶼山巴士工會，昨日召開記者會，要
求今年專營巴士員工獲加薪8%。九巴分會
主任鄭慧君說，新入職司機每月底薪只有
不足8,500元，甚至低於洗碗工的薪酬，而
巴士員工工時長，工作壓力大，更難以吸
納新人加入。「車長每天一早5時就要上
班，一直工作至下午5時，工時長，又要承
受高壓力和高強度的工作環境，很多人做
一兩日就捱不住辭職了。」鄭慧君希望巴
士公司加薪，吸引新人入行，改善工作環
境。

工會指勞資應共享盈利
總工會第一副主席鄧偉昌指，去年通脹較

前年同期上升4.7%，食品、租金等日常開支
亦不斷增加，加重巴士員工的負擔。他認
為，去年各間巴士公司都錄得盈利，政府去
年實施的長者2元乘車優惠等交通津貼，加
上大批內地個人遊訪港，令載客量及收入均
有增加，故要求資方履行社會責任，合理加
薪予員工。

不排除發起工業行動

鄧偉昌又表示，去年提出加薪要求後，獲

加薪5.3%，總工會全體員工今年在分析通脹
因素後，提出8%的加薪要求。

他預料巴士公司會與他們討價還價，但希
望巴士公司展示誠意，否則不排除會發起工
業行動。

九巴企業事務總監陳碧君表示，過去兩年
都加薪4%至5%，公司今年中會與工會討論
加薪幅度，主要視乎通脹因素。

新巴和城巴表示，會於每年4月與工會商
討薪酬問題，視乎公司的財政狀況、經濟環
境及營運表現等因素再作調薪考慮。但強調
公司現時正面對困難的經營環境，尤其是燃
油及隧道所增加的經營成本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專營巴士員工底薪低、工時長，加上工作壓力大，令流失率偏高，當中新入職的更高

達70%。工聯會屬下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轄下的九巴、新巴、城巴、龍運和新大嶼山巴士工會指，資方去年有豐厚

盈利，應與員工共享成果，要求全港專營巴士的僱主今年為員工加薪8%，望改善薪酬待遇，挽留人手。若無法達成協

議，不排除採取工業行動。九巴、新巴和城巴表示，會於年中與工會商討薪酬問題，主要視乎市場通脹，以及公司財

政狀況等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九巴去年
11月以載客量下跌、工資及油價等營運成本
卻不斷上升為由，向運輸署申請大幅加價
8.5%，同時又提出區域性路線重組建議，正
在諮詢區議會。九巴企業事務總監陳碧君昨
日與傳媒聚會時表示，現時九巴有70%路線
蝕本，至少有55%路線需要重新整合，包括

調整行走路段或重組等，期望年半內完成。
她又表示，現正與區議會商討在北區覓地設
大型轉車站，希望盡快有成果。

55%路線需重組

陳碧君認為，現時的巴士網絡，很大部分
是未有鐵路系統前已經存在，有需要活化，

如能成功整合，有助節省成本，減低加價壓
力。她舉例指出，現時來往九龍及新界的獅
子山隧道經常塞車，可將部分路線轉用青沙
公路及尖山隧道，但要經區議會同意。

她表示，未來會提交一籃子方案，又希望
在今年內獲區議會同意，完成重組北區路
線。此外，九巴又會考慮在將軍澳、青衣等
進行小型的區域路線重組；並研究利用城隧
轉線站，開辦荃灣、葵青的過境巴士線，為
公司開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新春將至，打
工仔均期望獲合理加薪
幅度。由4個碼頭業工會
組成的香港碼頭工人協
調委員會指出，本港碼
頭業近年日趨繁忙，惟
大部分外判工的薪酬仍
未追得上2003年「沙士」
前的水平，促請外判公
司 今 年 加 薪 不 少 於
12%；恢復2003年以前
加班可獲1.5倍「超時補
水」的政策，同時盡快
與工會展開對話，共同
改善員工待遇。

要求恢復沙士前補水制

現時本港碼頭業約有
數千名員工，當中逾半
屬外判工。香港碼頭工
人協調委員會統籌幹事
冼曉昕指出，2003年

「沙士」時期，工人接受
外判公司的減薪方案，
願與公司共渡時艱；近
年行業興盛，工人工作
量在2011年以來有增無
減，惟工人過去10年的

加薪幅度卻遠低於通脹，促請今
年加薪不少於12%。她又指出，
員工經常要加班工作，卻沒有任
何超時補水，要求僱主恢復2003
年前加班可獲1.5倍超時補水的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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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投考警隊人數近年大幅增
加，2012年接獲申請按年大升17%，至逾1.3萬宗。警方表
示，由今日起一連四日舉行就業博覽，預料即場申請人數
可突破去年836人的紀錄，提醒有意投考者注意體能提升及
對時事認知，切忌單憑電視劇情應付面試，並強調警方對

申請者的財政狀況，及家庭背景審查只屬參考資料，重申
警方將唯才是用，冀能招攬有相同價值觀的有志之士。

現時警隊有約2.8萬名警員，維持日常社會安寧，每年均
有不少年輕人希望投身警隊實踐理想。警務處警察招募組總
督察張國威表示，投考警隊的申請者每年遞增，截至去年
底，共接獲逾1.3萬宗申請，按年增加17%；其中申請成為
見習督察的有5,663宗，按年增加24%，當中更有98.5%申請
者擁有學士或以上資歷；另外，申請警員職位的亦有7,484
宗，按年升12%，當中逾67%擁有中七或以上資歷；再者，
在一年一度就業博覽中錄得的申請數，亦由前年的375宗，
增逾倍至去年的836宗，有望今年可承接升勢再突破紀錄。

申請年年增 擬聘逾千人

張國威指出，雖然警方於2012/13年度的招聘目標經已達
到，但為彌補一般人手更替，2013/14年度希望能聘請175名
見習督察、990名警員及288名輔警，以維持現有人手。

申請人數能夠持續上升，張國威認為有賴良好的宣傳工

作，故為吸引更多市民申請，警方將於今日起一連四日，參
加會展的就業博覽，屆時有不同部隊的警員在場講解警隊工
作，並同時為申請者提供包括即場遴選的一站式服務。

忌憑電視劇情應付面試

對於不少考生夢寐以求的「面試貼士」，張國威笑稱，最
重要的必然是體能要求，考生同時亦應多了解警方工作內
容及日常時事，切忌單憑電視劇情應付面試，否則難以按
警隊價值觀服務市民。

他又稱，見習督察及警員的面試將圍繞「4大類別」，包括
個人、警隊、社會及處境問題，要求考生有獨立的思考能力
及個人見解，以往在校表現、財政狀況、家人背景、甚至是
心理評估，均只會是參考資料，唯一不同的是見習督察會額
外需要進行「全日面試」以測試個人及領導才能；強調警方
招募用人唯才，冀能招攬有相同價值觀的有志之士。另外，
自2011年5月實施「外語加分」制後，至今已有31名申請者
在投考警隊時，因其外語能力獲得額外分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大部分年輕人投身警隊不為高薪糧
準，只為服務市民、實踐理想。一位出更學警，以及一位見習督
察，兩人早於求學階段已立志投考警隊。他們不斷改變生活習慣，
如每日閱讀報章留意時事；同時操練體能磨練意志。學堂結業後，
兩人學以致用，其中一人曾成功勸退企圖自殺的市民返回安全位
置，救人一命。

投身警隊近年被視作優差，因為人工高、福利好，但有剛結業的
警員及見習督察卻認為，能透過成為警員服務市民、實踐理想，比
高薪糧準意義更大。中七畢業的警員何秀強表示，自小喜歡接受挑
戰，早年受電視劇影響，立志投身警隊。投考前2個月，他已開始
操練大計，改變生活習慣，每日閱讀多份報章。而父母不反對他的

決定，朋友亦表示支持；但他承認資歷尚淺，有待磨練，希望日後
能服務更多市民。

經艱苦磨練 領導才能佳
曾在中文大學修讀環境科學的見習督察顧文佳表示，早已立志投身

警隊。大學二年級時，他參與為期1年的輔警計劃，畢業後隨即報考
見習督察，更以佳績結業。對於警隊高薪糧準近年吸引不少年輕人加
入，他對此並不認同；指若加入警隊只為維生，並不適合當警員。顧
文佳稱，結業後短短數月，已有救人經驗。一次巡邏時，發現有市民
危坐天台，隨即運用於學堂艱苦磨練而得的領導才能，領導一位口才
了得的同僚勸導該市民返回安全位置，避免自殺悲劇發生。

博覽即場考警察 料破去年紀錄

■張國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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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案 數 按 年

大 升 1 7 % 至

逾1.3萬宗。

郭兆東 攝

■何秀強表示，自小

喜歡接受挑戰，投考

前2個月已開始操練

大計。 郭兆東 攝

■顧文佳認為加入警

隊若只為維生，並不

是適合警隊的人選。

郭兆東 攝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要求全港專營巴士公司，今年加薪8%給員工。 陳錦燕 攝

九巴稱70%路線蝕本

新春將至，九巴近日

為2部巴士換上蛇年生肖

新裝。兩部巴士均披上

寓意吉祥喜氣的紅色，

車身底部則繪有鱗片圖

案，再配上金蛇，主要

為行走順利至中環港澳

碼頭的619線，及來往

上水及尖沙咀東的270A線。

此外，九巴亦會在今日開

始，在全港8間顧客服務中

心及屯門公路轉車站，向市

民免費派發利是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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