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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日方要求中國撤回防空識別區的言

論，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昨日在例行記者會

上作出回擊：「我們就請日方先撤回自己

的防空識別區，中方可以在44年以後再作

考慮。」中國設置防空識別區，保衛國家

空防安全，豈有撤回之理？中國被欺負的

日子一去不返，決不會因日美施壓而退

縮。相反，中國捍衛國家領空領海的決心

和能力不容低估，希望有關國家不要漠視

中國的警告，公然製造對抗，以免搬起石

頭砸自己的腳。

自中方宣佈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後，日

本政府和媒體一再宣稱中方單方面改變現

狀，會招致海空域「不測」事態，是非常

危險的行為。實際上，導致當前中日關係

緊張的局面，責任全在日方。日本從來不

檢討自己的所作所為，反倒混淆視聽，製

造對抗情緒。事實證明，製造地區緊張局

勢的正是日本自己。面對日本肆無忌憚的

抹黑、挑釁，中國必須向日本示以不容置

疑和絕不讓步的強硬姿態。

日本早在1969年就設立並公佈實施了防

空識別區，其範圍一度擴大至中國專屬經

濟區，甚至囊括了中國春曉油田；近年來

常以進入本國防空識別區為由，頻繁出動

軍機跟蹤監視在東海上空正常訓練、巡邏

的中方飛機，嚴重妨礙飛越自由。中國宣

佈東海防空識別區範圍後，日軍機在沒有

通知中方的情況下，刻意飛往中方劃定的

防空識別區。中國擁有廣闊的海洋領土和

領空，根據國際法和國際慣例設置防空識

別區，是為了更有效地保衛領海領空的安

全。為何設置防空識別區只許日本「放

火」，就不許中國「點燈」？

設置防空識別區戳到了日美的痛處。中

國設置防空識別區就是要警告日美，中國有

權捍衛自己的國家安全且不懼戰爭威脅，對

於不理中國警告的一再挑釁，中國必會採取

果斷措施予以反制，提醒有關國家不要自找

麻煩。同時，中國要加強向國際宣傳，中方

一向愛好和平，尊重各國根據國際法享有的

飛越自由，東海防空識別區的設立並不改變

有關空域的法律性質，國際航班在東海防空

識別區內的正常飛行活動，不會受到任何影

響。中國願意與世界各國密切配合，共同維

護飛行安全。 (相關新聞刊A6版)

最近，外界關於李嘉誠從中國內地及香港「撤資」

的傳言四起。李嘉誠接受傳媒專訪時表示，高賣低買

本來就是正常的商業行為，但就全世界而言，從來沒

有批評過我們撤資，惟獨香港傳言不斷，令人遺憾。

事實上，將商人投資政治化對政府和營商者都不公

平。李嘉誠反擊「撤資」抹黑，實際上是提醒社會不

要將商人正常的商業行為政治化乃至邪惡化，避免投

資被政治扭曲，這有利投資環境的正常化。

李嘉誠出售上海、廣州商廈被說成「撤資中

國」，在香港曾經計劃出售百佳也被說成是要「撤

資香港」。但正如李嘉誠表示，集團在50多個國家

和地區有業務，不管是在香港、內地還是外國，如

果有價錢合理的地皮會繼續買，也可能會賣掉一些

資產，或將資產上市，這都是正常的商業行為。百

佳超市後來不賣了，也是因為價格不合適，以及有

更好的打算。李嘉誠表示，如果地產價格太高，到

老百姓買不起的時候經營就有風險了，他不會冒險

去賺最後一個銅板。李嘉誠旗下集團今年出售了上

海、廣州超過百億元的商業物業，以及香港部分資

產，其背景是香港和內地一線城市的樓價都已經太

高了，這與政治毫無關係。

最近李嘉誠收購的歐洲電信業務，有些原本就是和

黃自己的業務。李嘉誠在2000年以高價出售多宗電訊

歐洲業務，套現逾千億港元，2009年甚至將經營培育

長達12年的Partner的51.3%股權用13.81億美元(約107.6

億港元)賣掉了。正當人們以為和黃準備「撤資歐洲」

的時候，僅僅兩年後，李嘉誠趁 歐債危機，又將

Partner用1.25億美元(約9.7億港元)買了回來，這一手

高賣低買淨賺了98億港元，這不僅是正常的商業行

為，而且是一種商業智慧。

指李嘉誠「撤資」的傳言，充滿種種捕風捉影的揣

測，有傳言指李嘉誠作為精明商人，已經預料到未來的

政治動向和經濟前途。有傳言指李嘉誠作為港商，同時

撤資內地和香港，是向香港回歸後惡化的商業環境，以

及向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不滿，而李嘉誠商業帝國的轉

移是狙擊政治對手的利器云云。對此，李嘉誠用無可辯

駁的數字反擊「撤資」抹黑，證實了所謂「長和系」撤

資是天方夜譚，是一個大笑話。

李嘉誠表示，很關心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知道會

議確定了經濟將更加開放的方針，提出要賦予農民更

多財產權利，國有資本收益上繳30%用於改善民生，

這絕對都是好事。因此，他對內地地產市場仍然樂

觀，只要價格合理會繼續投資。李嘉誠多次對香港和

國家投下信心一票，這次李嘉誠反擊「撤資」抹黑，

標誌 他再對國家和香港投下信心一票。

(相關新聞刊A2、A3版)

中國防空識別區豈可撤回？ 不應將商人投資政治化

迎聖誕搶散工 時薪最高百元
零售市場掀激鬥 普遍加碼30%達5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聖誕及新年消費旺季將至，為

增加人手應付需求，香港多間企業紛紛以高薪在職場上搶散工。

在昨日一個「冬日招聘嘉年華」上，所提供的4,600份職位空缺

中，有1,600份為臨時及兼職空缺，不少以零售業為主的企業均

表示，看好年底的零售市道，故對人手需求甚殷。雖然今年為聖

誕及新年期間特別招聘的兼職人手與去年相若，但普遍時薪有35

元至50元，較去年增10%至30%，有企業更開出時薪100元的兼

職職位，預見零售市場將展開激烈競爭。

是次招聘會昨於沙田大會堂露天
廣場舉行，以零售及飲食業提

供的職位空缺較多。
鴻福堂集團人力資源助理經理陳淑

霞表示，集團相當看好年底的零售市
道，會在聖誕及新年假期增聘數十名
兼職，而由於新年更是集團的「黃金
檔期」，集團會特別聘用二十多名

「年糕大使」，推廣及包裝新年糕點。
她說，今年兼職時薪有45元，較去年
增30%，以吸引更多人來應徵。

「重金」聘分貨 冀僱大學生

招聘會吸引不少年輕人，特別是
大學生到來。city'super負責人表示，
每年都會在這段時間額外聘請短期
員工，以大學生為主，今年希望能
聘用700人，以應付下月起一連兩個
月的黃金檔期，臨時職位包括營業
員、送貨員等多個工種，時薪由42元
至58元不等，當中分貨員更可高達
100元，若以時薪42元計算，就算半

個月人工已逾3,000元，工作整個月
的更可達7,000元，明顯較往年為
高。

增時薪加獎金仍憂難請人

Dr Kong負責人則表示，會增聘50
名兼職，另在聖誕及新年假期間上班
的兼職時薪會由35元增至40元外加特
別獎金，以鼓勵更多兼職員工上班，
但負責人仍然擔心這段期間人手會不
足，「其實都想請多些人集中應付聖
誕假期間的客人，但只有一星期的工
作又難以請人，現在如果人手真的不
足夠，唯有辛苦全職員工延長工作時
間了」。

受惠低資升 加幅明顯

有勞工組織表示，由於假期因素加
上12月至2月期間屬銷售旺季，加上
受惠於最低工資在5月上調，各大企
業的工資水平，不論是全職或兼職都
明顯較去年有所提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

對大學生而言，聖誕節加上新年十
數天的長假，與其留在家中，不如
找份兼職賺取外快。不少大學生都
表示，今年的工作選擇明顯較去年
多，故不擔心找不到工作，選擇時
自然會較為挑剔。他們大部分都以
零售業為首選，因為薪金較高，部
分更希望時薪可達45元以上。

大學二年級的歐小姐表示，聖誕
假期間不想呆在家中，而天天外出
花費又太大，所以希望找到銷售員
的兼職工作。她期望時薪起碼48
元，但坦言自己只會做聖誕和新年

假期，假期過後不會繼續做下去。
她指，不擔心找不到工作，「現在
市面上有那麼多選擇，只有『人揀
工』，沒有『工揀人』的」。

另一名大學生李小姐目前是兼職
侍應，也希望趁 今個聖誕假期轉
職做銷售員。她解釋，侍應要返一
整天，難以遷就自己的上學時間，
銷售員的工作時間則比較有彈性，
較易兼顧工作和學業。她說，聖誕
假期是一個轉工的好時機，因為間
間公司都在請人。她指，在這個供
過於求的情況下，希望之後工作的
時薪可由現時的35元增至45元。

選擇多「人揀工」大學生：轉工良機

上月零售銷貨升6.3%  佳節消費料增3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本港上月零售銷售維持穩

健增長，10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值為378億元，按年
升6.3%；扣除期間價格變動，總銷貨數量扣除價格變動按年
升5.8%。政府發言人表示，有關增長反映市民消費意慾平
穩，料訪港旅遊業將進一步擴張，短期內可繼續支持零售業
務。此外，亦有調查發現，市民普遍對來年經濟抱審慎樂觀
態度，更預計今年聖誕消費將按年大升34%，估計與外遊增
加有關。

耐用消費品 名貴品銷情旺

港府統計處昨日發表最新零售業銷貨額數字，今年10月零
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值378億元，按年升6.3%；扣除期間價
格變動後，零售業總銷貨數量按年升5.8%。同時，今年首10
個月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及總銷貨數量，分別按年上升11.9%
及11.3%。若按商店主要類別分析，珠寶首飾與名貴禮物銷貨
數量表現較好，按年錄得16.8%升幅，至於服裝零售、超級市
場貨品及雜項耐用消費品，則分別上升4.8%、5.6%及20.6%。

政府發言人指出，零售業銷售在10月維持穩健按年增長，
反映消費意慾大致平穩，及訪港旅遊業進一步擴張，展望勞
工市場未來情況仍然良好，加上訪港旅遊業進一步增長，短
期內應可繼續為零售業務表現帶來支持。

估計佳節人均消費3千元

此外，據樹仁大學於本月初訪問1,000名市民的調查顯示，
市民預計今年聖誕將平均消費3,065元，按年大升34%，估計
與市民多選擇在節日期間外遊有關。調查又發現，本港經濟
已踏入周期頂峰，有34%受訪市民料明年經濟會更好，按年
升2個百分點。

不過，本地零售業界卻對未來經濟發展持保守態度。零售
管理協會主席麥瑞 雖對聖誕外遊情況感樂觀，但認為最新
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6.3%按年升幅，較想像中低之餘，亦與
上月甲類物品的4.6%通脹接近。她稱，儘管新鮮蔬果有近8%
升幅，但其餘燃料、耐用品及電器等均錄得負增長，反映本
地消費不暢旺。

她又稱，衣物及鞋類銷售價值在黃金周表現亦不及預期，
估計與未能趕及換季有關，業界需面對現實；反觀珠寶首
飾、鐘錶及名貴禮物的零售量，錄得按年16.8%升幅，較銷貨
價的10.7%升幅多，反映貨品單價有下調跡象。總括10月份零
售業表現，麥瑞 以「無驚喜兼失望」來形容；對於未來市
道預測，她認為需視乎11月零售業銷貨額數字的變動，才能
作出預測。

香港文匯訊（記者　劉雅艷）香港是服
務型經濟，提升及傳承香港蜚聲國際的優
良服務甚為重要。適逢昨日是「感恩
節」，優質顧客服務協會定當日為「欣賞
服務日」，並於尖沙咀海運大廈舉行亮燈
儀式，鼓勵市民主動表揚各行各業表現卓
越的從業員，說聲「謝謝」或給予一個

「讚」。

團體籲勿「嗇like」發正能量

協會主席朱溢潮表示，香港必須透過專
業和優質的服務來鞏固競爭優勢，以贏取
顧客的欣賞，「當我們遇到惡劣服務時，
會發聲表達不滿。相反，當我們遇到卓越
服務時，何不發聲表揚、給予肯定呢？若
服務人員得到公眾多一點認同和讚賞，定
會受到鼓舞，顧客服務表現更佳，是個良

性循環」。
協會會員機構之一的海洋公園，一年前

起在園內推行「服務欣賞」計劃，遊客入
場時獲發一張感謝卡，送予其心目中表現
傑出的員工。公園市務總監李玲鳳認為，
計劃可為員工帶來更多正能量，更投入工
作。

同場出席活動的歌手C AllStar分享一次
乘的士的經歷。一名夜更司機把其的士布
置得美輪美奐，有精美的貼紙、以花朵點
綴，令車箱內洋溢 清新的香氣，「司機
的窩心的舉動，足以令每位乘客享受舒
適、輕鬆的旅程」。

歌手許廷鏗表示，傳統中國人較內斂，
不慣於當面稱讚他人，他呼籲市民不要吝
嗇對別人的讚許，因為最終得益不單是從
業員，還有企業及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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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及新年消費旺季將至，為增加人手應付需求，多間企業紛紛以高薪

在職場上搶散工。 陳廣盛攝

■「冬日招聘嘉年華」提供4,600個職位空

缺，其中1,600份為臨時及兼職空缺。

陳廣盛攝

■李小姐希望趁聖誕假轉職

做銷售員，冀時薪增至45

元。 陳廣盛攝

■適逢昨日是「感恩節」，優質顧客服務協會定當日為「欣賞服務日」。 劉雅艷攝

■本港上月零售銷售維持穩健增長，10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

的臨時估值為378億元，按年升6.3%。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