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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贊臣最缺貨 藥房抬價三成
上水93.3%無貨 消委：有必要維持限奶令

4大奶粉10區缺貨率
地區 牛欄牌 美素佳兒 美贊臣 惠氏

上水 42.9% 46.7% 93% 6.7%
大埔 28.6% 26.7% 62.5% 0%
將軍澳（寶琳） 33.3% 10% 62.5% 10%
北角 6.3% 50% 77.8% 5.9%
旺角 27.3% 18.2% 72.7% 9.1%
元朗 36.4% 50% 63.6% 16.7%
屯門 21.4% 42.9% 50% 14.3%
紅磡 9.1% 25% 83.3% 0%
荃灣 16.7% 50% 41.7% 8.3%
沙田 7.7% 20% 28.6% 0%

資料來源：消委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文鈴

工聯邀500獨居長者食團年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維寶）為

了讓獨居長者能夠歡度新年，工聯
會一連三日舉辦「關懷全港獨居
長者．龍『馬』精神團年宴」，
筵開42圍邀請近500名長者出席。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天亦出席團
年宴，他在致辭時表示，希望有
關活動每年都能夠舉行，讓長者
受惠。他又指，有長者向他建議
增加生果金金額、改善長者生活，
以及改善交通問題等。

之前CY林鄭出席 今到阿曾
工聯會本月20日起一連三天在
黃大仙一間酒樓舉辦「關懷全港
獨居長者．龍『馬』精神團年
宴」，昨日有約500名獨居長者
參與。繼首兩日請來特首梁振英
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出席後，
第三日邀請到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向長者拜早年，祝願長者身體健康，新年快樂。曾鈺
成在活動後又表示，席間有長者向他提出不少訴求，除了
希望政府能夠提高生果金金額外，居於將軍澳的長者提
出，希望政府能夠改善區內交通問題，同時增加牙科的津
貼亦是長者們非常關注的問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則笑言，工聯會成立66周
年，本身也是一個長者，所以非常關心長者福利問題，他
希望隨着社會不斷進步，社會上有更多資源能夠幫助長者
們改善生活。他又指，有長者稱曾鈺成為「金鉸剪」，希
望日後能夠繼續努力保持立法會運作順暢。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福布斯旅遊指南
港獲17個五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廣盛）維園年宵將於周六開
幕，昨日已有不少攤位急不及待粉飾和布置場地。有
花農表示，雖然今年的經營成本上升，但售價會與去
年相若，因為擔心加價會影響銷情。由於以往有花農
「偷步」開市，今年食環署不斷在場內廣播，又派員
到場巡視，呼籲各攤位不要「偷步」經營。
昨午開始，有工人在維園搭建年宵攤檔，不少花農

更已布置好場地，並開始將花運到現場。他們表示，
今年賣的仍以年花為主，包括桃花、年桔、蘭花、五
代同堂等。專賣蝴蝶蘭的「蝴蝶園」負責人王先生
稱，由於內地人工、花價都全面上升，今年的經營成
本有明顯增加，但強調售價會與去年相若，「太多競
爭了，加價只會趕客」，他預計今年能全數售出產
品。被問及未來數天，天氣回暖會否對銷情有影響，
王先生相信不會，「其實真的要視乎客源，有些顧客
會喜歡少花芯開的，但亦有顧客會買花芯全開的」。
明年是馬年，不少乾貨攤位除了一如以往售賣卡通

人物公仔、風車等貨品外，還售賣以馬為主題的物
品，如馬公仔、馬筆袋，甚至海「馬」公仔等。由於
以往一直有攤位「偷步」開市，今年食環署不斷在場
內廣播，又派員到場巡視，指現時維園年宵市場只供
投得攤位的人士搭建攤位，不准作經營用途，若檔主
違反有關條款，署方有權終止租約，檔主須即時將攤
位騰空交還，所繳付的競投款額亦將不獲發還。

維園年宵禁花農「偷步」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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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隨着本港經濟好轉，飲食業
漸次復甦，食肆數目亦因而穩步回升。工聯會飲食業職工總
會指出，從2008年第二季到去年第二季，飲食業從業員由21
萬人升至逾23.7萬人，食肆數目亦由1.2萬間升至1.6萬間，
但人手不足情況依然存在。工會指出，有食肆為了節省成
本，將洗碗工由2人減至1人，更涉嫌以「假自僱」一併節省
強積金及年假等成本。
飲食業職工總會秘書長黃必文指出，在租金及成本高企
下，不少食肆均縮減人手，「以一間面積達一萬平方尺的酒
樓為例，連同出納及會計等，總共約需120人，但實際只得
90人工作」。工會主席郭宏興指，據知太古區一間點心專門
店原本以各9,000元月薪聘用2名洗碗工，後有人離職，便將
另一人月薪提高至1.8萬元，工作時間卻倍增至朝7晚10，更
涉嫌以「假自僱」形式繼續聘用。後來該名洗碗工離職，該
食肆更將月薪調低至1.5萬元聘請他人做相同的工作。

促先聘後訓推至飲食業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副主任葉偉明促請政府為業界提供更多
培訓，改善行業文化及提升形象，並將建造業「先聘請、後
培訓」的模式推展至飲食業。

勞福局：貧窮線非扶貧線

積金局研設低收費「核心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聶曉輝) 現行強積金

計劃成員若沒有選擇基金，他們的強積金便
會投資於所屬計劃的預設基金。為簡化打工
仔強積金投資上的選擇，積金局正研究設立
低收費、回報穩定的「核心基金」，以劃一
預設基金的安排。積金局機構事務總監及執
行董事鄭恩賜表示，現時約有20%打工仔，
即50萬人選擇預設基金，積金局期望稍後提
出方案，今年第二季內諮詢公眾。

鄭恩賜又指，積金局已向擁有4個或以上
戶口的打工仔，發出總共18萬封整合通知
信。截至上月底，受託人已收回1.8萬份整
合申請，反應不俗。此外，自強積金「半自
由行」推出以來，積金局共收到逾10萬宗轉
移受託人的個案。另一方面，積金局已推出
網上平台「積金台」，並已上載6條有關
「預設基金」及「收費比較平台」等6條段
片，市民可透過YouTube瀏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福布斯旅遊指南昨天
公布其五十六屆全球星級評級得主。香港共獲得17個
五星評級，包括7間酒店、5間餐廳及5間水療中心。
香港五星酒店及水療中心名單與去年一樣，但在今年
新增的五星餐廳11個席位中佔了5席，當中包括龍景
軒及文華扒房等。香港文華東方酒店、澳門皇冠度假
酒店和香港四季酒店更獲得「四重五星級評級」。
福布斯旅遊指南昨天公布了第五十六屆全球星級評

級得主，包括15間首獲五星級殊榮的酒店，16間首獲
五星級殊榮的餐廳和5間首獲五星級殊榮的水療中
心。全球獲五星級評級的酒店總數為97間，是福布斯
旅遊指南歷來最多得主數目的一屆。
香港共獲得17個五星評級，包括7間酒店、5間餐
廳及5間水療中心，總五星評級被澳門超越，澳門獲
得總共18個五星評級，包括7間酒店、5間餐廳及6間
水療中心。

食衛局昨日公布奶粉零售供應及價格調查，
指當局於本月委託顧問公司就美贊臣及美

素佳兒兩個奶粉品牌，於去年短缺情況較為嚴
重的5個地區進行2次調查，5區分別是北區、
元朗、屯門、東區及油尖旺區。結果顯示，兩
個品牌的相關產品均出現相當短缺的情況，而
以美贊臣的情況尤甚。

連鎖店一般無因缺貨抬價
當局指，「美贊臣2號」於調查第一周的總
缺貨率高達64%，在5區中，美贊臣在東區的
供應最短缺，而美素佳兒在元朗區的缺貨率則
最高。但兩個品牌的短缺情況在調查第二周已
得到緩和，美贊臣下降程度分別為4個至13個
百分點及美素佳兒下降2個至10個百分點。
在零售價格方面，調查指連鎖店一般沒有因
缺貨而提高零售價至高於供應商的建議零售
價。而藥房在美贊臣的訂價一般高於建議零售
價，但有關訂價於調查第二周期間有所回落。
至於美素佳兒在藥房的價格則一直貼近建議零
售價或較建議零售價便宜。

發言人表示，十分關注供應相當短缺的情
況，當局已要求供應商確保在農曆新年前有充
足奶粉供應，又去年12月預訂奶粉服務售出的
奶粉量，較2012年同期增加1倍多。
另外，消委會昨亦公布本港初生嬰兒奶粉供

應和價格調查，消委會本月在東鐵沿線10個車
站抽樣調查近137個零售店舖，結果發現上水
奶粉缺貨情況最嚴重，尤其美贊臣的缺貨較嚴
重，在上水缺貨率達93.3%，而美素佳兒亦有
缺貨。消委會發現，有藥房將奶粉抬價，認為
有必要維持限奶令。

黃玉山：抬價30%不恰當
消委會於本月調查上水、大埔、沙田、旺

角、紅磡、元朗、屯門、荃灣、將軍澳及北角
近137個零售店舖，觀察4個牌子初生嬰兒奶
粉，包括牛欄牌、美素佳兒、美贊臣及惠氏的
供應、售價，以及對比不同零售商的售價等。
主席黃玉山表示，連鎖店與奶粉供應商的建議
售價一致，但不同地區的藥房奶粉售價，最多
可差距超過30%。消委會去年11月更收到一宗

投訴關於旺角藥房售賣奶粉一罐高達560元。
調查發現，差價最高的是北角一間藥房出售

的美贊臣奶粉，售價達380元，較供應商建議
的高出近30%，屬不正常。農曆新年期間奶粉
價格會否再被抬高，黃玉山說，對此難以預
測，他指抬價是商業決定，但認為將售價抬高
30%是不可接受和不恰當，希望將售價和供應
等資料公開可以壓抑抬價的問題。

消委去年接奶粉投訴310宗
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則指出，去年出現「奶

粉荒」主要與家長希望在市面的藥房買到平價
奶粉，令需求增加有關，相信今年投訴較去年
少，是因為家長從其他渠道買得奶粉和預先儲
備。她表示，亦有派人到早前被報道以天價出
售奶粉的藥房調查，但調查時，有關藥房的奶
粉已售罄，無法核實情況。消委會指出，去年
涉及奶粉的投訴有310宗，是2012年投訴宗數
的兩倍，今年頭20日則收有11宗投訴。消委會
表示，若接獲有關抬價的投訴，會轉介奶粉供
應商，可能會限制或不供貨予有關零售商。

香港文匯報訊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昨
日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施政報告提出推出低
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有議員希望當局可向一
些貧窮家庭再額外發放津貼，協助他們脫離
貧窮線，勞工及福利局強調，貧窮線並非扶
貧線，因此不存在要將有關家庭帶到貧窮線
之上的做法。

王國興：無措施助「五無」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

津貼，在昨日的會議上，新民黨田北辰認
為，居住公屋的家庭若要申請，應該將公屋
計入福利轉移，「2人家庭的界線是7,700
元，若有2個2人家庭同是7,500元，但一個

有公屋住，一個則沒有，但所取得的津貼卻
一樣」。工聯會王國興表示，有些60歲至64
歲長者，不合資格領取綜援、長者生活津
貼、長者醫療券等，屬於「五無人士」，批
評政府無措施幫助他們。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強調，貧窮線
並非扶貧線，因此不存在要將有關家庭帶
到貧窮線之上的做法，今次低收入在職家
庭津貼，有一半受惠人屬於家庭月入在入
息中位數五成至六成的邊緣人士，可有防
貧作用。他重申，津貼的目的之一是紓緩
跨代貧窮，因此受惠對象是兒童，他否認
忽略長者，當局有推行長者生活津貼等措
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政府及消委會昨日公布有關本港奶粉供應及
價格調查，結果顯示美贊臣的缺貨最嚴重，而藥房出售奶粉價格亦有抬高的現
象。美贊臣表示，奶粉的售價屬藥房自身的商業決定，呼籲零售商為父母設想，
不要因為一時利益而刻意抬高售價。港九藥房總商會則表示，曾有藥房最誇張
將奶粉價格升至1倍，但由於本港沒有價格管制，因此呼籲藥房要有商業良心。

美贊臣：加強補貨保供應
美贊臣說，會增加奶粉的供應，過去數月的總體供應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已
有相當升幅。由本月初開始至農曆年期間，總體供應量亦不斷增加。同時，
會加強補貨的效率及頻率。為針對部分水貨活動較為活躍的地區，美贊臣已
加強與零售商的聯繫，密切監察銷售情況，並按需要加強補貨的效率及頻
率，確保本地嬰幼兒獲穩定的奶粉供應。
港九藥房總商會理事長劉愛國表示，由於不是每間藥房都慣性向奶粉供應
商取貨，所以這些藥房會到超級市場或其他藥房購入奶粉再轉售。他指，這
些藥房的奶粉售價會在購入價另加至少30%，因此令到奶粉格價被抬高。
劉愛國說，由於有奶粉供應商會出現綑綁式買貨，藥房入貨時需要購入全
部型號的奶粉，如美贊臣中最暢銷為1號及3號，其餘2號、4號及5號的奶粉
則會囤積，變相藥房不會再入貨，導致某型號的奶粉缺貨。

港無價格管制 僅靠藥房良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本港奶粉

供應問題緊張，港府去年3月推出「限奶

令」後，供應緊張情況有改善，但個別牌

子的奶粉仍長期缺貨。港府和消委會昨日

分別公布有關本地奶粉供應及售價的調

查。調查結果均顯示，美贊臣缺貨問題最

為嚴重，在上水的缺貨率可高達93%，而

美贊臣在大部分藥房的訂價方面一般亦高

於建議零售價，最高可相差30%。消委會

表示，兩份報告的結果顯示大方向相似，

認為可反映現時本港奶粉供應的實況。

■■黃玉山表示黃玉山表示，，
連鎖店與奶粉供連鎖店與奶粉供
應商的建議售價應商的建議售價
一致一致。。張文鈴張文鈴 攝攝

■■黃鳳嫺指出黃鳳嫺指出，，去年去年
出現出現「「奶粉荒奶粉荒」」主要主要
與家長希望在市面的與家長希望在市面的
藥房買到平價奶粉藥房買到平價奶粉，，
令需求增加有關令需求增加有關。。

張文鈴張文鈴 攝攝

■工聯會促
請政府為飲
食業提供更
多培訓。
聶曉輝 攝

▲曾鈺成在
席上聽取長
者的訴求。

莫雪芝 攝

◀陳婉嫻曾
鈺成向長者
送上尊老禮
品。

莫雪芝 攝

■■曾鈺成曾鈺成、、陳婉嫻陳婉嫻、、黃國健及鄧家彪向長者黃國健及鄧家彪向長者
拜早年拜早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不少花農已布置好場地。 陳廣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