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應增5,000隻 30%超齡
為期3星期的禁售活雞令昨日凌晨解禁，首批

本地活雞於凌晨12時運抵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
場。首日重售活雞總供應量約2.5萬隻，較「禁
雞令」前增加5,000隻，當中逾30%是超齡雞。
凌晨約4時，本地活雞陸續運往各街市售賣，銷
情相當理想。
九龍城街市、灣仔駱克道街市及大埔街市的雞
檔，昨晨已人頭湧湧，檔外擠滿期望「重拾鮮雞
味」的市民。灣仔駱克道街市有雞販推出「加數
十元多1隻雞」的優惠，市民聞風即蜂擁搶購。
而九龍城街市的2個雞販更推出「買一送一」優
惠，令檔外出現長長的人龍，雞販做到無停手，
市民「平均輪候時間」約需10分鐘。

逾百嘉美雞火速售罄
九龍城街市雞販梁太購入300隻活雞應市，較

平日大增200隻，當中66%是嘉美雞，每斤60
元，買一送一。雖然銷情始終不及農曆新年的高

峰期熾熱，但她指銷情仍較平日增20%至30%，
早上9時半已沽清所有嘉美雞。
梁太指出，雖然超齡雞批發價由每斤12元、13
元增至15元；適齡雞批發價由每斤19元增至23
元，但批發商加推「買多折扣多」優惠，以減少
雞隻囤積的壓力，故雞販整體的活雞來貨價下
跌，繼而推出「加數十元多1隻雞」甚或「買一
送一」優惠「益街坊」。
街市另一雞販玲姐表示，自前日落訂買雞的

市民絡繹不絕，共近50隻活雞訂單。她特意購
入160隻活雞，較平時多1倍，皇健雞及嘉美雞
都推出「買一送一」優惠，「因超齡雞較少人
買，故超齡雞平均每斤售價會相應下調至約48
元」。

市民歡迎先放行本地雞
帶備手拉車的周女士一口氣購買了11隻雞，當
中10隻是買一送一的嘉美少爺雞，另1隻則是康
保雞，合共約1,000元。她指當中6隻雞是用作

「孝敬」奶奶，其餘自己慢慢享用。「由於我不
吃冰鮮雞，所以禁雞期間沒有新鮮雞很失望。不
管是老是嫩，我要重拾久違的鮮雞味」。
唐小姐亦「雞癮大發」，早於前日已訂購「兩
老兩嫩」的活雞，「老雞煲湯補身，嫩雞清蒸好
味！」她歡迎港府決定先放行本地活雞，並暫緩
內地活雞供港的做法，「始終內地仍不時出現人
類感染H7N9的個案，會擔心再有內地供港雞受
感染，令全港再停售活雞供應」。

雞商送暖 老雞贈長者補身
本地雞農表示，由於囤積了大量超齡雞，即使

沒內地活雞，也會平賣促銷。嘉美雞代理透露，
售價將較以往便宜兩成至三成，而部分超齡雞也
會轉贈長者食用。而嘉美雞零售商也表明會把代
理提供買一送一優惠回贈顧客。
本地雞「嘉美雞有限公司」董事郭銘祥表示，
21日禁雞期共囤積近7萬隻雞，昨日已推出共
8,000隻活雞，當中有「有老有嫩」。他透露，今
日及明日仍計劃以「買多折扣多」的優惠促銷活
雞予雞販，估計仍有雞販願意推出「買一送一」
優惠予市民。他亦會把5,000隻雞捐給慈善機構
或政黨，再轉贈予長者。
活雞承包商「粵皇雞」執行董事鄭展強昨日亦
捐出1,000隻超齡雞，並在黃大仙橫頭磡邨向長
者派發200隻雞。他稱，未來幾日會再到其他地
區派發其餘800隻超齡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市民苦忍「雞癮」3星期，本港昨日終恢復本地

活雞銷售，首日共供應約2.5萬隻活雞，較停售活雞前多5,000隻，當中逾30%是

「超齡雞」。為促銷活雞，不少雞販以優惠價如「買一送一」作招徠，令檔外出現

人龍，成功推高銷情20%至30%，一掃禁雞令期間的死寂局面。有市民更帶備手

拉車，一口氣購買11隻雞，笑言「要重拾久違的鮮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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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報訊（記
者 陳廣
盛）立法會
食物安全及
環境衛生事
務委員會昨
日討論向受

禽流感影響的家禽業經營者提供補償及特惠津貼方
案。多名議員都批評現時向每隻被屠宰的雞賠償不
超過30元的金額太少，指有關的賠償法例是在多年
前訂定，政府應重新考慮金額是否足夠。署理食物
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現階段停售活雞的賠償
安排，是在未有延長停止輸入內地活雞4個月的新
決定前擬定的，漁護署會再評估入口內地活雞行業
所受的影響，再安排賠償問題。

何俊賢：條例過時賠償少
民建聯何俊賢在會上批評，賠償金額太少又不
合時宜，因現時規定每隻被屠宰的雞賠償30元的
法例，是1999年訂立的，多年來都沒有作出修
改，「1999年一碗叉燒飯幾錢，今日一碗又幾錢
呢？是完全不同價錢」。他要求政府馬上對此作
出修改；工聯會王國興則關注到當局早前提出的
賠償方案是以1個月來計算，但政府日前公布暫緩

進口內地活家禽措施長達4個月，對從事進口內地
活禽的運輸業界、零售及批發商，以至整個食物
供應鏈都有影響，要求局方繼續向他們提供賠償
直至內地活家禽可以恢復進口為止。
陳肇始回應表示，明白事件對批發商的影響很

大，亦考慮到殺雞決定剛好是農曆新年之前，故
特意計劃向雞農、雞販及批發商等發放恩恤金，
強調30元的賠償金額是根據法例訂定出來；漁護
署亦曾根據通脹、養雞的生產成本、因停售產生
的額外成本等因素重新計算，計算出的結果剛好
同樣是30元。她又說，現階段的停售活雞的賠償
安排，是在未有延長停止輸入內地活雞4個月的新
決定前擬定，漁護署會繼續與批發商溝通及進行
評估，不排除有額外恩恤。

憂雞價飆 保留內地活雞供港
另外，有議員提出，當局可研究全面停止內地活
雞供港，只由本地家禽業界供應活雞。陳肇始表
示，根據評估若只由本地業界提供活雞，未必足夠
供應本地市場，亦可能令雞價飆升，所以沒有考慮
過這個方案。她重申，政府在2008年已經表明，如
果活禽業界不交牌，就要承受禽流感爆發風險。至
於不少適齡雞批發價較禁售前為高，陳肇始指當局
不會干預市場，但會留意價格，希望業界明白禽流
感風險帶來的不便，控制好價格。

渴難耐 老嫰通吃
「買一送一」市民搶購 老饕拉車仔買足11隻

品種：嘉美雞
特徵：由香港大學和嘉道理農業研究所
共同開發，100%本港培育和生產。單
冠、黃毛、黃腳，而其嘴和腳較一般雞
隻小。嘴下有「鬍鬚」、胸口呈尖形。
約重兩斤半，肉質嫩滑而富彈性，雞味
鮮甜。
建議烹調方法：清蒸、炒球及凍食
品種：粵皇雞
特徵：主要由8種雞種混種配成，是嘉
美雞的改良品種。需飼養90日至100
日，故體形較嘉美雞大，約重三斤，油
脂少。
建議烹調方法：清蒸及炒球
品種：泰安雞
特徵：皮膚顏色淺白，皮薄，皮下脂肪
少，肉含脂肪少，含豐富骨膠原，蛋白
質含量高。烹調後色澤金黃、香味濃
郁、皮爽肉滑。曾在1993年獲香港政
府頒發的「最佳公雞」、「最佳母雞」
獎。
建議烹調方法：清蒸
品種：康保雞
特徵：香港大學動物系與香港家禽有限
公司共同開發。雞隻體形較小，由一斤
十二両至兩斤半不等，毛色是棕色、黃
黑花紋或純黑色。肉質結實，雞味較
濃，骨膠原含量較少，保存了「走地
雞」的質素及風味。
建議烹調方法：燉、煲湯、炆及焗
品種：皇健雞
特徵：由7種華南雞種培育而成，當中
選取了含「肥仔」基因的雞種，養飼90
日，故脂肪較多，雞皮亦因油脂豐盛而
呈黃色。皮香肉滑，肉味香甜。
建議烹調方法：蒸、焗及炸
品種：永明雞
特徵：清遠雞的改良品種，需飼養約
100日。特徵為皮薄、肉質結實及幼細
香滑。
建議烹調方法：清蒸

■資料來源：
香港中小企常用食物規格資料庫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雅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
盛）署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
肇始昨日在食物安全及環境衛
生事務委員會上表示，當局初
步敲定以上水虎地坳作為暫時
停放內地雞隻，等候檢疫結果
的選址，預料需時3個月至4個
月才可投入運作。有議員質疑
是否需要4個月才可以找到地方
分流兩地雞隻；家禽批發商
指，停止輸入內地活雞時間過
長嚴重影響生計。

污水排后海灣要跟指標
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在會

上質疑，是否需要4個月才可以
找到地方分流兩地雞隻。他又
指，若局方4個月後找不到地方
分流兩地雞隻，又恢復現時內
地雞未有檢測結果便運入長沙
灣市場，就是自打嘴巴。陳肇
始回應表示，局方經研究後認
為，長沙灣漁市場較擠迫，並
非合適地點；現階段上水虎地

坳是最適合的選址，但要考慮
各方面的技術問題，估計4個月
內可完成。
漁護署助理署長廖季堅亦解

釋，當局需要改變土地用途、平
整土地，亦要建造上蓋。另外，
由於污水需要排去后海灣，有較
嚴謹的排污指標，要跟工務部門
商討設計排污渠。由於很多是法
例規定，並會帶來衛生問題，形
容是「欲速則不達」。

批發商憂影響業界生計
活家禽批發商商會會長徐名團

歡迎政府安排地方作臨時分流，
但認為4個月的研究時間太長，
擔心會影響業界生計，「覺得10
日、8日都能完成，因為只是臨
時用而已，又不是要建大樓。若
要等4個月，每個司機都轉去駕
駛泥頭車了，誰會為他們支薪
呢？」徐名團續說，若3日內未
得到局方合理回應，不排除會有
進一步激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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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雞場品種

漁署再評估 或額外恩恤賠償

■雞販梁太購300隻活雞
應市。 梁祖彝攝

■周女士一口氣購買了11隻
雞。 梁祖彝 攝

■唐小姐早於前日訂購「兩
老兩嫩」活雞。 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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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形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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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始
黃偉邦攝

■何俊賢
黃偉邦攝

■■雞檔外出現長長的雞檔外出現長長的
人龍人龍，，雞販做到無停雞販做到無停
手手，，市民市民「「平均輪候平均輪候
時間時間」」約需約需1010分鐘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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