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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時間，內地股市大幅波動，像過山車那
樣急升急跌，令投資者時而欣喜若狂，時而心驚膽
顫。昨日也是全天高低波幅達一成。出現這樣大幅
波動的原因值得關注。如何全力打造一個令股市健
康發展的良好環境，真正讓市場來決定股市的走向
和個股的升跌，發揮股市對經濟的推動作用，也讓
投資者得到應有的回報，是值得有關方面認真研究
解決的問題。

按照經濟學的理論，股票市場是宏觀經濟的晴雨
表，它應該反映出宏觀經濟的變化。由於中國的股
市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才開始起步，總體上雖是
持續向前發展，但期間也經歷了許許多多的風風雨
雨。尤其是從 2007 年 10 月 16 日，上證指數達到
6124點的歷史高位之後，股市就開始輾轉下跌，低
迷不振，到今年初更跌至2000點左右的低位。中國
經濟這幾年來一直都有 7%-10%的高速增長，但股
市卻是如此乏力，與宏觀經濟不俗的表現很不相
稱。許多專家指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內地股
市尚未發育成熟，無論從公司上市，還是股票市場
的運作等環節上，還存在着許多非市場化的因素影
響，特別是受到政策性因素影響更大。

客觀上說，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也需要有一

個活躍的股市，有關方面在現階段採取一些措施來
激活股市，也是很有必要的。問題在於市場有其本
身的運行規律。對於內地股市來說，最為重要的
是創造一個讓股市正常運作及健康發展的大環
境，提供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環境、盡
量與國際接軌的監管及交易制度，依法監管和保
障投資者正當的權益。比如，對於散布虛假消息
來牟利者、以不正當手段來擾亂市場者、進行內
幕交易等等不法行為，監管當局就要大力打擊，
以確保股市健康發展。至於股市的走向和個股的
升跌，主要應由市場來決定。最近股市的波動與
調整，與其前段時間上升過快過猛，也有一定的
關係。畢竟三個月內，股市總體竟漲了一倍，牛
發瘋起來，也是會傷人的。因此，有關方面需要
一方面加強監管，打擊非法行為，保護投資者利
益；同時，也要根據經濟運行本身的規律辦事，盡
量減少對股市的直接影響，讓其慢慢回復理性，確
保股市朝着穩健的方向運行。

隨着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上市公司的贏利能力
不斷提高，加上有關方面監管股市的經驗不斷成
熟，內地股市還是一個充滿希望、能夠為理性投資
者帶來相應回報的巨大寶藏。

創造良好環境 回復市場特性
廉政公署昨日落案起訴一名工程公司

前東主，以圍標方式取得樓宇翻新工程
合約。這是本港首次有參與圍標的骨幹
成員被捕。本港樓宇維修工程歷來被不
法分子視為牟取暴利的「肥肉」，圍標
現象日趨嚴重，小業主為此付出高昂代
價。當局有必要多管齊下打擊圍標，警
方和廉署更應加強執法檢控，以收阻嚇
之效。

政府推出強制驗樓計劃及樓宇維修資
助貸款等，令舊樓維修成為中小型承建
商生意來源。但大部分小業主既缺乏專
業知識，又不了解市價，難以挑選合適
的建築顧問公司及承建商，令一些業主
法團、管理公司、工程顧問、承建商等
很容易抱團搞「黑箱作業」。不少小業
主在收到巨額維修費通知書時，才驚覺
法團已通過進行天價的維修工程。此次
被起訴的工程公司東主，為了獲得樓宇
翻新工程合約，合共向相關人士行賄達
4360萬元之巨，更公然恐嚇業主法團中
持有異議的業主。若其行為得逞，有關

樓宇的小業主，不得不拿出大筆的積
蓄，為高達2.6億元的天價維修費買單。

要徹底肅清圍標的歪風，保障廣大業
主的合法權益，政府須多管齊下，封堵
一切可能令圍標發生的程序及法例漏
洞。民政署、房協及市建局應對樓宇維
修支援計劃的程序安排作出優化，務求
杜絕圍標行為，例如，引入獨立顧問制
度，提供維修項目估價，讓法團及業主
能比較入標價是否市場水平，再決定揀
選合適的標書；政府全面檢討《建築物
管理條例》，堵塞漏洞，阻止圍標。

在執法方面，廉署和警方應積極跟進
和調查有關圍標的投訴和舉報個案，成
立打擊圍標的專案小組，專門處理大廈
工程的相關違法行為，與有關法團和業
主直接聯繫，邀請他們向執法部門提供
罪案消息，加強情報收集工作，增加成
功破案、檢控的機會，並高調宣傳防止
圍標的工作，致力為法團和業主提供防
貪和防罪資訊。

（相關新聞刊A6版）

多管齊下打擊修樓「圍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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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隧加價開大口 市民喊貴
元旦起加11.9% 的士私家車漲1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近年骨灰龕位需求殷
切，早前有公司申請將工業用地改為靈灰安置所，繼而
引起鄰近居民不滿。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及郭偉強
昨日約見規劃署，促請城規會否決有關申請，並需就香
港未來工業用地的規劃與制訂，作可持續發展策略及計
劃，以鞏固香港工業的國際地位。
嘉里貨倉本年初向城規會提出，將柴灣嘉業街50號的

工業用地改劃為靈灰安置所，諮詢期共收到7,331份意見
書，有達90%意見對申請表示反對。嘉里貨倉其後要求
延期審議有關申請，獲城規會批准。王國興、郭偉強，
及工聯會「善終設施關注組」召集人梁子穎昨日約見規
劃署助理署長余賜堅，促請城規會否決有關申請。

王國興：居民憂塞車污染
王國興表示，居民主要關注現時私人骨灰龕規管法例

仍在草案審議階段，對消費者並無保障，並擔心有關申
請一旦成功，會破壞該區城市規劃的一致性及完整性，
妨礙產業發展、交通擠塞、人流問題及造成空氣污染。
王國興認為，嘉里的申請未獲居民認同，運輸署、地

政總署及食環署均對申請表示憂慮及存在保留，故認為
城規會不應批准嘉里申請延期審議，並應否決有關土地
更改用途申請。

促慎批葵涌工廈改建灰龕
同時，梁子穎發現有私人企業計劃將葵涌永立街24至

28號一幢3層高工廈，更改土地規劃用途為靈灰安置
所，並重建整幢大廈，預計可提供不多於20,000個骨灰
龕位。他認為城規會處理將工廈改列為靈灰安置所時，
必須慎重，並作多方面的規劃性考慮。工聯會促請當局
需就香港未來工業用地的規劃與制訂，作可持續發展策
略及計劃，以鞏固香港工業的國際地位。

港府昨宣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大老山
隧道經修訂的加費申請，私家車及的士各加3

元（見表）；電單車加2元；單層與雙層巴士均加1
元：小巴與各類貨車的收費則維持不變，加權平均
增幅為11.9%。新收費會由2016年1月1日起生效。

「無客的」首半年午夜平3元
大隧會在新收費生效起的6個月內，向於午夜至翌

晨6時期間使用隧道的無載客的士，提供3元折扣優
惠，其後隧道公司亦會就優惠再作檢討。隧道公司
同時承諾，在2018年專營期屆滿前不會再提交進一
步加費申請。
大老山隧道公司申請加價時解釋，投資興建大隧

金額約20億元，但截至去年6月底的累積盈利僅
12.83億元，遠遜於基本方案中同期預算的53.40億
元，認為隧道條例已列明投資者應獲得合理但非過
多的報酬。隧道公司又指，隧道費佔總收入約
96%，相信加價有助增加收入，以取得合理投資回
報。
大隧上次加價為2013年8月，當時各種車輛約加
價1元至2元，加權平均增幅為11.1%。大隧於去年
9月再向政府提出加價，加權平均增幅為15%。港府
其後促請隧道公司重新考慮是否確有需要增加隧道
費及其建議的加幅，並認為應減低對公共小型巴士

與巴士等公共交通車輛及貨車的影響。隧道公司考
慮立法會與交諮會意見，並與政府進一步磋商後，
調低了部分加費建議。

交諮會：好過用公帑仲裁
交諮會認為，隧道公司是次加費申請理據充足，

又指政府與隧道公司已盡可能就增加隧道費達成協
議，勝於動用公帑支付訟費以進行仲裁來解決分
歧。
政府發言人表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綜

合考慮各項相關因素，包括隧道公司的財務狀
況、經營成本、服務表現、公眾的負擔能力與接
受程度、隧道公司是否得到合理但非過多的報
酬、對交通的影響，及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及
交諮會意見等。
去年大隧平均每日行車量為57,000架次，根據大

隧早前提交的文件，預期加價後每日車流會減少約
1,100架次，當中約700架次車輛將改用獅子山隧
道；約100架次車輛改用大埔道及約300架次車輛改
用8號幹線。
政府評估同樣指出，加費對連接沙田至九龍的道

路系統的交通應不致構成重大影響，而乘客亦可選
擇其他路線及交通工具，惟當局在加價前後會緊密
監察交通情況變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大老山隧道將
於明年元旦起加價，平均加幅達11.9%，令私
家車收費與獅子山隧道收費的差距，由現時9
元進一步拉闊至12元。不少市民均對大老山隧
道再次加價感到不滿，但只能無奈接受。有立

法會議員則擔心，加價會令多條隧道的交通流
量失衡情況更嚴重。

加價後 大隧貴12元
現時有3條隧道連接沙田與九龍，包括大

隧、獅隧，及8號幹線（沙田嶺隧道/尖山隧
道/大圍隧道），當中由政府營運的獅隧與8號
幹線均劃一收費8元，較現時大隧私家車收費
平逾半。待大隧明年加價後，隧道費差距更會
由現時9元擴至12元。
不少市民均對大隧加價感不滿，有私家車司
機認為今次加價幅度太大，以後如無必要也不
會使用該隧道，會改行獅隧或8號幹線。有司
機則指大隧較方便且較少塞車，故對加價只能
無奈接受。

空車的士多數卻步
香港的士商會主席黃保強表示，現時大隧的

士收費高達17元，對業界而言，已屬很大的負
擔，相信大隧明年加價後，部分司機會對大隧
卻步，特別在當沒有載客時，多數不會空車使
用大隧，轉為使用獅隧等其他隧道。
九巴表示，現時有19條常規全日路線、17條
繁忙時間服務路線，及1條常規通宵路線使用大
隧，由於車輛主要屬三軸車，預計大隧明年加價
後，九巴每年需額外多付約470萬元隧道費。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指出，現時大隧與
獅隧的車流量已不平衡，擔心當大隧進一步加
價後，不平衡的情況會更嚴重，特別會加劇獅
隧的交通負荷，但市民也只能無奈及不滿地接
受加價。

恐引發連鎖加價潮
民間監管公共事業聯委會發言人蔡耀昌稱，

現時往來沙田與九龍的3條隧道中，以大隧收
費最高，差距亦十分大，今次加價將進一步擴
大差距，加重市民的承擔。他更擔心繼港鐵上
月加價後，大隧又獲批加價，或會引發其他公
共交通事業相應加價，促當局重視市民所面對
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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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憂獅隧「吃不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

香港再有公共事業即將加價。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昨

日批准大老山隧道的加費申請，

經修訂後平均加幅11.9%，其中

私家車及的士收費，將由17元加

至 20元，加幅 18%；電單車由

13元加至15元；巴士加1元；小

巴及各類貨車的收費則維持不

變。新收費將於明年1月1日起生

效，隧道公司會在新收費實施首

半年，於凌晨向無載客的士提供

3元優惠。不少市民都對大隧勁

加價感到不滿，大呻很貴（見另

稿）。

■工聯會昨日約見規劃署，促請城規會否決柴灣工業地
改建靈灰安置所。 工聯會供圖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昨批准大老山隧道加費申請，由明年元旦起，私家
車及的士各加3元。 資料圖片

大隧明年元旦新收費
車輛種類 現收費 新收費 變動 (變幅)

電單車 13元 15元 +2元 (+15%)

私家車/的士 17元 20元 +3元 (+18%)

私家小型巴士 24元 24元 -

公共小型巴士 23元 23元 -

輕型貨車 24元 24元 -

中型/重型貨車 28元 28元 -

單層巴士 31元 32元 +1元 (+3%)

雙層巴士 34元 35元 +1元 (+3%)

額外車軸 21元 24元 +3元 (+14%)

資料來源：政府 製表：記者 羅繼盛

■鄧家彪擔心，當大隧進一步加價後，大隧與
獅隧的車流量會更加不平衡。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