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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劉伶漸多梅酒甜「清」熱賣
港人品酒文化追潮 買酒要求平靚正

政府兩電商電費 考慮能源價格 66學者倡三方合資月領3500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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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轄下一間安老服務單位的長者在特設的
「職業訓練」主題餐廳，接受懲教所年輕在囚人士
的款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禮賓
府今日舉行開放日。昨日，特首梁振英
充當「導遊」，帶領一批特殊學校的學
生參觀禮賓府。擅長園藝的他更預告，
在今日正式開放日，他會擺放幾盆自己
種的植物讓大家觀賞。他指出，種植是
減壓良方，希望禮賓府的綠色點滴，能
夠感染生活緊張的香港人。
梁振英昨日在其個人facebook及特首

網誌上載了多張照片，表示在禮賓府開
放日前夕，他們一如以往舉行「預
展」，於昨日先邀請約500位特殊學校
學生、家長和教職員參觀。「我權充導
遊，講解禮賓府歴史及介紹一些植
物。」
特首網誌的「正文」，以《禮賓府種

植任務》為題，提到近期大紅的電影
《火星任務》。這部電影講述由麥迪文
飾演太空人兼植物學家Mark在火星這
個不可能的環境，自己造水和用有機肥
料，種植薯仔維持生命，「橋段當然是
虛構，但可以鼓勵大家的創造力！」

有機耕作DIY 邊種邊學樂無窮
他笑言，自己不是植物學家，禮賓府

也不是火星般的極端環境，但他選擇採
用的也是環保方式的有機耕作。「我在
禮賓府用碎枝機將花園的枯枝落葉打碎
做堆肥，也把廚餘乾燥後在花園堆埋，
再加上回收紙張和樽罐，大量減少輸送
到堆填區的廢物，而且有了自製堆肥，
花草樹木都長得健康，一舉兩得。」
梁振英表示，今日是禮賓府開放日，

園藝和其他同事近日都忙得不亦樂乎，
自己也會擺放幾盆自己種的植物，包括
秋葵、粟米、火龍果和檸檬等，請大家
觀賞。「香港人生活緊張，種植不必是
高深學問，反而是減壓良方。邊種邊
學，其樂無窮：植物的發芽、成長、開
花、結果，會給你不絕的驚喜。希望禮
賓府的綠色點滴能夠感染你。」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文森 )為應
對 未 來 氣 候 變
化，特區政府需
採取一連串減排
措施，環境局局
長黃錦星承認，
無可避免對電費
造成壓力，當局
正與兩間電力公
司商討明年電費
水平，下月會有
公佈。當局在審
議時，會考慮能
源價格基本數據

和市民承受能力等。他又透露，上月家中電費只需
101元，呼籲市民和他一樣，少開冷氣及選用有能源
效益電器，可更慳電和環保。
環境局前天發表「香港氣候變化報告2015」，黃
錦星昨日出席電視及電台節目時重申，期望藉此報告
與公眾溝通及作出交代。特區政府亦希望可在本年底
前，就電力市場未來發展向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
會提交報告，表述如何平衡各方面工作，以及透過與
兩電協議，多用清潔能源。
被問及目前天然氣價格相對較便宜，當局在批核
兩間電力公司的電費調整時會否「手緊」一點？黃
錦星回應稱，電費檢討是綜合思考，有專家及顧問

提供意見，包括審視能源價格的基本數據，此做法
與以往分別不大，均是按正常情況去做，下月會公
佈有關結果。

家中電費僅百元 籲少開冷氣
黃錦星提到，上月家中電費只需101元。他解釋，
碳排放最主要的來源是建築物，在生活上盡量少用冷
氣，是最有效的省電方法。同時，屋內電器都會影響
用電量，例如雪櫃，就算沒有人在家也會耗電，故他
在選購時都會選擇有一級能源標籤的雪櫃，可以更加
慳電和環保。
他又指，雙層巴士電氣化也有助減少碳排放，不過全面
使用雙層電動巴士是一項大挑戰，包括氣候，夏天較熱，
以及本港不少道路均屬山坡和斜坡，需逐步處理。本年底
開始將有36部單層電動巴士陸續運作，可為本港如何擴大
電動公共交通工具的應用，提供更多數據和經驗。

粵港改善空氣 制定減排方向
被問及與內地就改善空氣質素所進行合作之進展，

黃錦星指出，與廣東省已有安排，兩地都有10年改
善空氣目標，現時的協議至今年底會有中期檢討，了
解中期目標所達到的水平，然後再檢視2020年的減
排目標。
他又指，本年底在巴黎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上，參與者將更聚焦處理如何減排，以及交流如何加
強適應能力。氣候會議後，環境局會在政府內部及對
外進行商討，制定進一步減排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66名大專學者聯署提出
「全民養老金」方案，讓65歲或以上長者毋須經濟審
查，每月領取3,500元，並按通脹調整。建議方案下僱員
與中小企僱主毋須額外供款，由政府再撥款500億元成立
1,000億種子基金，並要求盈利逾千萬的大企業每年額外
繳交1.9%利得稅，推算至2064年仍然有548億結餘。

強積金一半注入 政府設千億基金
聯署學者包括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港大社會

科學學院實務教授方敏生、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
劍華、浸大傳理系助理教授杜耀明、科大社會科學部副教
授成名等合共66人。
黃洪昨日在記者會表示，方案參考各民間組織提出的退
保方案，按港大榮休教授周永新團隊早前為政府研究退休
保障時訂定的假設條件，讓全民可獲基本保障，而且財政
可持續。

學者建議方案下，僱員與中小企
僱主毋須額外供款，只須將勞資雙
方未來每月強積金一半供款注入計
劃，盈利逾1,000萬元的大企業則
每年額外繳交1.9%利得稅；政府每
年將現有社會保障開支注入計劃，
另外再一次過注入1,000億元作啟
動資金。他們期望計劃於下年起推
行，65歲或以上的長者毋須經濟審
查，可申請每月領取3,500元的基
本養老金，金額每年按通脹水平調
整。根據推算，建議方案到2064年
仍然有548億結餘。

新方案財政可持續 望納入年底諮詢
他們要求政府將方案納入年底的公眾諮詢，否則會杯葛
諮詢。黃洪表示，方案最大優點是財政可持續，關鍵在於
政府是否願意在現有預留撥款外，再拿出500億元推行計
劃，「500億元對政府來說只是小數目，既然我們已建議
出一個財政可持續的方案，解決了政府最擔心的問題，如
果仍不獲接納，就反映政府根本無心為廣大市民提供退休
後的生活保障。」
黃洪表示，未來兩周將聯同教協爭取更多大專學院學者
及中小學教師加入聯署，並會進行地區宣傳，讓更多社會
人士了解及支持方案，同時希望約見各個曾提出退保方案
的民間團體及政黨，冀共同整合出一個方案，令討論更聚
焦。他又認為，政府不應於退保諮詢中同時檢討強積金，
認為會令焦點分散，又希望政府撤回將「全民」易命為
「不論貧富」的決定，以免「誤導公眾」。

■黃錦星透露，上月家中電費只
需101元，呼籲市民少開冷氣。

■66名大專學者聯署提出「全民養老金」方案。 陳敏婷攝

國際美酒展昨日開放予公眾進場。一如以往，紅酒、白
酒是愛酒之人的首選，但梅酒及日本清酒亦不乏捧場

客。專營日本清酒的合興隆有限公司，今年引入多款果香
味較重的清酒，負責人連家強稱，市民鍾愛柚子味的清酒
及血橙酒，不足4小時已售罄60多箱共720支清酒，笑言
「下午3時許已收拾場地」。他認為，日本酒商近期多推
出獨特味道的清酒及果酒，加上日圓貶值，愛新鮮的港人
自然興趣大增。

高級紅酒勢趨弱手工啤酒新潮流
連家強續說，香港品酒文化在近十年起了變化，如十年
前高級紅酒有價有市，相信與內地需求大增及炒賣風氣盛
行有關，但隨着低關稅及市場口味轉變，高級紅酒強勁勢
頭在近兩年趨弱，轉由日本威士忌及手工啤酒「當道」。
不過，他認為，日本威士忌的產量未能及時應付市場強

大需求，料有關熱潮於未來兩年稍為回落，而手工啤酒及
果酒將成為新潮流，因為年輕人及女性多愛喝味道較為獨
特淡雅、個性不太剛烈的酒類。

業界造酒量增多價格較「親民」
維港葡萄酒中心有限公司代表Bonnie Yves表示，香港品
酒文化愈趨普及，相信與業界造酒量增多，致價格較為
「親民」，市民能輕易購得有關，但她認為部分港人對酒
類的認識不深，「多一窩蜂去嚐酒及品酒」，未有深入了
解杯中之物的背後故事及歷史。
Scapa Scandia營業經理溫瑩稱，昨日有不少主婦及年輕
人進場，他們「買酒的要求是『平、靚、正』」，果香味
較重的啤酒及葡萄汽酒是他們的首選，當中50元4瓶的立
陶宛「Kiss」牌果味啤酒，已極速掃光。她續說，女性喝
酒的比例愈來愈多，相信與她們的購買力有關；部分港人
的品酒習慣就以新奇及湊熱鬧為主。
富毅企業有限公司營業經理羅惠心稱，昨日有不少市民
查詢清酒及梅酒的資料，與她預期的有所出入，又發現他
們多喜歡酒味稍濃但帶點清香的酒類，如帶有杏仁香的梅
酒等。她續說，香港未來品酒文化仍有進步空間，因為部
分港人品酒仍被價錢局限，如「一支400元的酒會覺得很
昂貴」，難以衝破心理關口，但相信此狀況未來會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美酒烈性，

男人性烈」，酒與男人有種無形的聯繫，剛過去

的國際美酒展及美酒佳餚巡禮，陽剛味較重的威

士忌及手工啤酒均為重點之一。不過多間酒商發

現，本港愈來愈多女性愛喝酒，相信與她們的購

買力有關，她們多選擇梅酒或甜度較高的清酒，

與男性口味有所不同。有酒商則表示，部分港人

對酒類的認識不深，多參考價錢及潮流去品酒，

如「部分客戶買酒的要求是『平、靚、正』」，

價格宜在50元至200元之內，故認為香港未來

品酒文化仍有進步空間。

博覽群芳尋最愛葡萄酒仍領先

雖說近期日本威
士忌及手工啤酒在
港大行其道，但葡
萄酒仍處於領導地

位。本港今年首9個月的葡萄酒進
口額達74.5億港元，較去年同期
上升22.3%；出口額達32.9億港
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01.3%，當

中香港出口至內地總額增長高達
1.9倍。 有葡萄酒商無懼新式酒
款，如閃粉酒、派對酒及果酒等
強勁的攻勢，仍堅持發售各式葡
萄酒，生意額亦較去年同期上升
近10%。

港人品酒文化健康發展
酒商負責人尹浩勤表示，昨日

進場的客戶多以25歲至40歲人士
為主，較以往的年輕，他們較少
品酒的經驗，故多向他們介紹酒
的品種及資料。他知道市場有不
少新式的酒款，如閃粉酒、派對
酒及果酒等，但不擔心銷情會因
而受到影響，因為愛酒之人不會
單是品嚐一種口味的酒，而是博
覽群芳後找到最愛，相信他們所
選的紅酒有一定的魅力，可以
「留住客戶的心」。

尹又認為，港人的品酒文化正
在進步階段，由以往的豪飲，轉
至現時的細味品嚐，會多想如何
配搭食物及細味酒內的餘香，形
容這是「健康的發展」。
意大利葡萄酒酒莊Tenuta Fon-

tana Wines 負責人 Raffaele Fon-
tana 稱，今次是他們第一次參
展，結識了100多位買家及客人，
亦收到一些書面採購意向，正與3
位香港顧客及1位印度買家深入磋
商，涉及的訂單總額超過100,000
美元(約775,080港元)，反映買家
對葡萄酒仍感興趣。
多年均有進場品酒的李先生表

示，今年有新式的酒款進場，如
啤酒及愛爾蘭威士忌，感覺新
鮮，但仍會購買紅酒及白酒，料
會在場花費逾1,000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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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先生認為，今年場內沒有中
級至旗艦級的紅酒展出，亦少了
烈酒可供品嚐，可能與酒商政策
及生意變動有關。他建議多舉辦
類似活動，確立葡萄酒交易中心
的地位。 楊佩韻攝

■侯小姐(左)稱，在網上看到入場
門票有買一送一的優惠，故與好
友進場感受品酒的氣氛。她最感
興趣是獨特味道的日本清酒及果
酒，打算品嚐甜度較高的果酒及
閃粉酒。 楊佩韻攝

■第二年進場的丁先生(左)稱，對
紅酒不太熟悉，只是想到場品嚐及
學習相關知識。自己並不了解杯中
之物的背後故事及歷史，以新奇及
湊熱鬧為主。

楊佩韻攝

■本港愈來愈多女性愛喝酒，她們多選擇梅酒或甜度較高的清酒，與男性口味有所不同。 梁祖彝 攝

■■特首將展示他自己種的植物特首將展示他自己種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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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優先安排一批特殊學校學生參觀禮賓府，並
當上學生的導遊。 特首fb圖片

■連家強稱，市民大多愛柚
子味的清酒及血橙酒，不足4
小時已售罄60多箱共720支
的清酒。 楊佩韻攝

■尹浩勤表示，昨日進場的
客戶多以25歲至40歲人士
為主。

楊佩韻攝

■不少人拖篋來買酒。
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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