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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口味吸客「粽」有出頭天
人工增食材漲成本升 加價兩成無損銷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是端午節，不少港人都會跟隨傳統吃粽子過節。不過，隨着近年香港與內地

物價飛升，食材和人工等成本大幅上漲，本應是親民食品的粽子，價格也不斷上升。有餐飲業界表示，本港市面

出售的粽多是內地製作，近年受內地人手短缺、工人生活指數提高影響，粽價亦出現較大漲幅，今年較去年貴

15%至20%不等，一隻大粽可加價10多元。但商戶近年改變商業策略，不斷推出新口味，估計銷情不跌反升，

會有輕微增長。有食肆指成本升幅合理，粽子銷路與往年相若，未見受影響。

麥小姐：沒特別手緊
麥小姐與母親昨日特地到銅鑼灣老三陽買

上海粽。麥小姐表示，她們全家人都是老三
陽的老主顧，「已經食咗佢十幾年啦」，因
此繼續光顧。
她們說，昨日共花費了大約300多元，主要
是傳統的上海粽，但印象中近一兩年加價近
十元，加幅不算少，「手頭上30元的粽，早
些年好似都係賣20多元。」不過考慮到端午

節每年只有一次，沒有因此特別「手緊」。

殷太：滿足兒子喜愛
殷太太與6歲兒子，昨同樣到老三陽買粽。

她表示，每年都會自家包約20隻粽，慶祝傳
統節日的同時，也可當是一項親子節目，但
由於兒子喜愛吃粽，端午前夕已全數吃光，
「你知啦，小朋友喜歡吃，好快會無晒！」
因此才到店買粽，以滿足兒子的口腹之慾。
殷太太續指，她昨日共買兩甜兩鹹粽子，

共花費88元，她坦言本身並非該店的熟客，
不熟悉粽價加幅趨勢，但認為價錢並不昂
貴，況且節日一年才慶祝一次，不會特別介
意售價，「其實過年時候的年糕，中秋節時
的月餅，加得仲貴，粽子的加幅已不算太顯
著。」她又指，自己包粽的成本沒大變化，
糯米、綠豆和肥豬肉等材料價錢平穩。

呂先生：買十隻「林林粽粽」
市民呂先生表示，昨日共花300多元購買了

十隻粽，打算與8名家庭成員分享，主要都是
傳統上海粽，包括鹹肉粽、紅豆粽和鹼水粽
等，亦有部分小粽，因為一年購買一次，不
會特別留意加幅，感受不到加價壓力。

廖小姐：沒留意加價
顧客廖小姐亦表示，端午節一年一次，沒
留意到加價多少，也對加幅感到「無所
謂」，她花了200多元買了6隻傳統上海粽，
包括金華火腿粽，平均每隻約40元。

「摸過龍頭身體好，坐
上龍頭步步高」，昨日香
港仔龍舟競渡大賽不僅有

大人奮勇爭先的激烈，亦有小朋友重在參與
的快樂。12歲小六女生陳芷晴上月加入
「夏日激浪」龍舟隊，透過每周3日、每日
兩小時的艱苦練習，「一堂比一堂加力」，
終獲認可，昨日隨隊出戰第三十一場「康寶
萊金盃決賽」。

辛苦不呻苦 團結是動力
小龍舟健兒陳芷晴透過海報招募加入龍舟

隊，本身對龍舟感興趣，加入後始知「好辛
苦」。她每周有3日在放學後先到補習社再
參與龍舟訓練，「最初訓練時不夠力，只能
透過一次次訓練加力，一堂比一堂加力，每
一次訓練下來，手都好痛。

」雖然辛苦，但芷晴未想過放棄，「我覺
得好玩，最喜歡划龍舟時與大家一起努力的
感覺，雖然我自己好細力，但大家一起發力
就有好大的推動力。」
昨早9時，芷晴與隊友及家人由將軍澳趕

來香港仔備戰，一臉稚氣的她笑言：「不怕
曬黑，因為已經很黑了。」芷晴平時除參與
龍舟訓練，亦喜歡玩跳繩、呼啦圈、打籃
球，是運動愛好者。她說，所有運動中，最
喜歡扒龍舟，「因為可以交到好多朋友，大
家一起配合取得好成績，好開心。」
水上划龍舟，陸上「剪龍舟」，場內亦設

紙龍舟製作坊，讓家長與小朋友盡享親子
樂。
王先生與6歲兒子昨日首次到場觀看龍舟

比賽，並參與紙龍舟製作坊，原來兒子在學
校剛剛學習了有關端午節的歷史及故事，所
以特別帶他來觀看真正的龍舟比賽，感受端
午氣氛。其6歲兒子說，龍舟比賽好激烈，
以後都想成為龍舟划手。

雖然昨日天氣炎熱，小朋友卻很有興
致，戴着紙龍舟頭冠擺出各種造型讓爸爸
拍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我們看不見，但我們勝
在齊心齊力！」沙田龍舟賽
184支參賽隊伍中，最引人
注自的是失明人互聯會龍舟
隊。十餘名視障龍舟選手架
着墨鏡，在義工選手們扶持
下登上龍舟。這十餘名視障
選手包括男女老幼，身形看
起來也與旁邊壯男們「蚊髀
同牛髀」，豈料划起龍舟來
居然如離弦之箭，最後勇奪
無綫盃殿軍。
賽事結束後，視障選手和

義工選手們喜不自勝，圍觀
市民亦不禁鼓掌。頒獎禮結
束，眾隊友和迎接的親友們，齊齊去酒樓
切燒豬慶祝。

苦練4月備戰 親友歎無所不能
今年67歲的視障選手發叔表示，自己

已是第二年參加沙田龍舟賽。他說：「我
們雖然看不見，力氣也輸蝕，但我們心中
數秒一齊划槳，我們划得比別的隊更整
齊，所以我們可以比『大隻佬』划得更
快！」50歲的視障選手盧詠慈表示，這次
能拿到殿軍實在是喜出望外，因為這次參

賽隊伍很多、實力也很強，但我們勝在齊
心。盧詠慈說，為了這場賽事訓練了4個
月，最重要就是在教練指導下，如何在心
中數秒，做到動作整齊劃一。她說：「每
當落槳後，龍舟就會往前一衝，我們就抓
着那個節奏落槳！訓練雖然很辛苦，但很
快樂，很有成就感。」
盧詠慈侄女阿珏比姑姐還高興，她說：

「姑姐令我大開眼界，她失明後反而開始
更精彩人生，又學彈琴，又跑馬拉松，現
在又扒龍舟得獎。她是我無所不能的奇跡

姑姐，令我對視障人士的看法完全改
變。」
領隊Andy左眼失明，他前年認識了消

防龍舟隊教練蘇先生，和他合作下開始組
織視障人士龍舟隊：「我們的龍舟隊由視
障隊員和義工隊員共同組成，視障選手坐
前邊，義工選手坐後邊。
兩年訓練下來，大家克服各種困難越玩

越起勁，視障選手們的努力、堅持和齊心
協力，很令人感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視障老弱齊心齊力 鍊贏「大隻佬」摘殿 12歲「小龍女」周練3日加力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會長楊位醒表示，近
年粽價漲幅較大，今年就較去年升

15%至20%不等，以60元大粽為例，今年可
加價至80元。他指出，本港粽價升幅主要來
自人工上漲，因為內地近年人手短缺，工人
生活指數提高，薪金隨之急升，而本港不少
粽子是內地製作，加上食材成本上升，直接
在粽價上反映。

「健康粽」應市 無懼成本增
楊位醒又說，港人吃粽已成常態，平時餐

廳、酒樓亦有供應，遇有節日未必買太多，

「不像以前買很多，現在就算是一家人，都
可能只買兩隻。」但他指出，傳統粽子吸引
力下降，促使不少商戶近年改變商業策略，
推出不同的新口味，甚至是出現「健康
粽」，配合現代人的生活態度，有望刺激粽
子銷情，初步估計今年銷路會錄得微升。
北角渣華道街市賣粽20多年的協成粥品，

其負責人則表示，每年在端午節前夕，平均
每日會包製大約300隻粽子，今年除了傳統
款式如鹹肉粽等外，也推出了新口味黑眉豆
粽，並特別作推廣。
被問到成本壓力及是否加價，該負責人

說，今年材料如粽葉、鹹水草的來貨價有上
漲，幸與供應商關係良好，以她所知加幅相
比其他食肆不算大，因此粽子也只輕微上調
一元，鹹、甜粽分別售13元和11元。

業界料銷情平穩
該負責人又說，店舖主要做熟客生意，因

為加幅合理，銷路與往年相較仍保持平穩，
未受影響，以家庭客為例，每次會買6隻至
8隻，寫字樓客都會買幾十隻派給員工；而
近年也有不少年輕人買粽，但主要是傳統口
味，例如鹹肉粽等較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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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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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本港百物騰貴，作
為端午節主角的粽子也免
不了加價。有市民認為加
幅不算顯著，為慶祝每年
一次的中國傳統節日，不
會 介 意 加 價 而 「 勒 緊 褲
頭」。有自行包粽的家庭則
表示，糯米、綠豆和肥豬肉
等原材料價錢平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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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不少市民特地買粽應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 12 歲小
龍舟健兒陳
芷晴昨日落
水參賽。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文華 攝■失明人互聯會龍舟隊勇奪殿軍，前排左一Andy，後排右二發叔。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盧詠慈和侄女。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韓國總統文在寅上任後，朝鮮半島局勢依
然陰雲密佈，沒見好轉反有激化跡象。朝鮮
日前進行今年第9次導彈試射；美國隨即派
出兩架B-1B戰略轟炸機飛到韓國東部海域
上空，與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進行聯合演
習，此外更有4架薩德系統發射車暗中運入
韓國境內。中國外交部呼籲各方保持冷靜克
制，為重回對話解決朝核問題創造條件。解
決朝鮮半島危機，任何火上加油的動作只會
進一步刺激各方緊張神經，不利於創造對話
的良好氣氛，反而增加擦槍走火的風險。各
方應該響應中方呼籲，立即停止一切對抗及
挑釁，共同努力防止局勢失控。

主張對朝鮮實行「陽光政策」的文在寅
勝出大選，外界原本預期半島局勢將轉趨
緩和。可惜，朝鮮對於文在寅的橄欖枝沒
有積極回應，雖然沒有進行核試，但一再
試射各類導彈，文在寅上任後便進行了3
次。美國立刻針鋒相對，派出戰略轟炸機
到韓朝軍事分界線附近的海域上空巡航示
威。中國外交部表示，希望有關各方保持
冷靜克制，盡快緩解緊張局勢，重回和平
對話的正確軌道。中方的呼籲是緩和半島
局勢的根本之道，值得有關各方重視。

半島問題是歷史長期形成，其複雜性注
定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試圖以武力施壓
更會適得其反。當前美朝劍拔弩張，對峙

局勢不能降溫，反而有升溫的危機，萬一
擦槍走火，局面更難以收拾，若導致戰火
重燃，勢必帶來各方皆輸的後果。事實
上，半島局勢之所以高度緊張，走到嚴重
對抗的地步，正是由於對峙雙方採取互相
敵視的態度，互不相讓，不斷以軍事手段
互相刺激。這種做法已經證明無助解決問
題，反而加深危機。中方始終堅持半島無
核化原則，堅定維護半島和平穩定，堅持
通過對話解決危機。有關各方應積極回應
中方呼籲，採取務實理性的行動，才有望
和平解決半島危機。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藉口半島局勢持續
緊張，暗中加快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使
得問題更加複雜化。文在寅競選期間曾表
示，當選之後將把要不要部署薩德的問
題，交給國會審核後再決定。薩德系統在
韓部署牽涉中美朝韓俄關係，對東北亞安
全格局影響深遠，本身已成為造成地區緊
張的禍根之一。美國此時還要借亂渾水摸
魚，難免加劇半島的軍備競賽。美國口頭
上希望緩和半島危機，行動上卻不斷向
「火藥桶」加柴添火，究竟意欲何為？半
島局勢安危關係到東北亞乃至全球的和平
穩定，各方應吸取過去兵戎相見、生靈塗
炭的教訓，以理性對話代替武力挑釁，努
力尋求和平共贏的局面。

各方戒急勿挑釁 防半島局勢失控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

20周年座談會上，就深入推進基本法的貫徹實施提出四
個希望，當中一點希望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
機制，用實用好基本法。中央強調依法治港，把中央對
港的全面管治權進行細化、具體化的規定，使全面管治
權的落實更具可操作性，更透明有效，建立依法治港的
法治規範。落實這一希望，將進一步確保基本法得到全
面準確貫徹執行，保障「一國兩制」在港實踐不變形、
不走樣，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行。

張德江的講話從根本上分析了中央與香港的關係，
以及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與香港高度自治的關
係。他強調，在「一國兩制」下，中央與香港的權力
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而不是分權關係，任何
情況下都不允許以「高度自治」為名對抗中央的權
力。講話起到了正本清源、匡正祛邪的良好效果，有
利於香港社會各界更清楚地認識中央與特區、「一
國」和「兩制」的關係。今後香港要更好地落實「一
國兩制」，關鍵仍然要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尊重中
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以嚴謹的法律規範應對未來落
實「一國兩制」過程中遇到的新挑戰，才能從容自
信，攻堅克難，砥礪前行。

基本法作為頂層法律，規定的是香港政治體制、社會
秩序等憲制性安排。回歸20年來實踐基本法的寶貴經
驗顯示，在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方面，有關的配套制度
有待加強完善。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中，除了直接體現
國家主權的外交、國防等權力外，對特區法律備案審查
權、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任命權、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

權、特區政制發展問題決定權、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
出指令權以及聽取行政長官述職和報告權等一系列權
力，也是中央依法治港的重要法律依據和保障，對維護
「一國兩制」正確落實、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具有舉足輕
重的影響。

例如，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對香港基本法作出過5次
解釋，對涉及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問題作出過4次
決定，有效發揮了定分止爭、釋疑解惑的作用，也切實
促進了香港法治的完善。2014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
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草案）》說明：「中
央在制定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和香港基本法時就已明確
指出，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權是實質性的。對在香港當
地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中央人民政府具有任命和
不任命的最終決定權。」有關規定體現了中央就任命行
政長官的憲制角色、權力和責任，對於香港社會凝聚共
識、選出符合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
擁護四項標準的行政長官具有重要意義。

可見，全面落實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不僅是維護
中央與香港良好關係的核心問題，更是保障「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香港長治久安的關鍵。因此，制定和
細化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權的規定，形成一套行之有效
的落實機制，保證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權更公開、透
明、合法和有效，有利於進一步堅定推進「一國兩
制」偉大事業的信心，有利於繼續推進基本法全面貫
徹落實，更好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
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細化全面管治權 依法治港規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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