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仇鴻訪五豐行屠房 冀確保佳節肉類供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

娜）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昨日召

開第十次會議，討論在交通交

匯處上蓋發展及改劃81幅電話

機樓用地。小組主席黃遠輝會

後表示，在現有交通交匯處上

蓋發展，需面對設計及建造的

挑戰，成本高昂。至於機樓用

地中，僅5幅佔地較廣，其中3

幅位處偏遠地區，只有2幅位於市區的用地可研究發展。他預料仍有新

土地選項要討論，原定下月作公眾諮詢，很大可能延遲到4月。

交通交匯處建屋或存掣肘
土專組：需克服多方技術問題 籲檢視空置校舍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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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中
聯辦副主任仇鴻本月8日赴新界華潤
集團五豐行上水屠房慰問調研，了解
香港春節期間肉類市場供應情況，並
親切看望一線員工。她表示，中央高
度重視香港春節期間糧油肉蛋菜奶等
重要農副產品的市場供應、價格穩定
和食品安全，上水屠房的全體員工不
辭辛苦，加班加點工作在一線，為香
港市場鮮肉供應及時充足安全作出了
貢獻，很有意義。

上水屠房建成於上世紀90年代，
由華潤五豐屠房（香港）有限公司
經營。上水屠房在保障香港市場鮮
肉供應方面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
用，香港市場供應的 90%活豬、
100%活牛和100%活羊，均由上水
屠房宰殺。
仇鴻聽取了上水屠房管理人員情況

介紹，了解詢問了香港活畜市場需求
供給狀況、企業生產經營情況，以及
衛生檢疫和環境保護措施。她還與部

分員工代表座談，詢問他們的工作和
生活情況，傾聽他們的要求和希望，
並致以節日問候。
她希望華潤五豐行繼續發揚傳統，

積極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牢固樹立安
全發展理念，用心用情關心香港市民
和基層員工的生活，切實保障春節期
間香港肉類市場供應，繼續為維護香
港社會繁榮穩定發揮作用。
華潤集團總會計師李汝革陪同調

研。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尹妮）
農曆新年將至，
早前股市樓市齊
齊升，市民今年
會 否 為 利 是 加
碼？香港研究協
會訪問1,100名市
民，近 60%的市
民主要派20元利
是，14%打算封
50元利是，7%是
100元或以上。調查又發現，38%的受訪者預
料今年新年期間的消費較去年增加，連續兩年
錄得升幅，相信是受惠於本港經濟持續增長及
投資市場暢旺，令本地消費轉強。
香港研究協會在1月9日至22日展開全港隨

機抽樣電話訪問，成功訪問了1,100名15歲或
以上市民，當中66%為派利是的人士，34%屬
收利是的人士。
調查發現，只有5%的受訪者表示不打算派

利是，較去年的8%減少3%，而派發利是的金
額與去年相若，浮動不大。另有46%的受訪者
預料今年收到的利是錢與去年相若，10%港人
預料今年收到的利是會較去年多。

近四成料新春消費加碼
調查又發現，38%的受訪者預料今年新年期

間的消費較去年增加，27%是封利是、21%是
孝敬長輩、12%是餐飲、9%是旅遊、6%是娛
樂。另有50%的受訪者預料今年會在家吃團年
飯，主要是想享受溫馨的家庭氣氛，選擇出外
吃團年飯的主要原因是方便快捷（48%）、家
裡空間窄小（32%）等。
至於影響他們消費意慾的主要因素是個人收

入、個人需要及物價水平，但有35%的受訪者
認為今年不會加薪。另有38%的受訪者預料，
今年過年的開支對其財政負擔造成少許壓力，
29%則表示沒有壓力。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吳偉民說，市民今年派

利是的預算持續正面，新年消費意慾亦持續增
長，相信是受惠於本港經濟持續增長，以及投
資市場暢旺令本地消費轉強。
不過他指，有35%市民預計自己2018年不獲

加薪，顯示不少打工仔憂慮無法分享經濟增長
的成果，呼籲政府及社會各界，推動發展更多
具地區特色的社區經濟活動，在營造更濃厚節
日氣氛的同時，亦能惠及基層市民的生計，讓
社會各階層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共同喜迎狗
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農曆新
年將至，過節氣氛漸趨濃厚，市民消費
意慾亦愈來愈高，加上本港經濟好轉及
旅遊業復甦，多個行業對今個農曆新年
的市道表示樂觀，有餐飲業人士更估
計，將按年錄得10%增長；惟他們均指
人手短缺情況嚴重，期望政府向餐飲業
界提供更多支援。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昨日舉行一年
一度傳媒茶敘，基金多位成員均有出
席，與傳媒分享對近期本港市道的看
法。基金理事、新光酒樓常務董事總經
理胡珠指，農曆新年屬中式飲食業旺
季，團年飯等免不了，加上本港經濟好
轉，股市暢旺，市民都會考慮「食好
啲」，因此估計生意額比去年同期會有

近10%增長。
他透露，由於不少內地人均認為香港
的飲食平靚正，更有人特別來港吃團年
飯，認為比在內地吃更實際和便宜，且
吃得更安心和放心。他也希望更多旅客
前來香港這個美食之都消費，令本港經
濟和旅遊業有更好發展。

盼政府施援解人手荒
惟他指出，現時餐飲業其中一個難題

是人手不足，有時就算有錢也未必請得
到人。他希望政府可在這方面向業界提
供更多支援，解決問題，令本港的餐飲
水準得以保持。
另一基金理事、翠華主席李遠康指

出，茶餐廳消費大家都負擔得起，又毋
須繳付小費，深受本港、內地甚至東南

亞地區人士歡迎，著名的香港奶茶一年
銷售量高達10億杯，因此經營茶餐廳的
商機不少。惟他同樣指業內人手不足，
缺乏青年人入行，令行業發展或受窒
礙，故希望政府能給予行業更多支持，
令行業可以繼續發展。
他透露，其店舖在假日時內地食客比
例佔逾30%。他又估計，隨着旅遊業復
甦，今個農曆新年的生意額會有單位數
字增長。

零售銷情同見樂觀
零售業方面，基金另一理事、先施

主席及行政總裁馬景煊指出，本港零
售業已終止過去兩年跌勢，出現平穩
上升跡象，尤其近日天氣嚴寒，衣服
特別是男裝的銷情不錯；加上股市暢
旺，提升市民消費意慾，訪港旅客又
不斷上升，故對即將來臨的狗年消費
市道審慎樂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今日
是一年一度的情人節，是情侶間感情
升溫的好機會。不過，相愛容易相處
難，要相守一輩子並不容易。多對結
婚近半世紀的長者昨日於情人節前夕
穿起禮服及婚紗，有長者中風導致半
身不遂，幸得太太不離不棄，終於靠
着柺杖再度行走，兩人重拾旅遊的美
夢，共享甜蜜。
大埔超級城昨日舉辦「戀戀婚姻長

跑」活動，邀請5對結婚接近半世紀的
夫婦身穿婚紗及禮服，分享婚姻保鮮之
道。65歲的黎君量及63歲的陳映芬結
婚43年。黎太表示，兩人相識時，她
原有在外地工作的男友，故拒絕君量的
追求，惟男方努力不懈，終抱得美人
歸。

夫昏迷妻照料 兩口相濡以沫
君量憶述，感激太太下嫁予當年仍是
窮小子的他，通過努力，他退休前成為
公務員高級主任，退休時略有積蓄，希
望帶着太太周遊列國。
不過，退休僅兩年、於2011年時，正
當兩人打算到埃及旅遊時，君量突然腦
幹細胞出血，陷入昏迷，卧床半年後，

才能以輪椅代步。
君量說，幸得太太的照顧，感激對方
四出尋找名醫及治療方法，無論覆診或
按摩治療，亦由太太親自推輪椅。弱女
子映芬不辭勞苦推着丈夫，遇上困難只
好求助於路人。
君量坦言，至今也會隨身帶着兩人拍

拖時的照片，提醒自己拍拖時的初衷，
「一對夫婦沒可能沒爭拗，但愛一個人
就算有脾氣，都要忍讓，一人退一
步。」
映芬則說，丈夫很愛錫自己，對方不

高興時，會主動詢問，更會與丈夫分
憂，助解決其工作困難。

64%人指婚姻首重忠誠
另外，大埔超級城及新太陽廣場等在本

月進行調查，以問卷形式訪問了250人。
調查顯示，受訪者認為維繫婚姻的主因

為忠誠（64%），其次為溝通（56%）及
信任（43%）；最少的則為欣賞（6%）及
浪漫（8%）。
相反，對婚姻構成壓力的因素則為「婚

姻相處」及「教養子女」，分別佔48%及
43%，緊隨其後的是「性格配合」
（41%）。
婚姻輔導專家鄭靜文呼籲情人先處理

「情」（情緒及感受），再處理「事」，
放下對錯。她又建議，可以創新方式表達
愛意及謝意，一同學習新技能。

新春市道看俏 業界料生意升10%

鶼鰈情深半世紀 相愛相扶兩相知

因應有民間團體建議善用公共交通交
匯處的土地建屋，小組昨日就此進

行討論。黃遠輝指過去政府已利用鐵路
站上蓋發展物業，但早於規劃及設計階
段時，已考慮配合上蓋住宅的發展，因
此在現有交通樞紐之上建屋，需要克服
多方面的技術性困難。
該團體認為油麻地公共交通交匯處是潛
在用地之一。黃遠輝指該處為油麻地的南
北通風廊，亦鄰近機場快線、東涌線及高
鐵，如需在該處之上建屋，需考慮技術、
環境及成本等問題。不過黃遠輝認為，政

府在未來規劃道路交通基建時，應以「三
維城市」理念，善用交通基建上蓋空間。

指電訊用地選擇不多
此外，該81幅用作電訊之用的土地，

約有17.4公頃，分佈在香港各處，21幅
位於港島、18幅位於九龍及42幅位於新
界。面積較大的5幅用地中，有3幅位於
南區、1幅位於九龍灣、1幅位於葵涌。
黃遠輝表示，由於75%機樓用地面積
少於2,000平方米，實際可以發展的選擇
不多，相信政府會全面檢視相關土地契

約條文，再決定是否發展。發展局文件
指，81幅用地中的49幅將於2025年或之
前租約期滿，政府正檢視及考慮有關用
地的未來路向，當中會考慮包括有關政
策目標及個別用地情況等各種因素。
同場的副主席黃澤恩表示，會上討論4

項短期土地供應建議，包括善用空置校
舍、整合不同的政府、機構及社區用地、
活化工廈及研究加快土地發展審批程序，
以增加短期土地供應。他指有多名委員要
求政府重新檢視是否更多的空置校舍具發
展潛力。目前約180幅空置校舍用地，只

有18幅建議改作住宅用途，大部分建議預
留作「政府、機構或社區」用途。

黃遠輝：下月加開會研更多選項
黃遠輝會後表示，短期土地供應比較

少，為得出更多土地供應選項，小組將於
下月2日加開會議，屆時有機會討論原本
不在清單內的土地選項，預計下月6日將
進行總結會議。至於公眾諮詢時間有機會
稍為延遲兩至三個月，至4月復活節假後
才展開，但強調不會縮短公眾諮詢的整體
時間，並維持在11月交報告予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香港
樓價不斷飆升，政府亦努力不懈覓地建
屋，恒隆地產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啟宗指
出，香港長遠有需要填海，才能解決土
地供應不足問題，他又贊成應撥出1%
至2%郊野公園用地建屋，預期本港樓
市今年會保持平穩，不會出現大跌。
身兼「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執行委員

會主席的陳啟宗昨日出席基金傳媒茶敘
時指出，政府已努力覓地建屋，但需要
時間，過去一年的土地供應雖然達標，
但有七成屬私人土地補地價而來，政府
供應只佔三成，故長遠而言，本港實有
需要填海，否則根本不可能製造大量土
地。

撥2%郊園建屋可行
惟他指出，維多利亞港屬香港最大資

源，當然不應在其範圍填海，但可考慮
在其他地方去填，認為港人應理性看待
此問題，因為若缺乏土地，樓價只會急
升。他又認為，本港有75%土地屬綠化
地帶，撥出1%至2%郊野公園用地建屋
實屬可行。
被問及海航將兩幅啟德土地售予恒基

地產，陳啟宗認為，本港屬開放性市
場，歡迎任何地方人士前來投資買地，

當時有關公司願以高價買地，就需為此決定負
責；而現時有香港公司願意購地，也是合理事
情。他表示，如果價錢合理，其公司也有興趣購
買。

不贊成預算案派錢
政府財政預算案即將出爐，陳啟宗對應否降低

企業利得稅表示沒有意見，指交由政府決定。但
他提到，香港以實施低稅率聞名於世，全世界有
不少地方跟隨，如新加坡減稅便減得很厲害，香
港要就此進行研究，以免損害本港競爭力。
他又表明不贊成政府在財政預算案派錢，認為
應將錢用在有利香港長遠競爭力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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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六成人擬封廿蚊利是

■仇鴻調研華潤五豐行
上水屠房。中聯辦圖片

■君量（右）中風後感激太太（左）不離
不棄。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有商場昨舉辦情人節活動，邀請多對相守半世紀的夫婦分享相處之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黃遠輝（右）料原定下月的公眾諮詢，很
大可能延至4月。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土專組積極覓地建屋。圖為一住宅地盤。 資料圖片

■李遠康（右
一）、胡珠（右
二）等分享餐飲
市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攝

■調查發現，近60%市民
擬派20元利是。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