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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大「原價」超市扮大減價

經濟運行平穩 料達全年目標
新聞撮要
8月份中國經濟主要指標有升有降，

工業生產略有放緩，服務業增長加快，
同時市場銷售保持穩定，投資略有放
緩，就業形勢保持總體穩定，前8月新
增城鎮就業完成全年計劃89.5%。綜合
來看，經濟運行保持總體平穩、穩中有
進，有基礎、有條件實現全年預期發展
目標。
節自︰《前 8月新增就業佔全年九

成》，香港《文匯報》，2019-9-17

持份者觀點
1. 興業證券首席分析師王涵︰在外部衝
擊加大、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背景下，
近期決策層採取改革及逆周期調節措

施較為頻繁，如貸款市場化報價利率
機制LPR改革、全面及定向降準、
QFII額度放開等，均有更多支持實體
融資的作用。

2. 中金公司宏觀分析師易峘︰目前第三
季度前兩個月工業增速僅4.6%，預示
第三季度GDP實現 6%以上難度加
大，有空間更有必要及時加大逆周期
調節力度，才可能支撐GDP增長不滑
出年初設定的6%－6.5%的區間。

多角度思考
1.根據資料，試描述中國8月份的經濟
情況。

2. 有評論認為內地政府必須要加大逆周
期調節力度，才可以維持GDP增長的
目標，你如何評價此看法？

現 代 中 國

今 日 香 港

新聞撮要
超級市場長期以減價促銷手法吸引消
費者，超市標示的「刪除價」一般被消費
者理解為「原價」，但消委會的調查發
現，「刪除價」有誤導消費者之嫌，當中
逾75%被抽查的貨品在過去30天內從未
以「刪除價」發售過，質疑超市故意抬高
「刪除價」以營造大幅度折扣之嫌。
節自︰《超市作大「原價」扮減價搵

笨》，香港《文匯報》，2019-9-17

持份者觀點
1. 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建議香港執法
部門應明確解釋何謂「合理期間」，
讓商戶有所依據，並可參考一些海外
例子，例如英國法例訂明，優惠價發
售的時間不能多於較高價。

2. 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主席陳錦
榮︰這些例子均反映「刪除價」並非
真正的「原價」，超市有故意抬高
「刪除價」以作促銷、營造大幅度折
扣優惠的假象。而「刪除價」與真實
售價之間的差額，並不符合消費者可
節省金錢的期望。

3. 海關︰消委會調查的例子，並沒有直
接標示為「原價」，故會否被視為具
誤導性或虛假的價格資料，需根據個
案的調查結果及相關證據才能判斷。

4. 惠康︰會因應市場因素和顧客需要釐
定貨品價格。

多角度思考
1. 何謂「刪除價」？超市故意抬高「刪

除價」對消費者的權益有什麼影響？
2. 有評論認為現行法例有灰色地帶，導

致「刪除價」是否「原價」一事上有
誤導成分，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此看
法？

公 共 衛 生

人類影響生態 海豚現抗藥性
新聞撮要
美國最新一項研究發現，在佛羅里達州

外海生活的樽鼻海豚身上致病源中，多達
88.2%對至少一種抗生素出現抗藥性反
應，與人類的抗藥性情況相近，成為人類
活動對海洋生態影響的又一例證。
節自︰節自︰《海豚抗生素耐藥性日

增》，香港《文匯報》，2019-9-17

持份者觀點
1. 研究人員︰這次發現不單是關於樽鼻海
豚的健康，更對人類健康有警示作用，

因為海豚是海洋生態體系當中的指標物
種，如果海豚體內抗藥性致病源增加，
意味人類也可能透過海洋活動感染這些
「超級病菌」。

2.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抗藥性致
病源每年在美國造成約2.3萬人死亡。

多角度思考
1. 樽鼻海豚身上致病源對抗生素出現抗藥

性反應，對於人類有何啟示？
2. 有評論認為細菌的抗藥性將會是未來人

類面對的最大威脅，你如何評價此看
法？

國會議席無黨過半 以國組閣續陷僵局

新聞撮要
以色列舉行國會大選，總理內塔尼亞胡

領導的利庫德集團，與最大對手、前軍方
總參謀長甘茨領導的「藍白聯盟」勢均力
敵，即使聯同聯盟政黨亦無法取得國會過
半數議席，或再陷政治僵局。
節自︰《以總理未跑出 再陷組閣僵

局》，香港《文匯報》，2019-9-19

持份者觀點

1.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會籌組「強大
的猶太復國主義政府」，不會與阿拉伯
黨派合作。

2. 前軍方總參謀長甘茨︰將開始籌組聯合
政府，並會與所有人磋商，相信「藍白
聯盟」可獲阿拉伯黨派支持。

3. 民族主義政黨領袖利伯曼︰目前唯一選
擇是與利庫德集團或「藍白聯盟」，組
成「具廣泛代表性、非宗教」的執政聯
盟，前提是需解決極端正統猶太教徒服

兵役問題。

多角度思考
1. 以色列大選與中東區內局勢有何關係？
2. 有評論認為是次國會大選反映以色列國

內分歧嚴重，數月前無法成立聯合政府
的情況可能再度出現，你在多大程度上
同意此說法？如再無法成立聯合政府，
將會有何結果？又怎樣才可以解決現在
的難題？

全 球 化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產油設施遇襲 沙特產油減半
新聞撮要
全球最大石油供應商、沙特阿拉伯國營

石油企業沙特阿美的兩個重要產油設施，
早前疑受到也門胡塞武裝組織襲擊起火，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齊茲確認，遇襲
設施臨時停產，約佔沙特全國產油量逾
半，專家預料將推升國際油價。
節自︰《沙特產油設施遇襲股市曾挫

3%油價勢飆升》，香港《文匯報》，

2019-9-16

持份者觀點
1.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齊茲︰兩個遇
襲設施的火勢已受控，未有人員受傷，
但兩個設施需暫時停產，令沙特每日產
油量減少約570萬桶，佔全球供應量超
過5%。

2.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無證據顯示襲擊源
自也門，伊朗才是襲擊元兇，正向全球

能源供應發動前所未見的攻擊，將要為
其行為承擔責任。

3.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穆薩維︰伊朗不是沙
特石油設施遇襲的幕後黑手，美國企圖
尋找藉口向伊朗報復。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試指出在沙特產油設施被襲

擊一事上，美國與伊朗的看法。
2.此事對於國際油價和局勢有何影響？

新聞撮要
港鐵東鐵線列車發生罕見的出軌脫卡
嚴重事故，釀成8人受傷。一列12個車
卡的東鐵列車昨晨以30公里慢速駛近紅
磡站月台一個分叉位時，第四至第六卡
車廂突然出軌，其中第四、第五卡車廂
脫離，幸未有翻車。
港鐵在出事的路軌上發現3處裂痕，
但未知與事故的因果關係，現循外來
物、路軌缺損和行車不當三方向調查。
節自︰《東鐵脫軌甩三卡不排除任何

肇因》，香港《文匯報》，2019-9-18

持份者觀點
1.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今次事件是
非常嚴重的鐵路事故，政府非常重

視，機電工程署和相關政府部門會全
力、全速深入調查，找出真相。
至於事故原因是否涉及路軌被破壞或
有雜物干擾，現階段不排除任何可能
性，但不會評論任何揣測。

2. 港鐵車務總監劉天成︰事故嚴重、罕
見，人員搜證時發現路軌有3處損
傷，會調查損傷是事故的因還是果。
若果是因，以裂縫的大小確有可能，
因為其中2條裂縫闊約30毫米，另一
條裂縫幾乎只有1毫米，3個損傷位
置相差數十米。

3.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
陳恒鑌︰事故十分嚴重，中間車卡位
置斷開後，車身、車門毀爛，對乘客
生命構成威脅，且出軌情況也十分特
殊及罕見，促請特區政府務必深入調

查肇事原因，並嚴肅跟進，注意及防
備再有類似意外發生。

4. 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
工聯會陸頌雄︰鐵路工會長期反映鐵
路維修人員人手嚴重不足、青黃不
接、維修預算減少等問題，且近期許
多港鐵站遭暴徒破壞，港鐵前線及維
修人員承受巨大壓力，港鐵須解釋這
些問題是否與事故有關。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試描述港鐵是次事故的經

過與影響。
2. 有什麼辦法可以防止港鐵再次出現同

類嚴重事故？對港鐵的罰款機制仍然
有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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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間，政府有段新製作的電視宣傳
短片播放，介紹「預先包裝食品『鹽 /
糖』標籤計劃」，正好藉此跟大家審視一
下現行相關法例。
由食物安全中心主理的食物營養標籤法
例自2010年實施以來，至今已近十年。法
例規定大部分在香港出售的預先包裝食物
須附有營養標籤，列明其中所含能量及蛋
白質、脂肪、鈉、糖等7種營養素，即所
謂「1+7」，合共8項資料。當局目的是幫
助消費者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擇，同時鼓

勵食物製造商提供符合營養準則的食品，
藉此規管有誤導或欺詐成分的標籤。

資料太多 市民不懂
然而有關營養的知識專門又複雜，食物

營養標籤設立以來，能好好運用的一般市
民實在不多。其中問題包括因包裝總面積
太小，印刷「1+7」資料的字型幼如頭
髮，別說長者老眼昏花，一般人也不易讀
到。有時又涉及「每百克」及「每食用分
量」的換算，令人難以掌握。除了要解讀

相關數字，更要配合世衛建議的最高攝取
量，計算過程堪比文憑試。
根據一些調查，很多人表示根本不懂得

相關知識，不會參照標籤來選購食物，這
些障礙令食物營養形如虛設，徒然加重了
食物商的壓力，卻無助市民吃得健康。
有見及此，政府在2015年成立「降低食

物中鹽和糖委員會」，就減低香港市民鹽
和糖的攝入量，制定政策方向及統籌相關
工作。經常幾年的醞釀，委員會、食物及
衛生局和食物安全中心終於在2017年底，

共同推出自願性質的預先包裝食品「鹽 /
糖」標籤計劃，期望藉此在社會推動低鹽
低糖飲食，讓消費者容易辨認「低鹽低
糖」的產品，從而作出有依據的決定，並
希望通過計劃鼓勵業界提供更多「低鹽低
糖」的產品給消費者選擇。

自願參與 毋需審批
按計劃內容，只要符合指定規例下「低

鹽」、「無鹽」、「低糖」及「無糖」定
義的預先包裝食品，均可展示有關標籤，

這是自願參與，毌需中心事先審批。
新標籤內容大大簡化，不留數字，僅有4

款：「低鹽」、「無鹽」、「低糖」、
「無糖」，兼有彩色及黑白版，有中文、
英文及雙語三款語文。簡潔的標籤，信息
鮮明，一目了然，不必錙銖計較。市民容
易識別，切合普羅大眾的需要，只要配合
更多宣傳，相信有助推廣低鹽低糖的飲食
文化，改善市民健康。

■劉尚威老師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鹽糖標籤變簡潔 市民食得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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