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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昨晨受冬季季候風持續影響，

市區氣溫跌至攝氏10度左右，新界多

處更因為「輻射冷卻」情況顯著，部分

地區氣溫降至3度或以下。打鼓嶺、沙

田、上水及坪輋區更出現結霜，不少地

區的農作物因結霜壞死，菜農無法交

貨，估計會損失五成收入，相信菜價會

上升。香港入口蔬菜批發商會表示，內

地蔬菜雖仍供應充足，但同樣受寒冷天

氣影響令供港菜價上升，部分菜蔬批發

價已上漲兩成多至逾三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點解人與人之間會充斥
憎恨？因為「黃絲」事無
大小都鍾意諉過他人。話
說「黃店」榕記車仔麵
（新都城分店）日前就喺
facebook發帖，話有人留

咗佢隔籬地產舖嘅電話叫外賣，但送到先知
人哋冇叫外賣，俾人要求離開，佢就怪人唔
找數，鬧人「態度惡劣」「拍拍囉（籮）柚
扮乜事都無」「唔雪中送炭」「浪費食物」。
一眾「黃絲」立即上身齊齊批鬥，話要集體
約睇樓甩底、全民杯葛間地產喎。網民就睇
唔過眼話：「又諉過於人！」
榕記車仔麵篇帖文係咁講嘅：「今日有
個自稱是劉生的人，點了total $1,021大
概十幾人份（分）量的外賣就叫我哋安排
送到我們旁邊的XXX（地產舖）。我哋
廚房同樓面同事見近近地（哋），加上對
方又留哂（晒）公司電話同私人號碼，於
是同事們就極速趕起所有訂單⋯⋯結果到
了XXX（地產舖），該店竟然派出一個
『態度極差』嘅職員要求我哋同事離
開⋯⋯然後我哋同事打返俾（畀）劉生，
劉生只係話俾人整蠱⋯⋯你俾人整蠱咩？
跟住就可以拍拍囉（籮）柚扮乜事都
無⋯⋯唔雪中送炭都算啦！點解要咁樣浪
費同事時間同心機，仲要浪費咁多食
物⋯⋯撫心自問一下良心過唔過意得
去！」

話要集體約睇樓甩底
榕記更上載埋張寫有劉生手機號碼同地

產舖公司電話嘅外賣紙照片，令到班「黃
絲」除咗想將責任遷怒地產舖外，更將劉
生起底。
「黃店」咁惡，見人哋俾人整蠱完，仲
要諉過他人搵「黃絲」批鬥。「Yip
Terr」就話：「咁集體去約XXX（地產
舖 ） 班 agent 睇 樓 然 後 no show la
（啦），等XXX（地產舖）可以檢討下
睇樓流程，睇樓客no show，XXX（地產
舖）都有責任。」「Raphael Lai」亦
話：「好建議喎！全香港人用太空咭咁做
的話，我睇怕佢班agents騰出騰入，可能
會辛苦過擔泥。」「LC Cheung」更上載
埋投訴連結話：「必須向地產代理監管局
投訴！」
班「黃絲」仲度埋唔少報復大計。好似
「Alexis Lam」話：「唔交人唔找數，全
民杯葛XXX（地產舖）啦，唔止唔幫襯
佢，仲要外賣都唔做佢生意。」
不過，有網民就睇唔過眼，狠批「黃

店」同「黃絲」反智、盲撐。「Willis
Chan」話：「俾人整蠱，都要夾硬食左
（咗）張單佢？」「Bowie Tang」都話：
「覺得好笑，咁嘅邏輯，好明顯係無睇晒
全個post（帖文）或者盲撐。」「Hiu
Ying Chan」就話：「『黃店』黎（嚟）
講你都幾賤下，人哋劉生特登整蠱你？叫
外賣用兩個電話都醒覺下，自己豬咁
蠢⋯⋯仲要上網公審人 ？成件咁X仲公
開搏（博）可憐做宣傳⋯⋯你委屈人地
（哋）唔委屈？真係O晒嘴⋯⋯」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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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店」扮可憐誘「黃絲」批鬥地產舖

香港昨日稍為回暖，但新界上午氣溫卻下降，其
中沙田昨晨只有攝氏3度、上水及元朗只有2

度，北潭涌更錄得零下0.5度，較大帽山的4.6度更
低，打鼓嶺低至零下0.9度，均是兩站有記錄以來的
最低氣溫紀錄，打鼓嶺等多處有結霜報告。

14畝田「染白」恐蝕10萬元
打鼓嶺李屋新村有村民表示，昨早屋頂及垃圾桶
都有結霜情況，農田一片白茫茫。有菜農指，自己
種菜40多年也未見過如此大規模結霜情況，其14畝
菜田及蕉田被霜覆蓋，所種的西洋菜、通菜及香蕉
壞死，估計損失約8萬至10萬元。
新界本地農協會主席黃七娣接受媒體訪問時表
示，不少農民未預料結霜情況如此嚴重，昨晨收割
蔬菜時才發現農地結霜，不少菜農也指所種菜蔬被
凍死，她初步估計農戶損失一半收入，菜價會上
漲。
香港入口蔬菜批發商會會長袁昌接受香港文匯報
查詢指出，本地生產的農產品供應頗受近日寒潮影
響，氣溫下降已導致蔬菜生長緩慢，產量大減。
內地亦受寒冷天氣影響，如廣東的從化前日氣溫
跌破攝氏零度，農田出現大範圍霜凍，清遠本周一
更有下雪情況，但袁昌表示內地蔬菜供應尚且穩
定，部分省市如江西及廣東等雖因天氣令產量下
降，惟內地土地廣闊、產量豐富，仍足夠供應本
港。
不過，他表示受天氣影響，近期供港菜價亦逐步

上升，幾乎所有品種也有加價，如原本批發價每斤9
元的西洋菜，近日漲至每斤12元，即升幅達三分之
一；唐生菜亦由每斤6元漲至8元，漲幅兩成半；菜
心等批發價亦攀至每斤10多元，蔬菜零售價更高；
瓜果售價則暫未有太大分別，他估計持續寒冷下，
菜價有機會持續升至過年。

明後天回暖 下周料又凍過
天文台則指出，冬季季候風會在未來兩三日緩
和，令氣溫回升，今日最低氣溫將有12度，明
日及後日最低氣溫則分別為14度及15度，最高
氣溫更有20度，但另一股冬季季候風會在下周
初影響華南地區，令天氣再度轉冷，預計下周一
最低氣溫再跌至10度，但之後數天氣溫再逐步
回升。

天文台指出，由於本港
昨日天朗氣清加上天氣乾
燥，令新界內陸地區的
「輻射冷卻」相當顯著。
所謂「輻射冷卻」，是指
地面熱能晚上以紅外線形

式釋放到天空。由於新界內陸空曠地方，較
少高樓大廈，散熱速度較快，尤其在天朗氣
清的日子會特別明顯，氣溫因此會顯著較市
區為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少高廈散熱快
輻射冷卻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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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政府擬
推行「現金津貼試行計劃」，為輪候
公屋逾三年的非綜援基層家庭發放租

金津貼，計劃預計今年中推出，最快
可於7月開始發放津貼。工聯會一項調
查發現，五成多潛在受惠的劏房租戶

指經濟欠佳收入
減少下，業主仍
加租，逾八成家
庭更擔憂津貼最
後落入業主手
中。工聯會促請
政府防範有關情
況，並認為租津
及租管必須雙管
齊下，才能真正
紓困。
工聯會九龍東

總幹事鄧家彪過
去三天以電話訪
問 110 戶潛在受

惠家庭，其中約66%受訪家庭表示自
修例風波以來，本港經濟狀況欠佳而
收入減少，但仍有56%受訪家庭表示
業主繼續加租，超過80%受訪住戶擔
憂業主肆意加租，到頭來政府的津貼
只是益了業主。
劏房戶冼女士與一對子女居於砵蘭

街唐樓一個200平方呎劏房單位已10
年，表示所住劏房租金年年增加，由
初搬入時的 4,000 元增至現要 8,000
元，而她已輪候公屋四年，日常從事
清潔散工，疫情以來開工不足，收入
大減，幸女兒近期亦開始賺錢養家。
一家人維持每月一萬多元收入，扣除
租金後所剩無幾，希望政府盡快推行
租津計劃，並確保津貼不會被業主加
租蠶食。
鄧家彪指出，政府的津貼或成為無

良業主加租借口，令政府對基層家庭
的支援最終落入業主口袋，建議政府
須防範有關情況，包括盡快完成「劏
房」租金管制的研究，並修訂現有租
管條例，加強對無議價能力租客的保
障。
他續說，政府的現金津貼未真正解

決「上樓難」問題，建議政府推行租
津時應同步推出租管，並修訂現有租
管條例，禁止業主隨意加租及濫收水
電雜費，雙管齊下保障基層市民權
益。同時，政府應把握覓地機會，加
強公屋規劃和社區配套，認真落實
「三年上樓」的輪候目標。
工聯會早前已提出私人條例草案，

禁止業主濫收水費雜費，現正待行政
長官批准即可審議，希望盡快審議，
以在最迅速的時間下保障基層租客。

工聯促租津租管雙管齊下助民紓困

●工聯會促租津及租管同步推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昨日消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謝鋒結束在香港工作，已於昨日奉調離
任回北京。
謝鋒於1986年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

交部西歐司科員，其後於馬耳他共和國
大使館及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任職。
2000年至2003年任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
館參贊、發言人；2003年至2005年任外
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參贊；2005年至2008
年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副司長；2008
年至2010年任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公
使；2010年至2014年任外交部北美大洋
洲司司長；2014年至2017年任駐印度尼
西亞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2017年起，
謝鋒擔任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
員公署特派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疫情反覆影響
本港大學畢業生就業。
香港科技大學表示，該
校2020年全年收到職位
空缺減少24%，但第四
季數字有所回升，特別
是11月及12月，企業
招聘意慾明顯較之前
高，特別是科技、金
融、工程、網上行銷等
行業需求較大。為助學
生在求職前裝備自己，
該校去年加強實習支援，包括於疫情下開展虛擬實習，並透過校友網
絡聯繫職位及實習機會。
科大就業中心主管李詠琴表示，根據大學聯校就業資料統計庫（JI-

JIS）2020年首八個月職位空缺較前年同期大減逾四成，令不少畢業
生憂心就業前景。不過她提到，該校第四季收到的招聘刊登數字較首
三季明顯反彈，說明企業招聘意慾回升，帶動全年職位空缺只較前年
少約24%。她相信是因為不少企業受疫情影響，將招聘廣告延至11
月及12月才刊登，其中主要涵蓋科技、金融、工程、網上行銷、大
數據和金融科技等工種，說明疫情下科技相關的職位需求仍然較大。
為緩解畢業生搵工難，科大去年開展多個項目幫助畢業生實習、搵

工，例如與不同的海外公司、香港經貿辦駐北京辦事處合作，開展虛
擬實習計劃等，校方又積極推動學生參加創新科技署「創新及科技
基金創科實習計劃」，同時推出「科大．同心」計劃，透過校友網絡
加強支援。
科大風險管理及商業智能學四年級學生何倩欣，大三時曾休學一年

於金融機構實習，去年暑假亦有於跨國公司做數據分析的實習。她提
到，今年見習行政人員（MT）職位數量雖顯著下跌，但整體職位空
缺沒有想像中少，自去年9月起曾申請數十份職位，至今已收到數份
聘書，認為其實習經驗可以幫助工作較易「上手」，求職時有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最快明年首季
將2元乘車優惠擴展至60歲至64歲市民，更多公
共交通工具會納入優惠計劃供長者選擇，包括紅
色小巴及街渡，惟村巴則不符合相關資格。公共
小型巴士總商會主席凌志強昨日指出，業界十分
歡迎被納入計劃中，認為在疫情困境下生意額有
望提升四成。公共巴士同業聯會副主席鄧子強則
慨嘆，村巴管理一直比「紅Van」更好，為何每
次都被拒諸門外。
凌志強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在疫情持續
下，不少人居家工作，學生亦停課在家網上學
習，毋須外出返工返學，令紅色小巴生意額只有
過往兩三成，業界兩年前已希望能納入優惠計劃
中，故歡迎政府今次的決定，而優惠計劃拓展至
60歲，當中不少是上班族，相信有望將生意額提
升四成。
他指出，參與計劃的紅色小巴需要定點定線定

價錢，且要加裝錢箱，而目前約四成紅巴裝有錢
箱，並向運輸署提交相關計劃，相信出現「海鮮
價」情況會減少。
鄧子強則在同一節目上對村巴未能納入計劃表

示感到失望，指兩年前已希望納入計劃當中，又
表示村巴管理一直較「紅Van」更好，且不會有
「海鮮價」，每月也向運輸署提交數據，今次再
未被納入優惠計劃範圍，可能會少三成乘客，質
疑同樣作為公共交通工具，「點解餐餐無我哋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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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去年收到職缺跌24%
紅Van納乘車優惠
商會望增四成生意

●左起：生物科技及商學的四年級學生黎
浚軒、科大就業中心主管李詠琴、就業中
心助理主管林鄔潤儀以及風險管理及商業
智能學四年級學生何倩欣。 科大圖片

●外交部
駐港特派
員謝鋒離
任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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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輋有農田的
菜蔬被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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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win Wong

圖片

▶農作物因結霜
壞死，有菜農估
計會損失五成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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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to Fai

圖片

新界多處結霜凍死農作物
打鼓嶺低至零下0.9度 菜農失半數收入料菜價升

●有菜農
指，自己
種菜40多
年也未見
過如此大
規模結霜
情況。
天文台 fb
Pluto Fai

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