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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旺區癱瘓 重創營商
「佔中」殃及 周大福30店暫停業

面對「佔中」勢力再次掀起「倒梁」歪風，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新聞發言人昨日接受中
通社採訪時回應，中央對香港特區政府的工作
高度肯定，對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充分信任，
中央堅定不移地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
施政。「佔中」勢力「倒梁」，其實是劍指信
任和支持梁振英的中央政府，劍指全國人大常
委會對本港政改的決定。「倒梁」的實質是對
抗中央，是企圖撼動人大決定。中央明確表達
堅定「挺梁」的態度，不僅是表達對梁振英及
其領導的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堅定支持，而且
顯示中央面對暴力「佔中」的脅迫絕不退讓的
原則立場。

「佔中」搞手昨日先後到金鐘和銅鑼灣煽動霸
佔馬路的市民，高呼「梁振英下台」口號。27個
反對派議員發表聲明，要求召開緊急大會，對行
政長官梁振英提出彈劾動議。「佔中」發起人之
一陳健民聲稱，特首梁振英辭職，最能令巿民放
棄佔領云云。這顯示，反對派借助於暴力「佔
中」一時的聲勢，企圖再次掀起「倒梁」歪風，
港澳辦新聞發言人針鋒相對的回應，對暴力「佔
中」脅迫「倒梁」是迎頭痛擊。

梁振英在香港惡劣的政治生態下當選特首，

履任以來面對各種政治逆流洶湧，有理有利有
節沉着應對，並在眾多突發事件接踵而至的情
況下，臨危不亂，逢大事有靜氣，魄力內斂而
處事果斷，有原則而又講究政治技巧。這使反
對派和外國反華勢力的種種計劃和行動不能得
逞。因此反對派已多次掀起「倒梁」歪風。例
如，去年梁振英以極高的政治智慧出色處理斯
諾登事件，有力地維護了香港法治基石、國家
利益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美國反華勢力氣
急敗壞，操縱香港反對派發起「倒梁」風潮。
由於中央堅定「挺梁」，那次「倒梁」歪風遭
到了可恥的失敗。

面對反對派多次掀起「倒梁」歪風，中央一
再作出全力「挺梁」的表態，顯示了中央高度
信任和全力支持梁振英，充分肯定和支持梁振
英與時俱進、穩中求變的政綱，充分肯定和支
持梁振英沉著應對各種政治逆流。「佔中」搞
手悍然發動違法「佔中」行動，狂妄要求撤回
人大決定，高呼「梁振英下台」口號。中央堅
定「挺梁」，這次「倒梁」歪風也必然遭到可
恥失敗。社會各界要堅定不移「挺梁」，精誠
團結，和衷共濟，支持梁振英和特區政府克服
各種困難和挑戰，開拓香港新的發展局面。

絕不可向脅迫退讓 中央堅定挺梁
過去數日，暴力「佔中」已造成最少41人

受傷，當中包括12名警員。警方表示，由於
示威者不斷衝擊警方防線，為了減低衝擊造
成警員與示威者受傷，並保持雙方距離，警
方才使用最低及適當武力。少數暴徒在「佔
中」行動中不斷辱罵及襲擊警員，暴力衝擊
警方防線，更企圖攻佔政府總部，危害香港
的法治和社會秩序。如果不是警方果斷應
變，穩定了現場局勢，不但政府總部隨時有
失陷之虞，更可能造成嚴重的人命傷亡，後
果不堪設想。前線警員連日來緊守崗位，守
護香港的繁榮安定，謹此向所有夜以繼日盡
忠職守的警員致敬！社會各界應全力支持警
隊維護香港法治。

少數暴徒在「佔中」行動中，不斷發動暴
力衝擊，更肆意針對警權，對前線警員作出
種種挑釁的行為，行徑絕對不能接受。在現
場所見，暴徒完全漠視警方勸喻，衝撞警方
設置的鐵馬和水馬，移除封鎖線，更打破警
車玻璃、在警車上塗鴉；又向堅守陣線的警
員投擲水樽、推搶鐵欄，甚至用雨傘攻擊警
員，有警員在混亂中倒地或被雨傘刺傷。顯
然，暴徒的行徑是故意以暴力衝擊警方，製

造混亂，並且乘機攻佔政總。暴徒的步步進
逼，對警員以至一些示威者的安全構成危
險。警方必須捍衛防線，施放催淚彈令示威
者散開，是保障示威者和警員人身安全的必
要之舉。

必須指出的是，這場有預謀、有組織的違
法暴力行動，目的是重創香港這個國際金融
中心，癱瘓政府施政，作為要脅中央和特區
政府的籌碼。如果警方未有果斷採取措施，
不讓激進組織和暴徒攻入政總和立法會重
地，隨時重演台灣今年初的「佔領立法院」
和「佔領行政院」亂局，對政府運作造成沉
重打擊。警方依法驅散暴力衝擊的示威者，
有力地維護了香港社會的穩定，絕不應受到
責難，而應受到社會的高度評價。

除中環、金鐘、銅鑼灣和旺角外，佔領行
動已蔓延至其他地區。激進組織揚言會佔領
更多地方，引起了社會強烈憂慮。對於以暴
力衝擊手法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執法當局
必須追究組織者和暴徒的責任，絕不能手
軟。維護法治，警方的執法更是重中之重。
社會各界必須支持警方的執法行動，為每位
緊守崗位、守護香港的警員鼓勁打氣！

守護法治 向警方致敬！

封路人流減 iPhone 6炒賣淡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梁偉聰、黃
萃華）「佔中」同
時影響 iPhone 6的
炒賣活動，有旺角
先達電話舖員工梁
先生指，生意大
跌，截至昨日下午
三時，iPhone 6 未
有人問津。中環蘋
果門外更一度只有
「收買佬」在場。

昨日記者到旺角先達門口現場，仍然見到一班回
收商聚集，但炒家明顯減少。梁先生指，「佔中」蔓
延至旺角，令人流大減，保守估計生意額減少50萬

元，而他們的目標顧客是以旅客為主，若「佔領旺
角」持續至「十一」黃金周，相信將會令遊客卻步，
屆時損失將無從預計。他又表示，希望事件盡快完
結，讓生意重回正軌。

旺角蘇寧：生意至少跌30%
位於西洋菜南街的蘇寧分店，因受封路影響，人
流更少。該分店主任許先生指，截至昨日下午四時，
只有15萬至20萬元的生意額，與公司每日50萬元目
標仍有一段距離。因為人流銳減，保守估計，昨日生
意額至少下跌30%。他又表示，如示威持續至「十
一」黃金周，相信生意額較過往同期至少跌50%。
他補充指，現時佔領範圍未影響店舖內的安全，但一
旦佔領範圍擴展至影響店內安全，公司可能會把門市
關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佔
中」行動前晚由金鐘擴散至銅鑼灣及旺
角，此三個全港重要購物區全日受示威集
會霸佔，交通癱瘓，旅客止步，區內各行
各業大受影響。昨日港股應聲急挫下，零
售板塊更成重災區。周大福（1929）昨日
在旺角、油麻地、佐敦及銅鑼灣一共有30
間分店停業，佔公司在香港總分店數目逾
1/3，該股昨日收報9.93元下跌3.78%，其
餘零售股也普遍有超過3%的跌幅。

往年的「十一黃金周」，零售業都會迎來巨大商
機，今年個人遊消費力已呈放緩，現今加上

「佔中」打擊，「慘淡」已成定局。由於多家著名零
售品牌的分店，主要集中於銅鑼灣、旺角、尖沙咀等
旅客購物旺區，受到「佔中」的衝擊最為嚴重，不少
店舖昨日均關門大吉，以免遭受池魚之殃。即使仍維
持營業的店舖，人流亦遠較平日稀少。市場擔憂「佔
中」將會持續到十月初，導致整個「黃金周」商機毀
於一旦，令業界承受雪上加霜的打擊。

黃紹基：黃金周銷情難看好
周大福發言人昨日表示，考慮到員工及顧客的安
全，暫時已將旺角、油麻地及佐敦區全線分店關門；
銅鑼灣除SOGO及時代廣場內的分店外，其他分店
均暫停營業；昨日上午在中環連山頂共4間分店，亦
曾一度暫停營業，不過，下午市面已回復平靜，故4
間分店已重開。截至昨日傍晚，停業分店30間，佔
整體本港店數逾1/3。據周大福網站披露，公司現時
在香港共有87間分店。
周大福又稱，由於有分店沒辦法營業，故對銷售有
一定影響，但相信情況只是暫時，料對整體財務表現
打擊不大。不過，周大福董事總經理黃紹基上周曾表
示，如「佔中」發生，屆時「唔知會搞成點」，或有
機會打擊內地消費者來港的意慾。他又預料，「十一
黃金周」銷情很難會有增長，「按年持平、或跌少
少，都已經好唔錯」。

銅鑼灣SOGO提早在6時關門
六福（0590）旗下有1間銅鑼灣分店及4間旺角分
店昨日暫停營業，其他分店正常營業，主席及行政總
裁黃偉常表示，公司會因應事態發展作應對，包括提
早關店或暫停營業，料將會對生意帶來一定影響。另

外，利福（1212）位於銅鑼灣的SOGO分店，亦提
早在昨晚6時關門，較日常提早4小時。周生生
（0116）昨有6家店舖暫停營業。謝瑞麟（0417）亦
有6家分店暫停營業。

首當其衝 零售股全線急挫
受不利消息影響下，零售板塊昨日全線下跌。周生
生收報18.92元，下跌3.67%。六福收報21.7元，下
跌 4.83%；英皇鐘錶珠寶（0887）收報 0.355 跌

6.58%。冠城鐘錶珠寶（0256）收報1.16跌4.13%。
莎莎國際（0178）收報 5.31元跌3.10%。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陳羨明指出，

憂慮受「佔中」行動影響，藍籌股全線下跌，收租股及
零售股昨日首當其衝成跌市重災區。原因很簡單，本港
9月份零售表現已不理想，目前「佔中」行動除了在金
鐘及灣仔進行，亦已蔓延至銅鑼灣及旺角等商業區。「佔
中」行動已影響對該地區零售商舖的銷售，收租股收入
亦受影響。

借「佔中」做空CNH 人幣匯率急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在「佔領中環」事件
以及美元連漲11周影響下，人民幣匯率在上周五大幅
上漲後，昨日轉而調頭急劇下挫。人民銀行公布，人民
幣兌美元中間價昨日報6.1539，較前一個交易日下滑
31點子，創下近三周低位。人民幣即期匯率更大跌231
點子收報6.1501。
美元兌一籃子主要貨幣連升11周，創下1971年實施

美元自由浮動以來的最長升勢。而人民幣卻因「佔領中
環」事件拖累，遭到投資者拋售，昨日早市開盤不久已
大跌逾百點，午後跌勢進一步擴大。其中在岸人民幣匯
價盤中最低觸及6.1571水平，離岸人民幣匯價最低報
6.1770，均較前一個交易日尾盤跌逾300點子。

國慶前大行購匯添壓力
路透社引述交易員表示，受香港「佔中」事件影響，

早盤人民幣隨CNH（離岸人民幣）走貶，但CNH波幅
對境內人民幣走勢影響不會太大，境內仍是以央行中間
價及實際進出口需求為引導。不過，由於國慶節前購匯
力度不小，加上季末和月末的因素，午後國有大行積極
入市購匯，助推了人民幣的跌勢。
彭博也引述三菱東京日聯銀行外匯交易員吳慜俊表

示，人民幣昨日跌幅逐步擴大，是因為離岸人民幣匯價
早盤快速貶值成為導火索。「佔中」導致港元和港股明
顯下跌，基於香港市場交易的CNH也遭到做空，加上
國慶節前有一波購匯，中資大行也參與其中，造成市場
流動性恐慌。
法國巴黎銀行中國經濟學家榮靜則認為，「佔中」作

為一個政治行動，肯定對市場有衝擊，但這不會是常
態，影響料是短期的，由於內地目前出口表現良好，在
這樣的條件下央行缺乏讓人民幣貶值的意願。

長實：樓市暫未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長實執行董事趙國雄昨表示，
「佔中」反映市民對香港的關心，大家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希
望大家用和平守法的態度處理事情。但對樓市暫時看不到有影
響，過去數天仍然有不少成交促成，反映市民對香港前景有信
心才置業，下半年樓價相信仍然靠穩。至於「佔中」對集團的
賣樓部署未有影響，但無法估計將來如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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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0388)在「佔中」啟動後
首個交易日如常開市，行政總裁李
小加昨日一日三度會見傳媒，多次
強調港交所一切運作正常。在昨日

新股上市儀式中，曾多次進行「佔中」綵排的港
交所，似乎沒有明顯加強保安措施，出入口處只
增加了數名保安人員，記者只花了數分鐘便進入
會場。

「佔領中環」行動踏入第二日，香港的心臟地
帶—中環表面一切如常。據記者現場所見，九時
多的中環，地鐵站內的銀行櫃位如常服務。由於
打工仔提早上班，平日「逼都逼唔入」的港島線
地鐵車廂，反而顯得人流稀疏。不過，受示威行
動影響，港島線及荃灣線列車服務不停金鐘站，
金鐘站完全暫停運作。

記者昨日是於正常上班時間走訪中環一帶，觀
察到環球大廈附近街道上行人如鯽，上班族以急
速步伐趕往公司。而通往港交所及香港國際金融
中心(IFC)的天橋上，有少數市民駐足圍觀遠處的
金鐘示威活動，但未有構成阻礙。受封路影響，
前行金鐘的主要道路干諾道中的行車疏落。

多家公司取消公開活動
此外，基於安全理由，多家公司取消公開活

動。原定於昨日舉行的花旗集團滬港通傳媒簡布會
及渣打財富管理第四季投資展望記者招待會暫時擱
置，確實日期於稍後公布。地產方面，嘉里已取消
何文田「傲名」示範單位開放活動，在IFC舉行的
迎海‧星灣御活動亦將延期至另行通知。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昨表
示，「佔中」行動暫不影響公司推盤部署，昨晚如期發售屯門
瓏門一期11伙特色戶，單位售價介乎1,000萬至4,000萬元。
他補充，旗下天晉IIIA的洋房將如期截標，本周六亦如期發售
最後一批大規模推售單位，並對周六賣樓銷情具有信心。

新地：如期推盤看好銷情

曾俊華：市場短期或波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民眾於金鐘、銅鑼

灣一帶集會，使部分本港主要道路需要封閉，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昨日發新聞稿表示，「短期內，市場可能
會出現波動」，呼籲投資者務必注意相關風險，金融
部門及機構已於昨早啟動應變方案，目前股匯市維持
正常運作。
金管局新聞稿表示，香港銀行體系仍然正常運

作，貨幣發行局機制並未受影響，整體匯價穩定，以
及銀行業界資金仍然充裕。曾俊華表示，政府一直有
應變方案，以在任何突發情況下，均能維持金融體系
的核心運作，把影響降至最低。

各金融部門保持溝通
金管局還稱，不論支付系統及債務工具中央如常

運作，交易量與平日相若，證監會方面亦指未發現市
場有任何重大異常情況，當局會與港交所（0388）
及市場中介人繼續保持溝通，留意事態發展。
積金局昨日表示，所有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維持正

常運作，已指示所有強積金受託人採取一切必要措
施，確保強積金計劃繼續正常運作。 積金局設於中
環盈置大廈的辦事處將會暫時關閉，直至另行通知，
其餘三個辦事處照常開放。

■早前聚集大班回收商收購
iPhone 6的旺角西洋菜南街受
「佔中」行動影響，只餘下零
星回收商。 黃萃華 攝

◀周大福昨日在旺角、油麻地、
佐敦及銅鑼灣一共有30間分店停
業，佔在香港分店數目逾1/3。

黃偉邦 攝

▶周生生在旺角及銅鑼灣6家分店，昨暫停
營業。 鄧偉明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