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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打爛飯碗 食肆生意跌八成
顧客疏落難經營 茶餐廳或減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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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行動持續至今已
近 4 個星期，示威者「佔
領」港九主要交通幹道，社

會各界均受影響，尤其是位於「示威
區」的商戶更首當其衝。旺角及銅鑼灣
的食肆負責人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
示，自「佔領」發生以來，他們的生意
較平日大跌 80%。有茶餐廳負責人更不
排除會縮減人手。不少基層員工都擔
心，若「佔中」長此下去，他們將飯碗
不保。

■記者 文森

銅鑼灣區軒尼詩道至怡和街一帶，仍有部分路
段被示威者「佔領」。位於怡和街的龍津美

■區先生表示，「佔領」期間，生意較平日下跌 70%至 80%，估計每日損失 1 萬元 ■銀龍飲食集團執行董事鄧秉雄稱，面對「佔領」的影響，唯一應對措施就是縮減
生意。
記者劉國權 攝 人手。
記者張文鈴 攝

食，光顧的客人明顯比平日疏落。有員工昨日在
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自「佔領」發生後，他們
的生意一直「麻麻」，生意損失達 80%。另一員
工更直言，擔心生意一直差下去，其「飯碗」不
保。
同區另一邊渣甸街的銀龍粉麵茶餐廳，該飲食
集團執行董事鄧秉雄在接受本報訪問時稱，生意
額下跌 30%，直言擔心「佔領」行動持續，會影
響經營生意。在「佔領」影響下，唯一應對措施
就是縮減人手。

憂治安轉差人流少

■有龍津美食員工擔心生意一直差下去，其「飯碗」不保。

■龍津美食員工表示，「佔領」發生 ■陳先生指，發生「佔領」後，超市每
後，生意一直「麻麻」，損失 80%生 日 生 意 額 只 剩 1 萬 元 ， 生 意 額 下 跌 達
記者張文鈴 攝 意。
記者張文鈴 攝 60%。
記者張文鈴 攝

永安：旅社報名少約兩成
團則增加逾 30%；非內地旅客則微跌兩個百分點。香
港旅遊業議會亦指出，截至前日為止，10 月份平均每
天有逾 380 個內地訪港旅行團，較去年同期每日 200
團急升逾90%。
不過，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相信，數字增加主
要基於去年內地旅遊法的實施，令大量旅行社怕違規
而卻步，才出現如此差距。他認為，從數據上未必看
到「佔領行動」對內地客來港的影響，但若行動持續
勢必打擊旅客的訪港意慾。梁港蘭亦指出，雖然不少
聖誕假期的機位已推出，加上今年聖誕時值周末，永
安對聖誕旅遊市道仍然樂觀，但對業績增長則持保守
態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永安旅遊行政總裁
梁港蘭昨日透露，「佔領行動」發生逾 3 周以來，
旅行社的報名人數下跌約 20%，當中以年輕人為主
要對象的自由行產品跌幅較明顯，家庭客的報名人
數則比較平穩。她指，聖誕節及農曆新年假期將
至，相信在近日政治氣氛影響下，今年的旅遊產品
預訂情況會較去年同期緩慢，希望事件可以盡快平
息。

職員放假節省開支
在灣仔區灣仔道經營超級市場的陳先生表示，
該超市的主要客源來自半山、中西區等，示威者
「佔領」當區部分幹道，令客人不便到超市購
物，生意受到嚴重影響。他指，未發生「佔領」
時，超市每日生意額為 3 萬元，發生「佔領」
後，每日生意額只剩 1 萬元，生意額下跌達
60%。他直指，該超市每月租金約 20 萬元，擔心
「佔領」長此下去，將難以繼續經營。他表示，
生意額下跌後，惟有叫職員放假，以節省開支。

內地客增長或與旅遊法有關
入境處數字顯示，「佔領行動」期間，整體內地旅
客較去年增長 16%，其中個人遊旅客增加 10%、旅行

消防：
「佔旺」縱火 堵路或害人害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佔中」堵塞港九各
交通幹道，對部分市民帶來不便，更或釀成慘劇。消
防處昨日指，旺角「佔領區」前晚發生一宗企圖縱火
案，消防人員須跨過路障及將障礙物移走，才能開展
救援服務，類似的堵路行為將會影響區內居民及「佔
領」者自身的安全。
消防處副消防總長梁偉雄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指
前晚在旺角「佔領區」發生一宗企圖縱火案，消防人
員接報到場後，要跨過路障，並把鐵欄及障礙物移
走，才能進行救援工作。他再次呼籲「佔領」者盡快
清除路障，以免影響區內居民以至佔領者自身的安
全。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許鎮德昨日表示，留意到有
「佔領」示威者以膠索帶、鐵釘及卡板，企圖加固路
障，有人用膠索帶與角鐵，將鐵馬更加牢固綁在一起。

財爺：「佔領」損中長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部分大小商戶因為「佔領」行動
持續而受影響，香港特區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昨日指出，目前，部
分外資對香港的「佔領」行動保
持觀望，但倘「佔領」繼續，一
定會對香港中、長期發展有影
響。
曾俊華在出席後亞太經合組
織財長會議於昨日返港。他被
問及是否有外國投資者因「佔
領」而減低了來香港的投資意
慾時表示，目前還未有具體數
據，但有部分外資對此抱觀望
態度，要準確評估整個經濟影
響還需要一段時間，「但是我
看到如果在中期、長期，如果
『佔中』的事件持續，一定會
有一些影響的。」

他批評示威者的行為十分自私，對緊急救援服務造
成極嚴重影響，令堵塞道路一帶市民的安全威脅大大
增加，並呼籲示威者繼續保持冷靜與克制，盡快和平
有秩序地離開，減少對其他市民大眾帶來的嚴重滋
擾。
港島總區交通部署理高級警司顧又奇則指出，港島
各區道路昨日被堵塞情況與日前並無大分別，被堵塞
道路約長 2.3 公里。他呼籲來回東區及中環人士，除
了使用東區走廊外，也可以經灣仔北文耀街或筲箕灣
道、英皇道一帶。

張炳良批有人圖「圍堵機場」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在另一場合指出，相
對於最嚴重的時刻，昨日的情況已稍為改善，「但所
謂稍為好一點，是仍然有超過 200 條巴士路線受影

響。有一些比較嚴重的區域，例如港島中區某些地
方、旺角、部分彌敦道等，這些受影響地方交通的影
響比較嚴重。」
被問及是次「佔領」行動已令運輸行業，包括小巴
或的士等在營運上、收入上受到影響，業界會否提出
加價時，張炳良說，他不便作出任何揣測，所有公共
交通的收費等有既定機制，當局會按這機制去處理任
何有關方面的意見。但他承認「佔領」已影響了業界
的收入，「這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公眾。」
就近日有人企圖號召「圍堵機場」，張炳良批評，
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香港國際機場是一個很
重要的設施。我們面對佔領行動的過程中，政府相關
的運輸部門及其他各公共交通機構，我們就不同可能
的情境，包括最壞的可能情境都是有一定的預案，但
我們不希望有必要用到這些預案。」

張炳良「半杯水」喻政改 滿空兩面睇
特區政府與學聯開展了首次對話，前
者更即場釋出善意，惟後者卻不領情。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指出，他
說我明白學生和一些「佔中」者在政治
上的訴求，但「佔領」是無法解決問題的，並以「半
杯水」為喻，表明倘社會陷入撕裂、對立，「在
（杯）內無論是滿的水或是一半的水都會流失……要
解決問題，一定要透過很細心的思考和聆聽各方面的
意見，去進行一個很坦率的對話。」
張炳良昨日在出席一討論會前主動向在場傳媒表
示，他對過去 20 多天的環境感到非常憂心，「佔領」
除了對交通等造成的影響外，香港整體的社會局面和
政治局面均面臨很大的考驗。他指，香港目前正如部
分人形容的，正處於一個撕裂、對立的局面。

爭取目標需確保社會莫走向撕裂

他以著名的「半杯水」論為喻，「我們爭取無論是
政改或其他目標，有些人說用一杯水去形容，有些人
說半杯水，所以半杯水是有一半空的，有些人說有一
半是滿的，這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但無論半杯是
滿，或半杯是空也好，到頭來若杯是破裂的，在
（杯）內無論是滿的水或是一半的水都會流失。所
以，我們的社會在追尋一些我們希望爭取的目標時，
亦要確保我們社會不會因為這個過程而走向撕裂。」
張炳良坦言，特別令他傷心的是，香港的形象已經
因「佔領」而受到很大的影響，這對香港社會的發
展、競爭力等「都不是一件好事」。他明白學生和一
些「佔領」者在政治上的訴求，但「佔領」無法解決
問題，而是要透過細心的思考，和聆聽各方面的意
見，通過坦率的對話去解決。
■記者 鄭治祖

新華網：杜汶澤等罔顧 佔中 損害惹眾怒

旺角朗晴坊大廈的一間咖啡室東主區先生表
示，咖啡室開業 6 年，客群以年輕本地客為主。
平日，他們午市時間一般做附近寫字樓生意，晚
上則是以訂枱生意為主，過往平均每晚都「爆
滿」，但「佔領」行動蔓延至旺角首天晚上，不
少客人打電話來取消訂枱。他續說，「佔領」期
間，他的生意較平日下跌 70%至 80%，相信與不
少年輕客人走去「佔領」示威有關，加上市民擔
心旺角一帶治安轉差，不敢到該區消費，令生意
減少，估計每日損失 1 萬元生意。幸好，捱過
「佔領」初期的慘淡日子後，近日生意回升至平
日一半，預計整體 10 月份的生意持平。他打趣
說，「香港人好善忘」，自己對未來生意情況仍
感樂觀。

﹁
﹂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本港多名藝人
近期多次發表支持「佔中」言論，新華網昨日發
表評論員文章，批評這些藝人既得到國家好處又
回頭指罵國家，損害國家利益，完全違背愛國原
則。
文章強調國家面前無偶像，大批網民力挺抵制
這些藝人，正體現了伸張正義的愛國表現。參與
「佔中」的青年學生應認清偶像的真面目，及早
覺悟，免被利用。
該篇署名「王勉」的評論文章《「杜汶澤」
們，休想吃我們的飯，還砸我們的鍋》指出，杜
汶澤、黃秋生和何韻詩等香港藝人罔顧「佔中」
對香港社會的損害，唱挺「佔中」歌，說挺「佔
中」話，公然支持「佔中」，「他們的這些行為
引起眾怒。香港民眾不答應，內地民眾不答應，
所有有血性的網友不答應。」
文章指出，內地一條微博表示，要求以在內地
禁演、禁播、網上除名的方式，抵制支持「佔
中」香港藝人，近日持續升溫獲內地網民力挺。
網民用「網上投票抵制無良藝人」的方式進行還
擊，不僅是正義的伸張，更是一種愛國的具體表
現，「任何一位有正義感、有血性、深愛自己國
家的人，對他們的行為，一定不會等閒視之，只
要稍微有點是非判斷能力的人就會明白。」

公然違背「一國兩制」

文章反問，這些藝人是否對得起生你養你的國
家，「『杜汶澤』們」是否想過近 20 年來幾乎都
是靠內地的市場和粉絲在養着，身上還留着中國
人的血液，現在公然違背「一國兩制」、挑戰中
央權力、漠視香港基本法，「一邊賺着大把鈔
票，一邊回頭罵娘。」
對於參與「佔中」的青年學生，文章認為是
受到挑唆，提醒他們無論任何時候，都要明白
香港屬於中國，呼籲他們早日覺悟。文章強
調，國家面前無偶像，「做得過分了，就會成
為過街老鼠」，拒絕愛國的人都應堅決抵制。

Kenny G澄清散步路過非撐「佔」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暢銷爵士音樂家 Kenny G 前日現身
香港「佔中」現場，並與示威者的合照，被示威者演繹為支
持「佔中」。Kenny G 昨日凌晨澄清，他當時只是散步經
過，「我被利用，說我向示威者表達支持是不公平的。我不
是支持示威者。」
Kenny G前日現身金鐘「佔領」區現場，吸引不少示威者
與他合照。他隨後在其Twitter上傳有關照片，稱在香港看到
示威，並希望當前局勢對每個人是和平正面的。其後，外交
部發言人華春瑩指，「佔中」是違法行為，希望外國政府及
個人言行審慎，不要用任何形式支持「佔中」。
Kenny G 昨日凌晨刪除了所有有關照片， 並在其 Twitter
及Facebook上發文，澄清自己當時「只是像個遊客般在香港
逛街，有些樂迷就拍了我的照片。我被利用，說我向示威者
表達支持是不公平的。我不是支持示威者……我並非企圖蔑
視特區政府的法令，只是想向香港和中國人祝願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