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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學生會前會長梁麗幗提請司法覆核，聲稱

人大決定無法律效力，要求法院頒令重啟第二輪

政改諮詢。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具有憲制

性的法律地位，不可撼動。本港法庭無權審理人

大決定，因而不應受理梁麗幗的司法覆核。事實

上，只要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辦事，

實現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只是「一步之遙」。

梁麗幗提請司法覆核是節外生枝，企圖阻礙落實

普選行政長官，剝奪500萬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

的權利，必須受到譴責。

廣大市民熱切期待落實普選，冀2017年透過

一人一票選出心儀的特首人選，但反對派人士或

團體無所不用其極，藉司法覆核尋求推翻第二輪

政改諮詢決定，在時間非常緊湊的情況下刻意阻

撓落實普選。梁麗幗的入稟狀聲稱人大決定對香

港無法律效力，基於「決定」而發出的第二階段

諮詢文件屬錯誤，應予推翻云云。梁麗幗身為港

大政治學與法學專業的學生，其對香港憲制的無

知令人驚訝。香港基本法序言說明，憲法是制定

基本法的依據。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

的憲制基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具有憲制性

的法律地位，是不可撼動的。

本港法庭不應受理梁麗幗提請的司法覆核，因

為本港法庭無權審理人大決定。香港的高度自治

權源於中央授權，中央對香港的政治體制擁有決

定權。人大不僅有權力決定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是

否需要修改，而且有權力決定如何修改，這是憲

法和香港基本法確立的一項重要原則。從 2004

年到2014年這十年間，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

法和基本法，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作出了三次決

定，這三次決定已經形成了憲制慣例，完善並鞏

固了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決定權。本港法

庭不應受理挑戰人大決定的司法覆核。

香港目前處於民主發展的關鍵歷史時刻。人大

「8．31決定」已為普選「開閘」，實現2017年

特首普選已是觸手可及，只需在政改「五步曲」

中的第三步曲，按照人大決定制定的普選方案得

到立法會三分二多數議員通過，就可以順利走完

行政長官同意和人大常委會批准的後兩步曲，實

現特首普選。現時不應節外生枝，阻礙實現特首

普選。梁麗幗提請司法覆核挑戰人大決定違反法

理，悖逆主流民意，須受譴責。

本港法庭無權審理人大決定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1月份零售業銷貨額數

字，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為466億元，按年下

跌14.6%。事實上，1月份的零售業銷貨額錄得

沙士以來最差的表現，與近期愈演愈烈的衝擊

內地旅客行動直接有關。旅遊零售是香港經濟

的一大動力，更創造了數以十萬計的職位。各

界應攜手遏止衝擊內地遊客的「倒米」行為。

1 月份本港零售業再陷谷底，政府解釋因去

年及今年農曆新年處於不同月份，因此影響了

部分數據。固然，新年延後影響了銷貨額計算

的基數，對數據難免有一定影響，但1月份零

售業銷貨額錄得沙士以來最差的表現，卻並不

尋常。記得當年沙士時，全球旅客對香港望而

卻步，市面一片蕭條，經濟一池死水。現在本

港並沒有任何疫情爆發，但零售業竟然錄得巨

大跌幅，不但珠寶首飾、鐘錶等高消費品銷情

跌了 21.4%，而且連食品、超市、汽車以及服

飾等必需品也呈現下跌趨勢，反映零售市道幾

乎全面轉弱，不可能單單是節日因素造成。

應該看到，自從自由行政策實施以來，內地

旅客一直是本港內需的主要客源，本港零售業

銷貨額急挫，與內地旅客減少在港消費明顯有

直接關係。當中既與內地經濟增速放緩及內地

旅客購買高消費品意慾降低有一定關係，同

時，本港過去「好客之都」、「購物天堂」的

金漆招牌已經逐漸變色。近年一些激進本土團

體發動一連串針對內地旅客的所謂「驅蝗」、

「反水客」行動，前一段時間更相繼爆發了屯

門、沙田、元朗等地的暴力示威行動，導致大

批商店被迫急急落閘，不少內地旅客更被示威

者公然辱罵及推撞。內地旅客一心來港消費購

物，希望能夠度過美好的假期時光，結果卻莫

名其妙被指罵受辱，試問情何以堪？這樣的行

動接二連三，內地旅客看在眼裡，自然不會再

來港購物，導致了零售業全面下跌的困局。

內需是本港經濟的重要引擎，與旅遊、交通、

飲食業更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如果零售業的跌

勢不及早穩住，一旦零售業出現裁員及結業潮，

首當其衝的就是基層市民的生計。社會各界必須

正視問題，絕對不容一小撮激進分子不斷倒香港

米，警方也應果斷執法，依法制止暴力違法行

動，保障商店和內地旅客的權益。

衝擊內地遊客 傷零售「倒香港米」

A5 重要新聞

港零售貨值跌14.6% 沙士後最差
新春期不同去年 反水貨客損旅遊 業界憂續弱勢或掀倒閉潮

按零售商類別分析，雜項耐用消費品的銷
貨價值跌幅最大，按年跌44.1%，其次

是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以及燃料均
跌21.4%，當中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較
去年12月跌16.3%有所擴大，鞋類、有關製
品及其他衣物配件跌19.0%，超級市場貨品跌
13.1%，服裝跌 12.8%，百貨公司貨品跌
11.3%，其他未分類消費品跌10.5%，中藥跌
9.6%，食品、酒類飲品及煙草跌8.7%，眼鏡
店跌5.6%，書報、文具及禮品跌3.3%，藥物
及化妝品跌0.1%。至於電器及攝影器材的銷
貨價值則升1.3%，汽車及汽車零件升6.1%，
傢具及固定裝置升5.9%。
政府發言人指出，今年1月零售業銷售錄得

顯著的按年跌幅，部分是由於農曆新年在今
年和去年於不同時間出現所影響，因此，當
取得1月及2月的零售業銷售數字後將兩者合
併分析會更清楚反映有關數字的基本走勢。

內地旅客訪港增長放緩有關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表示，1月的

數字是自2003年沙士以來最差。她認為，1月

份零售業銷貨額數字按年下跌14.6%來自幾個
原因，首先是今年的農曆新年於2月中，其次
是內地旅客數字增長放緩。麥解釋，今年1月
的訪港旅客約為560萬人次，按年升2.8%，
當中內地旅客升3.3%，個人遊跌2.4%，相對
去年1月內地旅客升23.3%及個人遊升24.4%
有明顯放緩。

他國匯率低蠶食來港旅客
麥瑞琼又認為，近日的反水貨客示威影響

香港的商譽，令不少旅客轉到其他國家及地
區旅遊。她指，「加上有些國家的匯率偏
低，包括日本、泰銖及歐元，明顯蠶食了來
港旅客的分布。」
麥瑞琼相信2月份的數據因受到農曆新年的

影響，應該不會再跌，但若要與去年1月及2
月的合併零售業銷售數字打平，2月的數據需
升19.7%，她認為有些困難。
被問及2015年全年的零售業銷貨額數據，

麥瑞琼表示現時仍言之過早，亦要視乎是否有
新政策推出。她指，現時已有部分商戶結業，
如果業界的弱勢持續，不排除會觸發倒閉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特區政府統計處公布1月份零售業銷貨額數
字，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為466億元，按年下跌14.6%，是自2003年4月沙
士以來最差的表現，而總銷貨數量則較去年同月下跌13.9%。政府發言人表
示，1月零售業銷售錄得顯著的按年跌幅，部分是由於今年農曆新年於2月
中，但去年農曆新年則於1月底所影響。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則認為，這與所
謂「反水貨客」行動損害香港商譽有關，相信2月的數據不會再下跌，但若
果業界的弱勢持續，不排除出現倒閉潮。

零售及珠寶股「佔中」後股價變化
股份 昨收報(元) 「佔」前收報（元） 變動

鐘錶珠寶股
英皇鐘錶(0887) 0.25 0.38 -34.2%
東方鐘錶(0398) 1.27 1.815 -30.0%
謝瑞麟(0417) 2.61 3.078 -15.2%
周大福(1929) 9.00 10.19 -11.7%
周生生(0116) 19.12 19.64 -2.6%

零售股
卓悅（0653） 0.7 1.14 -38.6%
IT（0999) 2.13 2.84 -25.0%
莎莎（0178） 4.33 5.39 -19.7%
佐丹奴（0709） 3.74 4.49 -16.7%
米蘭站（1150） 0.64 0.74 -13.5%

製表：記者 陳堡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優質旅遊
服務協會聯同警務處、海關及油尖旺區
撲滅罪行委員會昨日於尖沙咀崇光百貨
門外啟動「2015優質營商在香港」宣傳
日，沿彌敦道向商戶及消費者派發宣傳
品，加強監察及打擊售賣冒牌貨品，加
強推廣商品說明條例。海關透露，去年
至今在尖沙咀區共破獲8宗涉及冒牌貨
的案件，總值約30萬元，當局會繼續嚴
厲打擊侵權活動。
有關執法部門及優質旅遊服務協會昨

日向彌敦道的商戶及消費者派發宣傳單
張，希望加強監察和打擊售賣冒牌貨
品，同時推廣商品說明條例，透過提倡
優質營商手法，以提高旅客在港的消費
信心，營造理想購物環境。海關表示，
由2014年至今在尖沙咀區共破獲8宗涉
及冒牌貨的案件，檢獲700多件物品包
括手袋、皮帶及手錶等，總值約30萬，
海關會繼續嚴厲打擊售賣冒牌貨品的活
動。
警方表示，直至2014年為止，油尖警

區以「為售賣或任何商業或製造用途而
管有應用偽造商標的貨品」及「違反逗
留條件」罪名共拘捕5名男子，並檢取
2,300件假冒商品，包括筆、太陽眼鏡、
手袋、皮帶、錢包和手錶等。
另外，同場出席的批發及零售界立法

會議員方剛回應零售業數字下跌，他表
示，明白奢侈品銷售量下跌非朝夕間的
事情，但認為亦與近日反水貨客及反內
地客的活動有關，令內地旅客留下不受
港人歡迎的印象，「全世界都歡迎我，
只有香港不歡迎我，那為甚麼要來香港
呢？」他希望特區政府盡快設立邊境購
物城配套，紓緩水貨客問題。

尖沙咀宣傳優質營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就近期本
港個人遊問題的爭議，新鴻基租務總經理馮
秀炎認為，政府進行中期檢討合適，但應交
回政府研究。她又指，「打開門做生意，應
以服務心態接待」，認為反水貨客衝突影響
商戶及市民，希望各方保持理性。
馮秀炎昨日表示，個人遊政策推出10

年，旗下商場仍以本地客為主，連同內地
個人遊旅客在內，旅客只佔整體客量約
10%。對於最近的反水貨客衝突，她認為一
旦發生衝突事件，難免為雙方帶來不快，
望有關人士保持理性。

雖然反水貨客示威影響旅客觀感，但內
地及外地旅客訪港人數持續上升，馮秀炎
指旗下apm在春節期間的人流及營業額，
分別按年增長13%及18%，對今年市道感
樂觀。
她指，因應 3月將有12艘郵輪訪港，包
括麗晶七海郵輪航海家號、歌詩達大西洋
號、菁英世紀號、菁英千禧號及巴爾莫勒
爾號等，料將吸引逾2.1萬名來自世界各地
的郵輪旅客來港觀光消費，屆時商場會繼
續與啟德郵輪碼頭合作，提供約180班免費
專車往返碼頭及商場。

馮秀炎：服務心待客 盼各方保持理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黃萃華）內地訪港旅客消費模
式改變，違法「佔中」影響及整體市道放緩，對零售行業構成不
同程度的打擊，上市公司業績倒退，股價大挫，鐘錶珠寶股中，
英皇鐘錶 (0887)自發生「佔中」至今大瀉34.2%，化妝品牌卓悅
（0653）同期更插水38.6%。服飾品牌佐丹奴(0709)昨公布的去
年全年純利按年大跌38%，其中本港銷售額減少6%，可比較門
市銷售額下降5%。另外，連鎖化妝品店莎莎國際(0178)昨亦公
布，新春內地客交易量雖上升5%，但每宗交易平均金額下跌
15%。

佐丹奴：舖租下調30%較合理
對於港府有意收緊個人遊人數，佐丹奴主席兼行政總裁劉國權

昨在業績記者會上表示，由於佐丹奴的產品有別於奢侈品及藥
物，故個人遊對集團整體銷售貢獻不大。限制個人遊人數固然減
少人流量，但對集團的負面影響輕微。
劉國權表示，限制個人遊人數政策是利多於弊，相信屆時店舖

組合更多元化，有助本港的租金正常化，調整至各行各業可負擔
的水平。他認為，現時的租金再下調30%才算是較為合理水平，
相信過程需時3年至5年。另外，個人遊人數減少或可令本地客
增加。
他指出，近年本地客人的消費模式亦有所改變，減少前往旺區

購物，更多留在住宅區消費。而旺區的租金升幅厲害，公司將撤
離黃金地段門店，並轉往住宅區開店，料租金壓力於今年可放
緩；而員工人數去年則減少9%。

莎莎新春期間同店銷售跌7%

另外，莎莎國際(0178)昨公布新春期間同店銷售按年下跌7%，
而港澳地區零售銷售按年下跌10%，表現遜於該集團預期。莎莎
指出，新春期間，集團內地客交易量雖上升5%，但每宗交易平
均金額下跌15%，導致整體內地客銷售總額下跌11%，認為春節
假期以及黃金周效應已淡化，但因去年農曆新年於一月，而今年
則在二月，銷售旺季延長，因此一月及二月的整體零售表現得以
受惠。
集團港澳地區業務由去年第四季至今年2月28日止，零售銷售

上升3%，同店銷售上升7%，當中內地客銷售總額上升6%，其
交易宗數增加23%，每宗交易平均金額則下跌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近日接二
連三有市民到屯門、沙田及元朗等地區進
行反水貨客示威，導致有些商戶被迫短暫
關門，損失不少生意。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主席麥瑞琼昨日表示，零售業界對衝突感
到非常遺憾，希望市民要保持理性，表達
意見時亦要顧及別人的生計。她指，有商
戶表示於衝突當日損失30%至 50%生意
額，感到很無奈。
對於有市民反對水貨客來港購物，麥瑞
琼希望作出澄清，她指，「並非所有水貨
客及水貨都是非法的，若水貨於香港已完
稅或不需徵稅均屬合法。」
麥稱，除了「限奶令」及其他禁止出口
的貨品外，任何人購買貨品後離開香港，
然後於其他國家或地區入口，亦只受該國
家或地區規管。她亦稱，根據過往資料顯

示，約70%水貨客為香港人。
針對屯門、沙田及元朗的示威活動，麥
瑞琼指業界感到遺憾及無奈。她稱，「有
商戶表示因為示威而不見了30%至50%生
意，但他們仍要交租及支薪，我希望香港
人可以理性些，表達意願的時候也要顧及
別人的生計。」
對於有人建議修改「一簽多行」，麥瑞
琼表示業界希望「以不變應萬變」，並反
對作出任何大修改。她指，「本港的接待
能力檢討多年也沒有進展，政府及市民應
自問何時才可以同心協力去作出改善。」
她說，修改「一簽多行」必定會對本港
零售業帶來負面影響，協會於剛過去的農
曆新年期間向52個連鎖店的公司進行調
查，普遍的商戶包括百貨公司、藥房、時
裝店及珠寶鐘錶店的生意額也出現跌幅。

麥瑞琼：衝突當日商戶生意減半

「佔」傷上市公司 業績股價齊跌

■■優質旅遊服務協會聯同警隊於尖沙咀崇光百貨門外啟優質旅遊服務協會聯同警隊於尖沙咀崇光百貨門外啟
動動「「20152015優質營商在香港優質營商在香港」。」。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