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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學生粗暴衝擊校委會事件備受社會非議。

知名學者劉遵義昨日撰文批評，指當晚搞事的年

輕人是「被寵壞的小混蛋」，擔憂下一代不知禮

也不知恥，香港就不會有前途。尊重法治是香港

的核心價值。港大少數學生粗暴衝擊校委會，企

圖以暴力脅迫校委就範，挑戰香港社會的法治底

線。廣大市民、社會輿論必須對港大少數學生的

胡作非為予以持續強烈的譴責，以明是非、辨善

惡，防止違法暴力歪風荼毒更多的年輕人，毁了

香港的下一代。

法治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香港能夠成為國

際金融中心，正是建基於長期以來的良好法治及

社會穩定。有學者指出，「香港的過去、現在、

未來都維繫於法治，一旦法治被破壞，一旦對破

壞法治的行為麻木不仁、掉以輕心，都可能導致

香港來之不易的繁榮穩定瞬間消失。」但是，港

大少數學生衝擊校委會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狂妄

粗暴、目無尊長，視校規法紀如無物，令人觸目

驚心，不能不令人感到憂慮。

香港大學是本港歷史最悠久的首席學府，其

學生被視為「天子門生」，多不勝數的港大校

友在本港政、商、學界位居要衝。如果連港大

培養出來的學生，都不尊重學校的制度和教

師，以挑戰法治為「榮」，必然會催生更多崇

尚違法暴力抗爭的「瘋狂一代」。未來香港被

這類「精英」所掌控，動輒以破壞既定制度來

表達訴求，今日可以衝擊校委會，以後到處搞

「佔領」，香港的良好法治將會淪為空談，有

何繁榮穩定可言？

大學本來是學習知識、追求卓越的地方，為建

設香港作育英才。但是，近年本港大學校園日益

政治化，尤其是港大政治風波不斷，有人以學者

身份利用港大做平台策劃違法亂港的「佔領中

環」，港大學生會刊物公然鼓吹「港獨」思潮，

如今發展到有學生靠暴力衝擊向校委施壓，破壞

校委會運作。當周邊地區的大學都在集中精力專

注科研發展時，港大反而將時間和精力耗費在沒

完沒了的政治鬥爭上，港大某些傳統優勢學系的

學術地位已明顯下降，政治化的風氣持續惡化擴

散，令本港大學都受到污染，大學成為政爭是非

地，源源不絕培養出更多專事政爭搗亂的政客、

搞手甚至暴徒，香港有何前途可言？為了香港的

未來，社會必須積極發聲，以強大輿論壓力遏止

暴力歪風，確保香港長治久安、繁榮穩定。

防止暴力歪風荼毒香港下一代
主營傢俬電器的德爾斯集團由於經營困

難，昨日起宣佈全線結業。頗具規模的連

鎖傢私集團也難逃結業命運，本港零售業

的蕭條窘況可窺一斑。租貴客少的大環境

下，零售業面臨「寒冬」威脅。

一葉知秋，德爾斯的結業，正正反映

本港零售業的蕭條境況。數字顯示，本

港 6 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錄得 370 億

元，是自 2013 年 4 月以來總額最低的一

個月。以薄利多銷經營理念起家的德爾

斯集團規模頗大，已經營 18 年，鼎盛時

期有 18 間分店，遍布港九新界，員工總

人數達 900 多人，不少市民都是它的捧場

客。然而，近年來受「佔中」、「反水

貨客」拖累，訪港旅客人數不斷下滑，

加之內需動力不足，零售業市場每下愈

況。德爾斯集團微薄的銷售利潤再也不

能負擔動輒每月達幾十萬之巨的租金，

無奈選擇結束。本港絕大部分企業都是

中小企，本身盈利能力就低，零售業寒

冬若真的來臨，不排除有更多中小企因

營運成本高而捱不住 ，最終要結業倒

閉。如此不但拖累經濟增長，更對整體

失業率造成壓力，政府必須正視零售業

經營困難響起的警號，採取切實措施扶

助行業渡過難關。

業界面對市況不景氣，也應積極展開

「自救」，除了繼續謹守好客之道，以友

善和優質服務贏得回頭客外，還應因應自

身條件提升經營策略，多維度開拓商機渠

道，適應環境轉變的新常態。

零售業為本港勞動力市場提供大量職

位，一旦出現裁員及結業潮，首當其衝的

就是基層市民。受此次事件影響，數百名

德爾斯員工突然失業，部分人更仍未獲發

放薪金，難免擔心生計受損，應得的賠償

無法到位。勞工處務需為受影響員工提供

協助，積極協調勞資雙方妥善解決遣散費

及欠薪問題，維護打工仔的權益。同時，

有不少已經向德爾斯付款訂貨的顧客因未

收到貨物而不知所措，海關、消委會等機

構更應積極介入，調查當中是否牽涉欺詐

成份，防止有人借倒閉騙取 「最後一

筆」，切實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零售業臨「寒冬」 消費權益須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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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摸門釘」揮鎚扑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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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爾斯執笠 400人丟飯碗
拖糧欠遣散涉款千萬 已落訂客憂心：唔知點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DSC德爾斯突然宣佈全線結業，各
區分店昨日全部關門。一名懷疑蒙
受損失老翁，昨下午在DSC德爾斯
將軍澳新都城分店疑不得其門而
入，怒以鐵鎚扑毀分店大門圍板，
被保安員召警拘捕，案件列「刑事
毀壞」處理。
被捕老翁姓吳(65歲)，涉嫌刑事毀壞

被帶署調查。現場為DSC位於將軍澳
新都城第三期商場1樓的分店，該店與
其他分店一樣，昨同貼出結業告示，
不時有訂了貨的顧客到場了解情況。

事發昨午2時許，一名老翁突手持
鐵鎚在該分店出現，有人突以鎚扑
向該店大門左邊一塊木圍板，在場
49歲姓陳保安員見狀報警。警員接
報到場拘捕涉案老翁，並檢獲一柄
鐵鎚，初步調查顯示有人因購物問
題往上址找職員交涉未遂而犯案。
有目擊者表示當時在商場經過，

聽到「嘭嘭」聲好奇張望，見到一
名男子用鐵鎚敲打DSC門外木圍
板，保安立即上前制止。該名男子
曾說：「消委會有咩用呀？」懷疑
他是因DSC結業蒙受損失的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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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在本港有62年歷史
的泰林無線電行、在港經
營11年的香港國美電器先
後於2008年結業及2013年
退出零售市場，曾以獨特

經營模式在本港大受歡迎的德爾斯昨日
亦支持不住，是否反映香港電器市場正
在萎縮？工聯會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
會理事長鄧祥勝指出，本港零售業未有
起色，而網上銷售模式雖未取代傳統門
市，但已造成一定衝擊，難免需要逐漸
轉型。

鄧祥勝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早幾年
個人遊大旺時，連帶零售業「餅亦做大
了」，惟今年開始整體銷售額下跌，汰
弱留強屬不變定律。他續說，德爾斯以
售價低作招徠，惟利潤亦高。他指出，
香港電器舖的個人遊生意所佔比重不
低，惟隨着整體消費模式改變，零售業
本身亦受影響，「有前線員工反映，暑
期客源是增加了，但營業金額卻無起
色。」
鄧祥勝表示，隨着網上發展快，部分

售賣電器的店舖已開始接受電購或網購

以迎合需要，雖未取代傳統門市，對實
力較雄厚的公司亦未有大影響，但相信
是今後的趨勢，「至於將來會否或何時
取代門市則難以預計。」

專家：薄利不適電器零售
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副總幹事莫

健榮亦指出，香港零售百貨業正在下
跌，加上早前的「反個人遊」示威以及
「黑鬼油」等事件更令個人遊旅客卻
步，縱然港府力推優惠行動亦難以挽救
市況逆轉的情況。他又指出，電器業約

20%生意額來自內地旅客，相信以平價
競爭及屋邨小店難有生存空間，「如今
連內地這龐大市場都開設了不少電器業
網店。」
中文大學市場學系教授冼日明表示，

傢俬店並非食品店，薄利多銷的策略未
必適用於傢俬電器零售。他說：「食物
食完就會再買，但傢俬如餐枱或睡床，
不會在短時間更換，無5年、10年都不
會換。」他指出，德爾斯近年過度擴
張，開分店太快太急，而店舖選址未必
多內地遊客光顧，影響生意，且品牌未
有好好打造，難以與其他以中低檔次為
主的傢俬店比較。

■記者 聶曉輝

業界﹕零售未見起色 再受網購衝擊

前日仍有營業的德爾斯昨日突然全線「拉閘」，
顧客與員工齊感愕然。上星期於旺角始創中心

門市以8,000元訂購了沙發、圓枱及櫈的何女士表
示，原本打算與兒子的新居入伙時同住使用，並已
支付2,600元訂金。

客斥結業前照收訂單「不講良心」
她指出，當時已有傳德爾斯將結業，但職員當時

卻稱：「只是電器部，傢俬部無事」。她下訂兩、
三天後感到有點兒擔心，曾再上門發覺仍如常營
業。何女士並謂，因為兒子的單位仍在裝修，故要
求押後至9月才送貨，料不到卻突然結業，「家
都唔知點算！」
有顧客指出，北角分店舖前日仍有收取訂金，他
支付逾1,000元訂金買櫃，擔心無法追討。有顧客兩
星期前在旺角始創中心的分店買了傢具，但貨品沒
如期送到，查詢電話沒人接聽，批評公司結業前仍
接訂單賣貨，是不講良心。

供應商：去年起一直欠款
另一方面，香港仔分店上周五已被拍賣行接管，拍
賣行昨日早上拍賣店內貨品，有貨品低至半價，吸引
大批市民「掃平貨」。有拍賣行職員表示，店內的貨
品會多出售數天，再賣不出去便會拿去存倉。
有家電傢俬供應商昨日到觀塘總公司一樣「摸門
釘」。有被拖欠450萬元的內地電視機供應商指
出，德爾斯去年起已一直欠款，今年3月曾一度恢
復匯錢，惟6月又再拖欠。亦有床上用品供應商稱
被拖欠逾50萬元數月，最後報警求助。
據了解，德爾斯結業的消息已傳了一段日子，近日
更有指由於供應商「信唔過」德爾斯，已不再交由德
爾斯全數收取貨物的款額，而是只讓德爾斯收取顧客
訂金，餘款則由供應商將貨品送上門後直接向消費者
收取。傢俬協會秘書長龍月如指出，租金上升加上訂
製傢俬趨勢流行，令德爾斯這類主攻中下價市場、賣
單件式傢俬電器的零售商生存空間收窄。

郭偉強批刻意隱瞞公司前景
昨日下午陪同約50名員工到勞工處的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郭偉強批評德爾斯刻意隱瞞公司前景，「員
工只知公司周轉不靈，原來公司是想利用員工做埋
7月份的生意，然後套現『走佬』，根本是處心積
慮，且永遠將員工權益放到最後。」但他相信，今
次結業只屬個別例子，或與其發展過急及經營模式
存在問題有關。
消委會表示，截至昨日下午4時共收到232宗有關

德爾斯結業的查詢及42宗投訴，當中絕大部分是關
於已付款但未能收貨。消委會表示，上星期已積極
跟進，但至今仍未成功聯絡商戶負責人，呼籲公司
積極履行合約，向已訂貨的人士提供有關產品。
消委會續說，消費者如利用信用卡全數付款，可
基於未能收到貨品為由，向發卡機構或銀行提出
「退款申請」，經審批後有機會獲發還款項；但如
果消費者使用現金付款，或以信用卡作分期付款，
或有關公司最終清盤，則可能較難追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在香港

主力售賣傢俬、電器及數碼產品的連鎖店

DSC德爾斯昨日突告全線結業，約400名

員工即時失業，更被拖欠7月份薪金、遣

散費及其他勞工權益，估計涉款近千萬

元。有市民表示，兩周前在德爾斯一間分

店訂購了傢具，卻未有如期送達；亦有顧

客稱前日才支付逾千元訂金買櫃，擔心已

化為烏有。德爾斯分店門外的告示指由於

經營困難，集團財政出現重大問題，董事

會通過決議即時結業並遣散員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德
爾斯昨日突然宣佈全線結業，全港
約15間門市合共約400名員工遭公
司拖欠7月份薪金、代通知金、年
假、法定假、遣散費等費用，估計
涉及近千萬元。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郭偉強與工聯會香港百貨、商業僱
員總會成員，昨日陪同約50名受影
響員工到勞工處位於觀塘的辦事處
求助及登記。總會已成立特別支援
團隊，接觸部分員工提供協助，並

於今日下午舉行員工大會。

無預兆結業員工憤怒
據了解，受影響員工最長年資10

年，亦有新入職員工，大部分年資4
年至6年，他們對成功追討欠薪均
不表樂觀，而個別家庭或出現經濟
困難。在德爾斯工作逾10年、曾於
不同分店工作的營業主任羅先生表
示，上月初才被派到西灣河新開張
的分店工作，故對結業感到突然。

他又謂，以往的營業額是由員工
翌日拿到銀行入數，但在一星期前
開始，除了要求收現金外，更有員
工每晚到分店收集現金，帶到其中
一間分店處理。
羅先生指底薪5,500元，連佣金每

月收入介乎9,000元至1.7萬元，惟
近月由於供貨量不足，故長期只領
取由公司補貼至最低工資的底薪。
他表示，已年逾50歲，相信難以重
操故業，幸已考取到「保安牌」，

考慮轉行。辦公室文員蘇小姐表
示，家有兩名孩子，突然失業惟有
見步行步，「員工為了公司工作無
功都有勞，這樣毫無預兆下結業，
令我們很憤怒。」

勞工處：將協助討薪
勞工處回覆查詢時表示，已與有

關僱主取得聯絡，了解情況；截至
昨日傍晚共接獲逾200名受影響員
工申請向僱主追討欠薪及解僱補
償。勞工處已為他們登記各自的詳
細追討項目，並會約見僱主，協助
受影響員工追討欠薪及《僱傭條
例》下的有關補償。

工聯會團隊支援失業員工

DSC德爾斯原名DSC直銷中
心（Direct Sale Centre），
1997年由許明順創立，曾為一
家集傢俬、櫥櫃、日用品、電器

及電子產品等商品銷售的香港一站式大型零
售連鎖集團。德爾斯由公司直接向廠家取
貨，再將產品轉售到消費者手中，由於過程
省卻了批發、分銷這些中間人，加上擁有龐
大的採購網絡及精確的成本控制，令其商品
價格較同行偏低，受到了大批顧客的青睞，
分店數目一度多達22間，遍佈港九新界，員
工總人數約千人。
許明順於1997年投資近10萬元的首間店
舖（當時名為「DSC直銷中心」）於旺角開
業，面積僅600平方呎，店內職員僅許明順

夫婦二人。至2012年，其全港店舖總數曾多
達22間，坐落位置不乏銅鑼灣、中環、旺角
等購物中心地區。
為提升企業形象，打造更時尚高級的消費

環境及多元化的選擇，正式易名為「DSC德
爾斯」，並成立VIP送貨車隊。2014年，觀
塘apm商場首間DSC Lifestyle除原有商品
外，還引進日韓等地的飾品、化妝品及食
品，真正實現了生活全方位一站式服務。
雖然DSC店舖可謂遍地開花，但與此一同

出現的是其營業及財政狀況的漏洞。自2009
年起，DSC便收到數以千計的關於其銷售產
品的投訴。今年以來，DSC公司拖欠運輸費
用及店舖租金事件相繼爆出，其財政陷入嚴
重窘境。 ■實習記者 沈王紫

直銷低價起家 分店遍地開花

■■羅先生羅先生：：突然突然
失業失業，，可能轉任可能轉任
保安員保安員。。

■■位於旺角始創中心的位於旺角始創中心的DSCDSC德爾斯門德爾斯門
市市，，大門緊閉並貼出結業通知大門緊閉並貼出結業通知。。

■■一批有一批有5050人的德爾斯員工在工聯會成員陪同下到觀塘勞工處集體登記追討欠薪人的德爾斯員工在工聯會成員陪同下到觀塘勞工處集體登記追討欠薪。。
■■何女士已付近何女士已付近33,,000000元元
訂金訂金，，稱稱「「唔知點算唔知點算」。」。

■■郭偉強斥郭偉強斥DSCDSC割價套割價套
現後結業現後結業，，令員工憤怒令員工憤怒。。

傳言
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