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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責寶礦力「致歉」無誠意
迪士尼潛水縱容侵權改圖仇警 吉野家怒炒廣告公司顯承擔

反對派的「白色恐怖」
行動升級，有網民最近透
過造謠等手法企圖擾亂本
港金融市場的正常運作。
有人連日來在網上流傳一

張「長輩圖」，冒認金管局散播謠言
稱，一間中資銀行或出現「現金短缺」
風險。金管局昨日澄清消息虛假，強調
絕無此事，並提醒市民小心分辨網上資
料的真偽。
最近，反對派及其支持者針對中資

銀行製造「白色恐怖」：有連登仔煽
動網民進行「擠提行動」，着網民把在
該行的存款提走，藉此令該行「銀根」
缺乏，出現資金問題。有人則鼓動市民
將手上港元兌換成美金，企圖動搖港
幣匯率，拖垮本港的金融市場，無所
不用其極地倒香港米。
網上近日流傳一張底相是金管局大

樓，及一間中資銀行商標及商號的「長
輩圖」，該圖寫有「香港金融管理局官
方提醒」，訛稱受內地貸款呆賬影響，
一間中資銀行可能面臨資金短缺風險，
叫巿民避免在該銀行存放大量資金。
這種造謠擾亂市場正常運作的行為，

迅速被金管局出聲明否認。該局表示，
留意到網上有人冒認金管局名義，聲稱
有一間中資銀行可能出現資金問題。金
管局澄清此乃虛假的消息，絕無此事，
並強調任何該局的官方資訊都會透過官
方渠道發放，絕不會透過「長輩圖」發
放訊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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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中美貿易陰霾未
散，加上本港示威事件頻發，令本地零售市場表
現持續疲弱，本地零售業總銷貨價值連跌4個
月，5月份按年跌1.8%。莎莎國際（0178）昨日
公佈至6月底止首季業績，集團整體零售及批發
業務營業額按年跌10.8%至18.861億元，期內港
澳市場零售及批發業務營業額按年跌12%，同店
銷售亦跌15.3%。集團解釋指，首季表現滯後主
要受社會事件影響。
莎莎在6月底止之季績顯示，集團於港澳市場
的零售及批發業務營業額按年跌12%至15.831億
元，同店銷售跌15.3%，主要受累於期內交易宗
數下降8%至460萬宗所影響，其中本地客及內地
客分別下跌1.6%及12.9%。至於每宗交易的平均
金額則下跌5.2%至341元，其中本地客及內地客
分別下跌1.2%及3.8%。

「社會事件」致消費意慾減退
近期香港發生連串示威及衝突。莎莎主席及行
政總裁郭少明昨日在業績報告中表示，「社會事
件」於6月份第二個星期開始，影響了公司部分
店舖的生意，導致6月中下旬的銷情受壓，加上
去年同期的高基數效應，令首季表現滯後。不

過，他強調，儘管首季整體銷
售表現疲軟，經集團努力，港
澳地區零售銷售於4月至6月
首個星期的跌幅持續收窄。
郭少明認為，近期社會氣氛

低迷，消費意慾減退，集團正
適時調整業務策略以靈活應對
各種挑戰。展望未來，他認為
若社會氣氛仍未和緩，將繼續
影響經濟，集團將積極採取不
同的應變措施，加強力度發展
線上線下業務，讓企業得以持
續穩健發展。
由於內外負面因素的影響，

不少本港有業務的上市公司在
已公佈業績中顯示，最近3個
月的港澳營業額或同店銷售均
出現按年下跌趨勢。其中，擁有半島酒店在內等
多個香港酒店投資項目的大酒店上月亦罕有地發
盈警，並預料至6月底止的中期盈利及基本盈利
將遠低於去年，主要受累於市況轉弱及市場新客
房供應，導致香港及美國兩間酒店收入減。
特區政府在本月初公佈，今年首5個月零售業

總銷貨價值下跌1.8%，如單計今年5月零售業總
銷貨價值按年跌1.3%至400億元，為連續4個月
下跌。
政府發言人當時指，消費者情緒在環球經濟環
境充滿不確定因素下仍然疲弱，料短期內仍會困
擾零售業前景。

部分零售上市公司近期業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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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至6月底止首財季，集團整體零售及批發
業務營業額按年跌10.8%；港澳市場零售及
批發業務營業額按年下跌12.0%，同店銷售
亦下調15.3%

至6月底止之次季，高級時裝零售業務的
實體店舖同店銷售按年跌8%，其中港澳地區
跌9%，總計上半年同店銷售按年跌10%，其
中港澳地區跌14%

至6月底止之首季，集團同店銷售按年跌
16%，其中港澳地區跌14%，期內港澳地區
自營店舖數目減少3間至74間

今年4月至6月首三月的同店銷售，港澳市
場錄得低雙位數字跌幅

發盈警，料至6月底止中期盈利及基本盈
利將遠低於去年

示威頻仍 累莎莎季績跌逾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文森）個別商戶為討好亂港暴

徒，竟然迎合他們打壓新聞自由的意向，聲稱要停止在某電視台

落廣告，其中寶礦力水特在發出抽廣告言論後，雖然事隔一日

「致歉」，但被網民狠批致歉言論含糊、毫無誠意。屢被網民侵

權改圖、改片用來傳播仇警、仇政府資訊的迪士尼影業，至今仍

未有回應。不過，被網民狠批發出辱警廣告的香港吉野家，擁有

該經營權的香港合興集團有限公司，其總裁洪明基昨日知悉事件

後表示極為憤怒，已和涉事的外判廣告公司解約，並解僱負責廣

告事務的公司員工。

對旗下企業吉野家發佈疑似「辱
警」廣告，洪明基昨日表示事先

並不知情，對此極為憤怒。
他表示，自己近期剛剛參加了撐警大
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就發
生此事非常痛心。目前該廣告已經刪
除，涉事的外判廣告公司已經解約，負
責廣告事務的公司員工已被解聘。

網民倡罷買表達不滿
對比吉野家方面利落的處理，寶礦力
依然未有明確回應。寶礦力本月9日聲
言，鑑於現時香港的情況，決定抽起在
TVB落的廣告，並促請TVB回應「社
會關注」云云。雖然寶礦力前日已在社
交網站專頁貼出其公司香港大塚製藥的
聲明，表示對本月9日的回應所造成的
「不便」致歉，但更多字詞着墨於該公

司「支持人類健康」的「理念」。該聲
明沒有點名該公司為「誰」造成不便及
向「誰」致歉，被大量網民狠批其致歉
無誠意。
「S.m. Li」說︰「咁樣都算係道歉

信？真係無厘頭！似賣廣告多 D
（啲）。『……led to inconvenience
（造成不便）』？好似有D（啲）輕
描淡寫喎，一D（啲）誠意都冇。」
「林時涵」也認為︰「人一毒腦就
殘 ， 有 乜 『 不 便 』 ？ 」 「Gino
Tang 」形容︰「越描越黑，越做呢啲
小學雞野（嘢）自打咀（嘴）巴。」
「Henry Lum」認為︰「寶礦力香港
區話事人，應該炒得。」「Ann Tse」
則認為要以罷買表達不滿︰「記住係
要抵制嘅係大塚制(製)藥呀，唔係淨係
寶礦力。」

TVB重申報道專業客觀
TVB昨日再發聲明，表示寶礦力有

關言論在短短兩日引起強烈爭議、軒然
大波，特別是內地消費者紛紛呼籲杯葛
和抵制，「是始料不及，難以控制」。
TVB同時澄清網上流傳的假聲明，指
出TVB只是在接受內地媒體訪問時，
強調其無綫電視新聞一直秉持中立、專
業及客觀的原則，「任何人士如運用所
謂商業決定或手段，企圖或意圖干預本
台不偏不倚的新聞報道及影響新聞自
由，本台堅決反對。」

傳抽廣告 百老匯「耍太極」

寶礦力之後，不少反對派支持者繼續
尋求「精神安慰」，昨日網上傳出百老
匯不再於TVB賣廣告，亦是「杯葛」
TVB云云。百老匯未有正面回應傳
聞，僅稱該公司於計劃廣告市場策略及
平台時，會尊重消費者意見。
另一方面，早前迪士尼影業被激進

網民侵權，改編其《反斗奇兵4》的預
告片為「反送中奇兵」宣傳片，配上
粗言穢語和仇警、仇政府言論，煽動
市民上街，另外其多張電影海報亦被
改圖為仇警海報，迪士尼方面至今未
有任何回應，繼續默許激進網民侵權
鬧事。

■受連串大遊行和暴力衝擊事件影響，莎莎國際整體零售及批發業務
營業額按年跌10.8%至18.861億元。 資料圖片

■寶礦力水特在發出抽廣告言論後，雖然事隔一日「致歉」，但被網民狠批致歉
言論含糊、毫無誠意。 網上圖片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昨公佈研究報
告，指修例風波期間港人抑鬱比率高達
9.1%，指社會已出現中等程度的「精神
健康疫症」，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指6月
至今已接獲逾60宗求助。本港自殺傾向
率上升、出現部分群體集體抑鬱症狀，
近期反對派美化、吹捧自殺行為難辭其
咎，反對派把受情緒困擾的人當成政治
籌碼，極不尊重生命，違反民主精神，
毫無人性。生命最寶貴，社會各界要高
度重視本港出現的「精神健康疫症」，對
情緒受困者要多聆聽、多關心，專業人
士更要主動提供幫助，讓香港早日恢復
祥和，重建信任關愛，共同應對挑戰。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
從2009年起開始為期10年的研究，結果
發現，在潛在自殺想法方面，由2011至
2014 年基線的 1.1%，增至 3.6%，今年 6
至7月期間更升至4.6%，有自殺想法的比
率比「佔中」期間增加3.5個百分點。撒
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近月宣洩情緒的求助
電話響不停，社工奔走相助，為有需要
的年輕人處理情緒困擾問題，其負責人
形容今次修例風波令該會面對前所未有
的挑戰。

修例風波發生以來，暴力衝擊頻生、
社會撕裂、負面情緒瀰漫，有專家直指
本港已出現「集體抑鬱」，市民容易因
為沮喪、無力無助感而導致自毀行為。
反對派不斷鼓勵極端抗爭，有傳媒和網
絡把可能受政見困擾而輕生的人士稱為

「烈士」，將違法暴力行為英雄化、把
自殺行為浪漫化，變相鼓勵年輕人效
法，一些情緒脆弱的爭做「義士」、
「烈士」。

香港社工及福利人員工會主席鄧家彪
指出，反對派於修例風波中用上絕望、
最後一次等字眼，令整個社會瀰漫一片
負面情緒，這予人一種表達了訴求、政
府唔做因而出現好大無力感，更可能衍
生出輕生等極端行為，而別有用心的政
客美化他們為「烈士」，推動更激烈的
暴力行為甚至輕生念頭，目的只為賺取
政治籌碼。為避免部分年輕人將自毀行
為合理化，防止自殺、自毀如瘟疫般散
播，社會各界要齊發聲譴責美化、鼓吹
自殺的言行，制止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
為選票不停煽動年輕人，制止政客繼續
把年輕人當「政治武器」。

另一方面，教師、社工、心理醫生等
輔導年輕人的專業人士，更要謹守崗
位，守護年輕人，引導涉世未深的年輕
人摒棄仇恨情緒，重樹積極的人生觀、
社會觀，社署日前主動去信49間青年及
家庭服務的非政府社福機構，鼓勵加強
支援青年及家人的情緒；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表示，特區政府會全方位協助情緒
受困擾的年輕人。相信各界共同努力，
重建信任，放下矛盾分歧，以溝通對話
修補政爭撕裂，將可大大化解負面情
緒，助港人走出修例風波的困
境。

全社會抵制美化自殺行為的歪風
昨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修訂逃犯條例風波

後首次公開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中央堅定支
持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繼續依法有效施
政、積極作為。王志民主任就當前國家和香港的
形勢作出全面深入的分析，揭示國家建國70年的
輝煌成就和香港回歸祖國22年保持繁榮穩定的來
之不易，指出維法治、求安定仍是香港的主流民
意所向，強調「三個不會變」，充分顯示中央堅定
不移落實「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不動搖、不改
變。王志民主任的講話有利香港各界統一認識，
鼓舞人心，全港市民要堅定「相信自己、相信香
港、相信國家」的信念，同舟共濟，再創輝煌。

香港近期的修例風波及由此而引發的連場極端
暴力衝突，對特區政府管治和香港法治穩定都造
成嚴重衝擊。王志民主任回顧了香港回歸祖國22
年來取得的舉世矚目成就，指出事實證明，香港
回歸以來，走上了同祖國共同發展、永不分離的
寬廣道路，祖國始終是香港發展的堅強後盾。香
港與祖國同發展、共繁榮的大勢和保障，不會因
為一時一事的影響而改變。

特區政府已表明，修例工作已全面停止，香港社
會本應放下爭拗，聚焦發展，但目前仍有人借題發
揮，利用修例不斷製造政爭，引發無休止的暴力事
件，企圖阻礙香港重回發展正軌。對此，王志民提
出發人深省的問題：我們究竟要一個什麼樣的香
港？是要法治的香港，團結、安定、文明的香港，
還是暴力的香港，爭拗、撕裂、不文明的香港？這
個問題，對於所有有良知、愛香港的廣大市民而
言，答案不言而喻，理所當然會選擇一個法治、團

結、安定、文明的香港。

眾所周知，法治和安定是香港安身立命、繁榮
穩定的根本，正是得益於法治的彰顯和社會安
定，香港近年來形成了難得的穩中向好態勢。而
修例風波引發的一連串一系列暴力事件，包括令
人震驚痛心的衝擊佔領立法會事件，各區「遍地開
花」的遊行示威，進一步衝擊法治，破壞香港的和
諧安定。沒有了法治和安定，香港的繁榮穩定、
市民安居樂業必然淪為空談，蕩然無存。王志民
主任的講話，提醒廣大市民必須清楚認識堅守法
治、維護安定的重要性，凝聚起更強大的社會共
識和主流民意，堅決地共同譴責和抵制一切暴力
亂港的言行，切實保障全體港人的根本利益。

不可否認，修例風波對香港法治安定造成一定
衝擊，給香港的發展增添了一些不明朗因素。王
志民主任在講話中提出三個「不會變」：第一，中
央堅定貫徹「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不會變；第
二，香港保持繁榮穩定、明天會更好的大勢不會
變；第三，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兩個建設
好」的美好前景不會變。他還強調，中央堅定支
持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繼續依法有效施
政、積極作為；堅定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履行職
責，維護社會秩序和保護市民安全；堅定支持廣
大香港市民「護法治、反暴力」的共同訴求和行
動。

不畏浮雲遮望眼，風物長宜放眼量。中央和內
地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香港發展，確保「一國兩
制」落實行穩致遠，給港人對未來的信心注入
「強心針」、派出「定心丸」。有中央作為最堅
強有力的後盾，無論面對再大風浪，只要港人精
誠團結，和衷共濟，堅定前行，一定能克服困
難，前景依然光明燦爛。

中央挺港方針不變 鼓舞港人堅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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