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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尊重中國主權 兩洋品牌惹眾怒
蔻馳紀梵希相繼道歉 人民日報客戶端：除了譴責也該用「工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繼范思哲（Versace）之後，內地網
友昨日再發現蔻馳（Coach）、紀梵希（ Givenchy）等品牌 T 恤和網站也存在
不尊重中國主權的問題，將香港、台灣等與其他國家並列，這遭到內地大量網
友強烈批評和不滿，相關品牌明星代言人也第一時間宣佈與其終止合作。蔻馳
隨後發表道歉聲明，指一貫尊重並維護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人民日報客戶端
昨日發文稱，光道歉有用嗎？面對不守規矩的跨國企業，我們除了譴責，也該
從「工具箱」裡拿出點自衛工具。

昨日上午，內地網友爆料指出同為國際奢侈
品牌的蔻馳在其T恤產品和官網上也將香
港、澳門和台灣列為國家。網友曝光的照片顯
示，一款蔻馳 T 恤背面分兩列印有城市和國家
名稱，其中北京、上海的英文對照為 China
（中國），而 Hong Kong（香港）後面未作任
何標註，Taipei（台北）對照的則是 Taiwan
（台灣）。此外，另一個國際奢侈品大牌紀梵
希也被網友發現設計的 T 恤有同樣的問題，將
香港、台灣與其他國家並列的形式印製在 T 恤
上。

劉雯終止與蔻馳合作
隨後，蔻馳在中國區的代言人劉雯發佈聲明
宣佈終止與蔻馳的合作：任何時候，中國主權
和領土的完整神聖不可侵犯。聲明中劉雯還向
網友道歉，「由於我選擇品牌的不嚴謹，給大
家帶來了傷害，在這裡我向大家道歉！我熱愛
我的祖國，堅決維護中國的主權！」該品牌前
代言人關曉彤也通過工作室發表聲明，表示與
蔻馳已無合作。「本人及團隊始終堅持一個中
國原則，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神聖不可侵犯！」
作為紀梵希中國區首位彩妝代言人，易烊千
璽工作室昨日中午也發表聲明：易烊千璽工作
室以及易烊千璽先生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

紀梵希官方微博昨日下午也發文就 T 恤中的
錯誤深表歉意。聲明稱，對於任何的人為疏忽
與錯誤，一定立即糾正並引以為戒。紀梵希品
牌一貫尊重中國主權，堅決擁護一個中國原
則，堅定不移。

讓不守規矩者記住教訓
此外，在被曝出將港台列為「國家」後，日
本運動品牌亞瑟士（asics）在其官方微博發佈
道歉聲明。聲明稱，「亞瑟士中國及全體員工
始終如一地堅持祖國領土完整，支持一個中國
原則，支持香港、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人民日報客戶端昨日發文稱，兩大國際知名
品牌，「不約而同」犯了愚蠢錯誤，不僅激起
了中國人民的義憤，也讓自身品牌在中國市場
前景黯淡。特別在「港獨」分子興風作浪的
「敏感時段」，這樣的錯誤更顯性質惡劣。值
得深思的是，一些跨國企業一被抓住現形，求
生欲強烈，常規動作就是道歉。問題是，光道
歉有用嗎？面對不守規矩的跨國企業，我們除
了譴責，也該從「工具箱」裡拿出點自衛工
具。有學者建議，一定要讓那些不守規矩鑽空
子的跨國企業記住教訓，不能一而再地犯錯
誤。

蔻馳所涉商品全球下架
此前，國際奢侈品牌范思哲將香港、澳門列
為單獨國家，亦引發巨大爭議。該品牌中國代
言人楊冪亦宣佈停止與范思哲的全部合作，該
話題在微博有6.6億閱讀。
昨日中午，蔻馳在微博、IG、facebook 等國
內外多個官方社交賬號上發佈道歉聲明，強調
蔻馳一貫尊重並維護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深
刻認識到這次問題的嚴重性，立刻採取緊急措
施，主動在全球範圍的所有渠道將所涉商品下
架。同時，還對產品進行了全面的審視，並加
強了內部流程管理，以杜絕同類錯誤再次發
生，並已立刻對相關網站的內容進行全面審視
及修改。

■范思哲的一款 T 恤把香港和澳門列為單獨「國家」，引發
網民聲討。
網上圖片

部分洋品牌犯禁事件
的加盟資格。

2018年 11月
意大利品牌 D&G 在上海舉辦品牌秀，卻曝出其設計師在
社交網站上發佈涉嫌辱華言論，多名明星發聲抵制，中
國模特罷演秀場，多家電商下架相關商品。

2018年 2 月
平治品牌在其官方社交媒體賬號發佈了一款跑車的宣傳
圖片，圖片上赫然標上一句所謂「達賴名言」。平治此
舉立刻引起了中國民眾齊聲譴責。其後，平治在官方微
博上公開發佈道歉聲明，並刪除有關海報。

2018年 1 月
萬豪國際酒店官方微博進行市場調研，其調研問卷裡在
「您現在居住在哪個國家？」的答案選項裡，台灣、西
藏、香港、澳門都赫然在列。事發後，上海有關部門約
談萬豪酒店管理公司上海負責人及萬豪國際集團大中華
區負責人，要求萬豪國際酒店立即撤下所涉內容。

2017年 11月

■蔻馳在上海的一間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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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愛知縣半田市乙川的一家 POLA 化妝品專營店，公
開貼出「中國人禁止入內」的指示牌，此舉在國人中引
起強烈反響。事後，POLA 方面道歉，並取消涉事店舖

大灣區

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佛山
報道）昨日，由 5 間香港中學校長組成
的參觀團，開啟為期兩天的參訪之
旅，這次佛山之旅是他們第一次深入
灣區走訪。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5
位校長分別來自香港三大校長協會。
他們表示，今後將向更多校長同行介
紹參訪收穫，爭取推動更多校長協會
會員及中學教師前往大灣區參觀，並
最終帶動香港中學生了解大灣區。

參觀粵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此次校長參訪團組團，由各間校長自
行組織，包括浸信會永隆中學、林大輝

佛山創業享萬元通勤補貼

渝保時捷交通違法事件 女車主丈夫被免職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
對保時捷女車主交通違法糾紛的相關
問題，重慶市公安局渝北區分局昨日
通報稱，涉事女車主李月全部交通違
法記錄均已處理，其丈夫童小華此前
係渝北區公安分局石船派出所所長，
涉嫌其他違紀問題，已被免職並立案
調查。
7 月 30 日，重慶發生一起「保時捷
女司機掌摑男司機反被打」事件。警
方昨日通報稱，保時捷女車主李月及
其丈夫童小華均出身於重慶渝北區農
村家庭，二人於 1998 年 12 月結婚，
育有一女（學生）。

據悉，李月初中畢業後在家務農，
後外出打工，1997 年 7 月回重慶後與
親屬合夥租賃 2 輛貨車從事河沙水泥
運輸等業務。2006 年以來，李月與
人合夥承接工程分包業務，先後參與
8 個工程項目。經調查，參與工程項
目的合夥人均無犯罪前科、無涉黑涉
惡情況。
李月的丈夫童小華 1997 年 7 月參
加公安工作，曾任重慶渝北區公安分
局石船派出所所長（正科職）。
財產方面，李月、童小華家庭名下
現有房產 2 處、轎車 2 輛，無企業註
冊登記，無理財產品、基金、股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去年以
來，廣東省、市、區紛紛推出支持港
澳青年就業創業的支持政策，並充分
考慮港澳青年的實際，其中，佛山南
海對在當地就業創業的港澳青年推出
高鐵通勤補貼，每人每月達 1 萬元人民
幣。香港林大輝中學校長譚日旭說，
有這麼多支持政策，如果自己是年輕
人，也忍不住要到大灣區創業。
譚日旭表示，校長和教師到大灣區
參訪非常有意義，有直接感受，對了
解大灣區很有幫助。他指，期待通過
此次校長訪問團活動，能夠讓更多的
老師及學生了解大灣區。接下來，期
待達成三個願景。他介紹，參訪團校
長來自不同的校長協會，回去後爭取
通過協會帶動更多香港中學校長來佛
山等大灣區城市參觀。其次，校長們
可以透過自己，爭取更多的中學教師

■香港中學校長與在佛山的港青創業者
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到大灣區參訪，了解灣區發展重點。
最後，也是最重要目標之一，除校
長、老師通過自身見聞讓學生了解大
灣區外，組織學生到珠三角參觀，讓
他們有機會了解大灣區，為今後到大
灣區尋求發展機會打下基礎。

內地香港研跨境醫療保險互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2019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僑商論壇昨
日在深圳舉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
主任、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區域
執行總監容永祺在論壇上透露，目前，
香港與廣東正在研究，在金融機構和監
管機構同意情況下，實現跨境保單兩
地互認，兩地業界也在不斷推動中。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
到「支持粵港澳保險機構合作開發創
新型跨境機動車保險和跨境醫療保險
產品」。容永祺稱，過去的保險產品
是不能跨境的，在內地只能買內地
的，香港只能買香港的，不可能一個
保單兩邊用，但是現在，業界正在研

究類似「香港的機動車開到深圳、能
不能在香港買保險、在深圳也能用」
的情況，反過來，在深圳買的保險在
香港也能用，這可為跨境保險客戶提
供便利化承保、查勘、理賠等服務。
業界認為，跨境的醫療產品在網上互
聯互通可能比較容易，比如內地網上賣
香港的產品、香港網上賣內地的產品，
這點兩地正在研究。容永祺稱，香港正
計劃設立大灣區保險服務中心，為港
人和大灣區客戶提供服務，對此香港
保險業監管局也很支持，業界期望新
的醫療保險、跨境醫療保險互聯互
通，他們希望能配合大灣區規劃綱要
提到的，能夠互聯互認和協同發展。

2016年 11月
戴姆勒平治公司駐華高管因停車口角糾紛當眾辱罵中國
居民，事件曝光後引發了中國民眾的不滿與氣憤。事
後，戴姆勒公司宣佈將涉嫌辱華高管免職。

2008年 5 月
演員莎朗斯通在法國康城電影節的一個慈善晚宴上受訪
時，稱四川地震是「報應」所致。其不當言論立即引來
各方聲討。之後，莎朗斯通就其在康城不當言論公開道
歉。迪奧中國亦宣佈立即撤銷並停止任何與莎朗斯通有
關的形象廣告、市場宣傳以及商業活動。

2007年 1 月
美國箭牌公司莫斯科分公司製作並在俄多家電視台播放
了一則有辱中國國歌的廣告。該廣告以《義勇軍進行
曲》為背景音樂，宣傳對象是一種口香糖，畫面輕佻滑
稽。事發後，俄電視台全部停播了相關廣告。美國箭牌
公司亦專程赴中國駐俄大使館正式道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王毅：嚴重關切印挑戰中國主權權益

港中學校長團訪佛山 冀推港生探灣區
中學、衛理中學等 5 間香港中學。團員
以各校校長為主，亦有部分教職工。
參訪團首站抵達佛山粵港青年創新
創業基地工合空間。這是一家由香港
人投資、香港團隊運營的創客空間，
由香港頂尖設計團隊操作，面積達到
1,800 平方米。目前，已有 39 家創業團
隊入駐，其中港澳團隊16家。
在「創業百腦匯」展區，展示了空
間內各個團隊研發的眾多科技產品。
校長們被一款智能聲控操作設備吸
引，紛紛現場體驗，大呼過癮。工合
空間運營負責人葉興華說，團隊入駐
前後，基地會給他們提供人才、法
律、稅務、市場推廣等一系列貼身服
務，讓他們更好地專注研發和生產產
品。

■在 Coach 一款 T 恤的背面上，香港和台灣單獨與其他國家
並列。
網上圖片

■王毅（右）昨日在京同印度外長蘇傑生舉
行會談。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委員
兼外交部長王毅昨日在北京同印度外長蘇傑
生舉行會談，就各方關注的克什米爾相關問
題表明了中方立場。
王毅說，中方高度關注當前克什米爾局勢
及印巴矛盾的激化。印方修憲將改變克區現
狀，引發地區緊張。中方反對任何使局勢複
雜化的單方面行動。希望印巴雙方以和平方
式解決爭議，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大局。
王毅指出，印方的舉措還挑戰了中方的主
權權益，有違雙方關於維護兩國邊境地區和
平安寧的協議，中方對此嚴重關切。印方的
舉措對中方不產生任何效力，更不會改變中
方對相關領土行使主權的事實和進行有效管
轄的現狀。希望印方多做有利於促進相互信
任的事情，多做有利於維護邊境地區和平安
寧的事情，避免中印關係大局受到不必要干
擾。
蘇傑生解釋了印方的立場，表示印方修憲
不產生新的主權聲索，不改變印巴停火線，
也不改變印中邊界實際控制線。印方希望同
巴基斯坦改善關係，願保持克制，維護地區
和平穩定。同時，印方也願繼續同中方通過
磋商妥善解決印中之間存在的邊界問題，並
將恪守兩國就維護邊境地區安寧達成的共
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