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年年宵 抽「乾」加「濕」
15地點競投底價下調一半 如有公共安全問題或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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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自爆發修例風波後，全港多處
先後出現「連儂牆」，有網民
近日在網上討論區上載一張據
稱攝於沙田威爾斯醫院醫生房
的「連儂牆」相片。有醫生及
議員分別指，在醫院設置「連
儂牆」會影響病人情緒，要求
醫管局將所有「連儂牆」移
除。醫管局表示，對於未經批
准張貼在院內的告示或海報，
院方會按既定程序處理。
有網民在社交網站facebook的

「沙田之友」專頁前晚上載了
一幅「連儂牆」相片，據稱攝
於威爾斯醫院醫生房，牆上除
了寫有煽暴派的「五大訴求」
外，亦貼有多張「仇警」信息
的字條。

醫生：或令病人變激動
外科醫生林哲玄昨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相中
的「連儂牆」位於醫生辦公的
地方，病人及家屬理應不會看
到，是否可以保留應由醫管局
與醫護人員協商，但他認為醫
院內的公眾地方絕不應有「連

儂牆」存在，「即使對反修例的病人亦
不是好事，醫院是休養的地方，所有病
人看到後可能會令情緒變得激動。」

醫局：院方按既定程序處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強調，醫護

人員不應該將政治帶入醫院，並透露有
反對暴力示威的病人曾反映擔心自己與
醫生有不同的政治立場會影響得到最適
切治療的機會。她要求醫管局訂出明確
指引，向醫護人員表明不可以再在醫院
作出政治表態。
醫管局發言人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表示，公立醫院只可在院內指定地點
張貼告示或海報，確保到訪公眾人士及
病人適時知悉由院方發佈的重要資訊，
對未經批准張貼在院內的告示或海報，
醫院會按既定程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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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園年宵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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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食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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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食物環境衛生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2020年

216個

5,440元

3個

面積：
7.6米×4.8米：
187,430元

5米×4米：
100,390元

2019年

180個

10,880元

3個

面積：
7.6米×4.8米：
374,850元

5米×4米：
200,780元

山東團體鮮果慰港警

■山東財經
大學香港校
友會代表及
山東沂河源
田園綜合體
代表到警察
總部慰問警
察。

■威爾斯醫院內出現「連儂牆」。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山東財經大學香港校友
會代表及山東沂河源田園綜合體代表一行
11人，昨日中午前往香港警察總部，送上
80箱山東沂蒙革命老區生產的全國知名鮮
果「匯泉」仙桃和「沂源」紅蘋果，並送
上感謝香港警方的聯署信，表達在港山東
同胞對香港警察的支持之情。
山東財經大學香港校友會代表在警總門

外高呼「香港警察加油」，為香港警察打
氣，並對警方在目前動盪環境下堅守崗
位、守護香港的辛勞表示了慰問。警隊代
表向前來慰問的團體代表表示感謝，並強

調警隊往後會繼續秉持專業精神服務香港
市民，堅守法治。
山東財經大學香港校友會秘書長趙暉，

代表該會會長、沂河源田園綜合體創辦人
董方軍表示，在港山東同鄉深感山東與香
港歷史上有不少淵源，有不少山東籍的同
胞更在香港警隊服務和工作。
他們對香港警察盡忠職守，為維護香港

法治和穩定作出的重大貢獻表示了充分的
肯定。
當日，一行還前往西區警署和柴灣警

署，各送上15箱仙桃和紅蘋果。

食環署昨日公佈，將在明年1月19日至
25日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深水埗

花墟公園、觀塘遊樂場及沙田源禾遊樂場等
合共15個地點舉辦年宵市場。不過，除個
別規模較大的年宵市場設有熟食攤位外，大
部分都只會出售濕貨即花卉等，是首次不設
乾貨攤位的年宵市場。
食環署發言人解釋，有關決定是要保障公
眾安全及公共秩序，及更有效地實施人群管
理措施。發言人說：「由於以往年宵市場人
多擠迫，當中有長者和兒童，考慮到目前的
社會情況，政府作為場主及年宵市場的主辦
者，有責任保障檔主和到場市民的安全。」
發言人表示，來年的年宵攤位面積將會擴
大，以配合銷售年花的運作需要，政府並會
同時擴闊公共通道，以紓緩擠迫情況。
年宵市場的租金亦會配合政府支援中小企
業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方向，各區年宵市場

濕貨及熟食攤位的競投底價分別訂為320元
至5,440元，及3,810元至187,430元，較剛
過去的年宵租金介乎630元至10,880元，及
7,610元至374,850元大減約一半。
全港最大的維園年宵攤位會在下星期二

(12日)及星期三(13日)在荔枝角政府合署禮
堂競投。但食環署特別指出，政府已經盡
力在可行情況下舉辦年宵花市，往後會持
續密切留意最新情況，評估風險，不排除
在競投成交後基於公共安全或其他理由，
暫停或取消年宵市場，

商戶指無乾貨欠吸引力「行不通」
若食環署最終決定暫停或取消年宵市

場，局方將根據與獲許可人所簽訂特許協議
的相關條款，處理有關退還使用費的安排，
食環署特別提醒有意競投人士在參與競投前
要先充分考慮有關安排。

不少參與年宵多年的商戶認為，沒有乾貨
攤位會令年宵市場的吸引力大打折扣。鴻圖
老譚花店負責人譚振認為，不少市民到年宵
市場是想看看精品和公仔等乾貨，直言年宵
沒有乾貨「行不通」，指政府若擔心人流失

控，可考慮縮小規模，而非「一刀切」取消
售賣乾貨。

會所一號不打算參與競投
經常競投年宵熟食檔的會所一號（Club

One）行政總裁黃復華亦表示，即使政府今
年大幅降低競投底價一半，他亦不打算參與
競投，「在現時的社會狀況下，不少市民對
人多的場合感到恐懼，預料今年年宵人流必
定大減，難有過往推廣業務的成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修例風波持續5個月仍未解決，連場暴

衝，為經濟民生帶來嚴重影響。繼多項大型活動因為局勢不穩先後被取消

後，來年農曆新年年宵也可能失色。食物環境衛生署昨日宣佈，全港多區

年宵暫未有叫停的計劃，但為保障公眾安全及有效地實施人群管理，屆時

將首度不設乾貨攤位，檔位競投底價則下調一半。署方並表明之後會持續

評估舉辦年宵的風險，不排除在競投成交後基於公共安全或其他理由最終

取消年宵市場。不少花農指出，精品、公仔等乾貨是年宵的亮點，倘若無

乾貨賣，人流將大打折扣。

▲食環署宣佈明年
年宵不設乾貨攤
位。 資料圖片

◀經常競投年宵熟
食檔的會所一號
（Club One） 行
政總裁黃復華表
示，今年不打算參
與競投。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國上、
下議院多名議員日前宣佈成立跨黨派的「香
港議題小組」，稱要履行英國的「歷史義
務」，推動香港「民主自由發展」。多名香
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強調，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0多年，而《聯
合聲明》所述的原則已通過基本法充分體
現，外國政客不應以《中英聯合聲明》為借
口，聯手香港泛暴派搞亂香港。
據報，該個「香港議題小組」成立的目

標，是要「推動香港民主發展」，及「挑
戰香港人權受侵犯」的問題，更要「政治
審查」香港過去5個月修例風波中的「殘

酷鎮壓」。「小組」成員稱，英國並無忘
記亦不會忘記其「歷史義務」，會為香港
人在「最高的政治層面」上「奮戰（carry
the torch）」，與香港「並肩」云云。
此前到外國賣港的「香港大專學界國際

事務代表團」隨即在facebook發文稱，該
團曾與「小組」副主席Bob Seely及Steve
Double見面，稱英國政客「關心」香港云
云，叫大家去向他們「道謝」。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批評，英國政

客經常借《中英聯合聲明》，聲言英國政
府「有責任關注」香港特區事務，但事實
是，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後，

香港事務完全是中國內政，而《聲明》中
的相關內容已通過基本法體現，英國無權
對香港事務指手畫腳，又呼籲香港的泛暴
派要「清醒些」，若真的愛香港就不要繼
續搞破壞，齊來珍惜來之不易的「一國兩
制」。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指出，香港已

回歸祖國20多年，香港事務就是中國內
政，不存在什麼「英國的歷史義務」。其
實，外國政客完全明白這一點，但裝糊
塗，聯手泛暴派不斷搞小動作，滋生事
端，目的就是想爭取外界眼球。事實上，
英國正被脫歐問題所困擾，英國國會應在

這方面花更多的精力，而非干涉其他國家
的事務。
立法會議員謝偉銓指出，在《聲明》
中，港人所關注的事項已在基本法內逐一
體現，並受到廣大市民支持，毋須英國政
客以所謂「歷史義務」作為藉口去干預香
港。
他強調，香港回歸祖國20多年以來，中

央堅守「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無論是
經濟或民生層面都明顯較回歸前要好，但
泛暴派就不斷以片面或不實資料，四處抹
黑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他希望社會各方
都要認清事實，不要人云亦云。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由香港市
民自發組織的「暖港行動」昨日正式拉開序
幕，約70名香港市民分別赴元朗警署和屯
門警署慰問警員，將通過眾籌購買的遭激進
示威者攻擊店舖的商品，贈送給止暴制亂的
警察，用實際行動溫暖香港。
昨日上午10時，市民揮動着國旗及特區
區旗在元朗警署外集結，有市民手持「暴徒
霸凌滅聲，市民惶恐心驚；衛我社會安寧，
唯有警隊精英」的海報，並高呼「支持警
察，嚴正執法」的口號。
活動由熱心網友、愛心團體及香港市民
共同參與，市民將一箱箱購買的慰問品送入
警署。「暖港行動」召集人石房有對記者介
紹，愛國愛港的香港市民見到過去5個月來
警方在前線辛苦執法，希望通過贈送物資的
方式為警方打氣，令警方更有士氣去對付暴
徒。
隨後，市民前往屯門警署慰問警察。進
入警署前，一場名為「一個擁抱，溫暖香
港」的快閃活動在街頭展開，市民在街頭彼
此相擁，希望呼籲香港市民遠離暴力，恢復

理性，停止撕裂，還社會安寧。
曾經從事消防工作的馮先生在是次活動
中與警員交談時表示，身為退休消防員，曾
與警察出生入死緊密合作，看見警員超負荷
的辛苦工作深有體會。
即使警方現在面對誤解和來自工作上的

壓力，也不要沮喪洩氣，社會各界都對警方
止暴制亂表示支持。
此前曾因公開支持警察而遭受網絡欺凌

的「空姐牛肉飯」老闆娘郭德英也參加了這
次活動，她對中新社記者表示，警方始終堅
定守護香港安寧，有良知的市民都應該積極
發聲，不再保持沉默。生意受到影響後，她
收到來自社會各界的溫暖和警方的支持，警
民之間的互助和鼓勵令她倍感溫暖。
「我相信現在是警察最需要我們支持的

時候，阿Sir我們支持你！」謝女士抱着兩
歲的寶寶參加活動。她認為，沉默的香港市
民不能再沉默，近期警方工作強度大且會遭
受暴徒的攻擊，令人十分痛心。香港市民都
支持警方嚴正執法，祈盼香港早日停止暴
力，市民生活能重回正軌。

建制派批英議員設「港小組」撐暴徒

港人自發「暖港」
援小店挺警執法

■約70名香港市民自發參與「暖港行動」。 中通社

■市民揮動着國旗手持「支持警察，守護
香港」海報。 中通社

■市民組織「一個擁抱，溫暖香港」快閃
活動。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