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橋聖誕5萬人次出入境 創單日新高

會展暫離黑暴 美食節勝預期
市民提早辦年貨增消費意慾 商戶喜可正常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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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香港美食節將於明天結束。雖
然昨日並非假日，大部分入場的人均

為中年人和長者。他們都拿着大包小包，
甚至拉着手推車入場掃貨。熟食攤位則最
受歡迎，多處出現人群排隊購買小食。
美食節參展商戶均表示，雖然今年的
入場人流較往年少近三成，但今年生意
額就比開幕前的預期好。售賣西班牙凍
肉的劉小姐表示，今年的美食節雖然看
似人山人海，但人流依然比往年少兩三
成，主要是內地遊客減少。

年宵沒有乾貨 市民提早入貨
不過，由於本地市民的消費意慾增

加，令他們的生意額上升，比預期中好
近四成，加上來年的農曆新年於一月尾
開始，但適逢今次年宵沒有乾貨攤檔，
除了現在的工展會及美食節，香港並沒
有其他大型的購物展覽，令市民不得不
趁現在大手購物預早辦年貨。
劉小姐補充，今年的參展商比往年

少，但攤位的面積卻沒有擴闊，反而預
留更多位置作行人通道，相信是為突發
事件做準備。
售賣日本手工啤酒的歐先生表示，今

年是他們第一年參加美食節，主要是希
望小試牛刀，吸引目標顧客，為未來的
實體店鋪路，而會場有很多年輕人都對

手工啤酒有興趣，因此生意意外的比預
期好。

購物節人流少 或因「撞聖誕」
他直言，看到近期社會衝突頻生，都

非常擔心展覽會遭到腰斬，屆時需要把
存貨運走都是一個問題，因此有一些季
節限定口味的手工啤酒會做特價促銷。
同場舉行的第十七屆香港冬季購物節

將於今天結束，相比起美食節，購物節
場內人流較少，有商戶認為與展覽日期
有關。
經營拼圖店的伍小姐表示，展覽的舉

辦日期較往年推遲近一個星期：去年展

覽的最後一天是12月25日，當時大部分
顧客都還沒有準備聖誕禮物，因此會更
樂意到會場逛逛，順道購買聖誕禮物。
相反，今年展覽第一天是在聖誕節，大
家已經一早準備好聖誕禮物，即使來到
會場亦沒有特別大購物意慾。
伍小姐表示，今年曾經猶豫是否參加

購物節，擔心會像早前寵物節一樣因為
暴力衝擊而提早一天結束，或現場突然
出現暴力衝突，屆時無路可逃。因此，
她少帶近四成貨品到場，希望在遇到突
發事件時能將損失減至最低，但慶幸這
幾天暴力衝擊未有禍及展場，自己亦能
夠做到生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沒

有黑暴就有生機。在黑衣魔暴衝的

陰霾下，一年一度的美食節在歷來

最「寒冷」的市道中開幕，參展商

戶大縮水，大部分商戶亦已一早打

定輸數，預期人流及生意額均不會

理想。然而，這兩天商戶卻有意外

驚喜：可能近日的暴力衝擊未有

「燒」到灣仔會展一帶，美食節沒

有受太大影響，入場人流及生意額

均較預期好，之前最擔心會因為暴

力衝突而須提早結束的情況，至今

仍沒有出現。商戶都慶幸能正正常

常地做到幾天生意。

因今年年宵取消乾貨攤
位，有市民昨日前往美食節
入手購年貨，為即將來臨的
農曆新年作好準備，大部分
市民都以購買特價海味為目

標。有市民表示，最近從新聞片段看到太
多負能量，因此前來購物放鬆心情，希望
尋回應有的聖誕氣氛。

檔攤人流少 易購心頭好
羅小姐表示，半年來每天看新聞都是同
樣的報道，看到自己的家園被破壞感到痛
心之餘，亦感覺黑衣魔的惡行令人心煩，
因此昨日與朋友相約到美食節血拚，釋放
負能量。她直言，自己有擔心在現場遇到
衝突或臨時交通停駛，因此選擇一早到場
購物，希望能「逃過一劫」。
她續說，今次主要購買食材準備過年，

以及床上用品。「看到今年的檔攤明顯減
少，亦沒有設立貴賓區，人流相對減少，
但這樣令我們更能容易買到心頭好。」
陳先生表示，今年聖誕節沒有聖誕氣

氛，香港變得一團糟是因為黑衣魔的暴行
所致。「他們每天不斷破壞，現在家不成
家，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他表示，與妻子來購物節主要購買海味

及其他食品，避免在家中看電視見到衝突
畫面，認為現在看新聞是「傷身」。
陳先生並狠批一些經常在暴衝現場，站

在警方面前採訪的記者阻差辦公，對警方
十分不公平，「沒有戰地記者會在炮口前
採訪的，為什麼他們不到黑衣魔面前採
訪，偏偏要站在警方前面呢？這是阻差辦
公及欺負警方不敢動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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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近半年
的黑暴，黑衣魔的破壞目標已蔓延至各大金
融機構，滙豐銀行位於旺角的分行，平安夜
遭黑衣魔在門外縱火及破壞，在昨日聖誕假
後的工作日，滙豐宣佈旗下位於旺角彌敦道
673號的服務網點暫停服務，包括旺角分
行、卓越理財中心和中小企中心等，直至另
行通知。不少客戶昨晨到達該分行，看見圍
板上的告示才知銀行要暫時關門，大嘆極不
方便。
滙豐銀行早前關閉網上眾籌平台「星火
同盟」賬戶，指有關賬戶的交易活動與開戶
時所陳述的用途並不相符。其後，滙豐多間
分行即遭惡意破壞，旺角分行更在平安夜遭
黑衣魔縱火，銀行門口玻璃被打爛。
位於彌敦道與亞皆老街交界的滙豐銀行

旺角分行外昨日仍用白色木板圍封，內部進
行維修，圍板上貼出「暫停服務」告示。滙
豐發言人表示，有關的旺角服務網點位於彌

敦道673號地庫、高層地下，和1樓、2樓
及5樓，包括旺角分行、卓越理財中心和中
小企中心等，並對為客戶造成不便致歉。
發言人續指，他們會致力盡快恢復正常

服務。客戶如需要使用銀行服務，可前往其
他就近分行或使用滙豐網上理財、流動理
財、電話理財服務或自助銀行服務終端機，
並指會盡快恢復服務，而市民若要繼續辦理
銀行服務，最近要走約10分鐘到太子始創
中心辦理。

市民「摸門釘」長者提款無望
由於滙豐此前並未宣佈有關安排，令不
少市民「摸門釘」。有長者說，她不懂得用
網上理財，所以要定期到旺角分行「打簿」
和轉賬，現在唯有轉到恒生銀行或其他滙豐
分行的櫃位辦理。另一位婆婆亦表示想提
款，但因沒有申請提款卡，現在都不知怎麼
辦。

黑魔燒毀滙豐 旺角分行關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

道）港珠澳大橋邊檢站昨日透露，珠海公
路口岸在12月25日、26日香港假期共驗
放出入境旅客超過9.6萬人次，其中25日
港珠澳大橋邊檢站共驗放出入境旅客近5
萬人次，創下近數個月來單日驗放旅客最
高紀錄。
香港旅客約佔當日出入境旅客總數的
75%，刷新了港珠澳大橋通車以來香港籍
旅客佔比新高。
由於香港聖誕節假期，大量港客經港珠
澳大橋赴內地旅遊探親訪友，不少港人更
組團北上看房買房。據大橋邊檢站提供數
據，24日16時起，大橋珠海口岸入境客
流便出現攀升；25日早上8時起，大橋珠
港入境大廳迎來大批香港旅客，9時更出
現井噴式增長進入客流高峰時段，每小時
入境香港旅客超過4,000人次，整個客流

入境高峰持續3個多小時。
進入26日，珠港出境方向客流高峰更從

16時一直持續到21時，客流峰值時段出
現在17時至18時，1小時驗放出境旅客超
過4,400人次，較前一日同時段客流增長
51%。
「為確保旅客順暢通關，大橋邊檢站迅

速啟動客流高峰應急預案，及時開足查驗
通道，同時增派諮詢引導警力。」港珠澳
大橋邊檢站負責人表示，便捷高效的交通
與口岸通關環境，安全祥和的內地居住環
境，吸引了愈來愈多的香港旅客來內地旅
遊、探親和居住，經港珠澳大橋出入境旅
客和車輛呈現出大進大出的發展態勢。

■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出入境香港籍旅
客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25日港珠澳大橋邊檢站共驗放出入境
旅客近5萬人次，港人佔75%。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市民趕在美食節完結前大手入貨準備過年，現場人山人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大批市民於熟食攤位排隊買小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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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昨發佈文件，提出支持香港
建設區域法律服務和糾紛解決中心，為「一
帶一路」建設提供法律服務。服務國家「一
帶一路」建設，是香港擴大在國際調解、國
際仲裁領域領先優勢的重大機遇，是香港撬
動未來的新支點，面對新加坡和大灣區內澳
門、廣州後勁凌厲的追趕，香港應在法律體
系配合、人才對接、審理設施完善及「一帶
一路」市場拓展上更具雄心，用好國家支持
政策，穩固香港「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
決服務中心」地位。

香港是與紐約、倫敦齊名的國際仲裁中
心，香港的仲裁法採用聯合國標準起草，為
國際慣用，《紐約公約》適用於香港，在香
港作出的仲裁裁決，獲超過 150 個締約國執
行，本港法庭執行仲裁決定的案例，亦多被
歐美等地法庭引用。調解方面，香港建立了
良好和穩健的監管制度框架，包括《調解條
例》、《香港調解守則》、CEPA 調解機制
等。可以說，香港於國際調解、國際仲裁領
域在亞太區具有領先優勢。

中央一直大力支持香港在調解、仲裁領域
擴大競爭優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支持香港建設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
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明確提出：「完善國
際商事糾紛解決機制，建設國際仲裁中心，
支持粵港澳仲裁及調解機構交流合作，為粵
港澳經濟貿易提供仲裁及調解服務。」今年4
月2日，香港特區與內地簽署仲裁程序保全安
排，並於 10 月 1 日生效，香港成為第一個內
地以外的司法管轄區，作為仲裁地時，由其
仲裁機構管理的仲裁程序的當事人，可以向
內地法院申請保全。此次最高人民法院更提
出，支持香港建設區域法律服務和糾紛解決

中心，建立國際商事糾紛聯合仲裁、聯合調
解機制，增加香港特別行政區專家委員等。

但受修例風波影響，香港過去一年在擴大
於調解、仲裁領域領先優勢上乏善可陳。對
比之下，新加坡過去一年在成為亞太區國際
爭議解決中心上的作為，卻極為進取。新加
坡積極參與國際調解法規制定，中美皆簽署
參加的聯合國《新加坡調解公約》今年8月7
日在新加坡正式簽署，兩年前新加坡已頒佈
《調解法令》，規定將和解協議記錄轉為庭
令，並促進和解協議的執行。在完善先進審
理設施上。今年8月新加坡麥士威國際爭議解
決中心完成擴建，面積比之前擴大3倍。

在把握「一帶一路」法律機遇上，上海今
年4月出台文件，提出要加快打造面向全球的
亞太仲裁中心。廣州南沙在水岸廣場已形成
粵港澳大灣區暨「一帶一路」法律服務聚集
區，廣州仲裁委已聘請了 63 名香港籍仲裁
員，參與審理糾紛案件。澳門則於近期剛通
過了一部全新的仲裁法，新的調解法也在草
擬中。

香港在發展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
決服務中心上，起步早、優勢明顯，如今年4
月，俄羅斯宣佈，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獲頒發
常設仲裁機構許可證，可在俄羅斯管理仲裁
案件，成為首個獲俄羅斯聯邦政府授予有關
權力的國際知名仲裁機構。面對周邊地區的
積極進取，香港要借國家政策支持的東風，
趁勢在法律體系完善、吸納培訓國際人才、
完善先進審理設施、拓展國際市場等方面，
有更大的發展雄心，以更主動服務國家「一
帶一路」建設，擴大香港在調解、仲裁
等法律服務上的領先優勢。

法律服務「帶路」建設 港應擴大領先優勢
黑衣魔在剛過去的聖誕假期在全港各處挑

起衝突，打砸商舖，更對反對他們暴行的個
人或企業實施暴力霸凌，警方由周一至昨日
凌晨共拘捕336人，涉及非法集結、藏有攻擊
性武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等。警察公共關
係科總警司郭嘉銓直言，黑衣魔的種種行為
是黑社會的慣常手法，他們刻意製造黑色恐
怖，陰霾籠罩香港，令市民生活在惶恐中。
本港有健全的法律應對黑社會活動，特區警
方必須加強打擊力度，保護社會治安，各商
戶和廣大市民亦必須與暴力割席，勇敢反抗
黑暴脅迫，舉報涉黑罪行。

黑衣魔過去幾日的行徑充分暴露其黑社會
嘴臉，包括對凍結違法戶口的匯豐銀行縱火
打砸、在多個商場搞「和你 Shop」破壞商
舖、向拒絕交出閉路電視的商戶發難、闖入
食肆騷擾其他食客等等。警方直言這些都是
典型的黑社會行為，目的就是令企業、商戶
害怕噤聲，要向黑衣暴力投降和提供利益來
換取安寧。與這些黑社會霸凌行徑相配合
的，是黑衣魔到處搞所謂「黃色經濟圈」，
他們甚至在網上公然列出「入圈門檻」，包
括：在店門貼上「黃豬」貼紙、必須設置連
儂牆、門外長期擺放幾箱水、給學生提供優
惠、食店要提供「捐飯券」、不斷播放「港
獨」主題曲、將5%至10%的收入捐獻給指定
團體。只有做到這幾點，才可以「接受黃色
經濟圈社團保護」。而所謂「保護」，就是
不搞你。這些行徑和要求，已經是徹頭徹尾
的黑社會收保護費，嚴重抵觸本港法例。

香港上世紀一度治安不靖，黑社會「收陀
地」的情況時常發生，因此，本港在應對黑社

會犯罪方面不乏法律條例和經
驗。1994 年就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立法之後，2000年
又作出進一步修訂。類似以威嚇手段「收陀
地」，以今年8月的案例來看，一名無業漢以
社團成員名義向商戶收取9000元，被控兩項聲
稱三合會社團成員及六項勒索罪，被判囚三
年。可見黑衣魔所犯罪行絕對是重罪。一旦黑
衣魔這種有組織的威嚇商戶、收取所謂「捐
獻」的行為被定性為黑社會犯罪，任何聲稱屬
於該組織或參與給錢的商戶，都可能犯下相關
罪行。自稱或聲稱三合會社團的成員，或向三
合會社團付款或給予援助，亦屬犯罪，一經定
罪首次定罪可處罰款10萬及監禁3年，重犯更
可罰款25萬及監禁7年。

持續多月的修例風波，黑衣魔愈發目無法
紀，嚴重衝擊本港法治基石。黑色暴力令全
城陷入恐慌，市民生活在惶恐中，一見到黑
衣魔就不敢在商場、街道逗留，亦擔心自己
或 家 人 說 了 暴 徒 不 順 耳 的 說 話 而 被 「 私
了」，失去了可貴的言論自由。如今黑衣魔
黑社會化，現在還是恐嚇商戶要投降「交
數」，但難保他日不會擴散至針對個人的敲
詐勒索，將令社會更人人自危。

黑衣魔和黑社會都是社會治安的毒瘤，絕
對是法治社會所不容。警方有責任維持社會
治安，定必用盡可行的方法採取執法行動，
阻止黑衣魔肆虐，保護市民、拘捕罪犯。但
與此同時，商戶和市民必須充分配合警方執
法，受害的市民、商戶必須勇敢挺身而出，
向警方報案，讓警方維護他們的利益，為他
們討回公道。罪惡不可容、不容縱，香港人
如果不希望社會回到上世紀那個黑社會橫行
的年代，就必須齊心合力與暴力割席、與黑
暴作戰，共同捍衛我們賴以為生的共同家
園。

支持執法勇於舉報 與黑魔黑社會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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