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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店 舖 類 別、
畫 地 為 牢 的「 黃 色 經

濟圈」概念，違反香港賴以成功的市場主
導經濟規律，注定會以失敗收場。香港
文匯報記者日前「放蛇」調查
發現，「黃色經濟圈」是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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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派「掠水」的伎倆，據
悉店舖必先捐款予暴徒
基金才能入圈，同時要
■售賣自製蛋糕的
售賣自製蛋糕的「
「治癒
羔羊」
羔羊
」 未領任何食肆牌
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向「黃絲」提供優惠，
否則便被報復，手法與
黑社會勒索保護費無
異；香港文匯報更發
現，部分「黃色食
肆」原來是無牌經

位於長沙灣一幢工廠大廈的
樓上咖啡店「治癒羔羊」

提供飲品及自製蛋糕等食物，
由於曾在 6．12 暴亂、6．16 民
陣遊行及
8 月 5 日「三罷行動」等煽
招攬生意，種種迹象都
暴派鼓動的行動中暫停營業，因而
顯示煽暴派光靠「黃色
成為「黃色經濟圈」推介的「黃
店」之一。
經濟圈」斂財，卻罔顧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曾到該店「放
公眾的衛生安全，有「靠
蛇」，發現有不少客人是因為「黃色經濟
害」之嫌。
圈」推介才慕名而至，有光顧的客人指雖
然曾經住在附近，但在修例風波爆發前一直不
■香港文匯報記者
知道該店的存在，顯然「黃色經濟圈」在「黃
文森
絲」吹噓下收到宣傳效果。

營，或違反牌照規定

官方證
「羔羊」
無牌
然而，記者在現場觀察卻不見店方張貼食肆牌照，記
者遂以市民身份

煽暴派對參與「黃色經濟圈」的店舖有着極
苛刻的要求，嚴格規定「黃店」的整個供應鏈
長遠而言不能有內地供應商的參與，細至一張
廁紙也不能是內地製造。在這種氛圍下，新同
盟荃灣區議員譚凱邦乘機搞團購，聲稱能為居民
訂購一款非內地製的廁紙，但不少網民使用過該
款廁紙後，也大喊「中伏」，指紙質極粗糙，比
內地製造的廁紙「差幾條街」。
煽暴派勾勒出來的「黃色經濟圈」十分極端，
「黃店」除了要上繳部分收益予煽暴派外，連店
內收看的電視也有嚴格規定，絕不能是「黃絲」
所針對的無綫電視，更遑論是內地電視台，甚至
所用的廁紙也要管，絕不能使用內地製的廁紙，
「黃絲」圈子更有一句潮語是「去內地化，先由
廁紙做起」。

譚凱邦搞團購 價高質劣
如此極端的消費行為造就難得「商機」，譚凱
邦也參與埋一份，團購一款非內地製的廁紙，每
條 10 卷裝售 30 元。這個訂價並不低，價錢與台
灣製及東南亞製的廁紙相若，但品質卻「差幾
皮」，部分使用過該款紙的網民批
評：「易爛又粗糙，點
用？」也有人埋怨中
伏，「起碼要摺 3 層
先用得！」可想而
知，純以政見作營
銷噱頭的「黃色經
濟圈」，不論是訂
價或品質，都偏離
市場，難以在市場佔
譚凱邦
一席位。

■「程班長台
灣美食」只持
工廠食堂牌照
能招待工廈內
，只
人士。
香港文匯報記
者攝

「程班長」
卸責食客
另外，部分獲「黃色經濟圈」推介的食肆持有「工廠食堂
牌照」，按現行法例規定，只准接待工廈內工作的顧客，但
香港文匯報記者「放蛇」發現，不少「黃色食堂」均無視有
關規定，部分「黃店」公然在網上公開接受任何市民訂位，
從未過問對方是否大廈內的工作人員。
在同一座大廈內另一間只領有「工廠食堂牌照」的食肆
「程班長台灣美食」亦存在同一情況，該店雖然在門外有告
示指按照規定只接待大廈之員工，但該告示張貼在走廊盡
頭，一般乘電梯上樓的顧客不以為意。
「程班長台灣美食」似乎也知法卻不守法，店方在餐牌其
中一頁「戴定頭盔」說，該店所持的「工廠食堂牌照」規
定，不能接待工廈外人士，告示說：「職員無從查證，只是
要求顧客自查」，換言之店方將查證的責任交由食客自理。
香港文匯報就有關情況向食環署查詢，確認「治癒羔羊」
的處所未領有該署簽發的食物業牌照或許可證；而「程班長
台灣美食」的牌照，只供受僱於該座工廈內的員工享用膳食
及餐飲。
發言人重申，工廠食堂持牌人如經營其牌照指明以外的食
物，例如無牌經營食肆，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
款 5 萬元及監禁 6 個月，若持續違例經營，每天最高可被另
加罰款900元。

入圈陷無底潭 雜費交極唔完
「黃色經濟圈」說白一點就是一種近
乎黑社會保護費的勒索制度，入了圈的
店舖可免於被惡搞、「裝修」（毀壞）
等對待，然而該制度卻如吸血鬼般不斷
向店方苛索。有忍無可忍的店舖近日在
網上爆大鑊，後悔當初為入圈，向所謂
的「抗爭」基金捐款，上繳利潤，然後
在店外「做樣」張貼「連儂牆」，以為
一勞永逸，詎料「黃色經濟圈」是個無
底深潭，文宣組不斷巧立名目收取雜
費。
據了解，縱暴派文宣根據店舖官方 fb
或負責人 fb 過去的言論，推斷其政治
立場分為黃店、藍店，一旦定性為
「藍店」便被暴徒不斷杯葛、騷擾、
破壞，製造黑色恐怖，打壓辛苦經營
小商店直至結業為止；但「黃店」亦
不見得同流合污就有啖好食。這些被
標籤為「黃店」的商舖表示，文宣組
會邀請他們加入「黃色經濟圈」，但
入圈絕對不是「免費午餐」，店方需

向所謂的抗爭基金如「星火同盟」、
612 基金等捐款，一經捐款便列入「黃
色經濟圈」名單上，部分食肆也獲發
「米豬蓮」標籤，可張貼在門外以資
識別。

「黃店」
頂唔順 上網爆大鑊
然而，入圈後噩夢才開始。不少
「黃店」表示，黃絲的「感情勒索」
無日無之，一時不准店方接待警員家
庭；一時不准店方使用內地製的原材
料，必須聘用「黃絲」義工，甚至有
「黃絲」顧客攤大手板問攞「抗爭
幣」同各種優惠等，都使「黃店」忍
無可忍，愈來愈多都頂唔順要發 post 告
急。
咖啡店「Green Door Coffee」早前就
在其 fb 專頁發帖稱，被要求參加「黃
店」優惠計劃，「當有客人揸收據去其
舖頭幫襯，要提供九折。」該店質疑：
「點解要黃店提供優惠？……𠵱 家咁嘅

時勢自當力撐同道人，原意並唔係攞黃
店着數。如果有優惠先肯幫襯，咁真係
要反醒（省）吓……」
不少人轉發了該帖子。連「熱血公
民」副主席鄭錦滿亦突然良心發現，發
帖回應：「『懲罰』黃店變咗『真．懲
罰』黃店……×！我都唔知自己噏乜，
好混亂呀！」泛暴派的「陳大文」則
稱：「搞搞吓所謂黃色經濟就變成『黃
色霸權』：一些店舖被邀請（強迫）成
為黃店，但又要呢樣嗰樣優惠割價減少
盈利，消費者拎住黃店收據可以在其他
黃店『抓（𢱑 ）着數』，之後又變『印
花文化』，玩儲印花這類超無聊模式，
變成盲目消費。」
此舉被寸為「黑社會收保護費」，
「 手 作 達 人 」 吳 斯 翹 （Billie Ng） 就
稱：「我見有人提議，每個月捐款
$1000 去星火，貼張收據出門口，先算
黃店認證……黑社會來收保護費，都抬
盆桔來吖！」

■有「黃店」張貼告示，不接待警員及
其家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拒警員警眷光顧 「黃店」渲染仇恨

店染黃限制多
廁紙禁用國貨

致電食環署九龍區牌照組查詢，接電話職員翻查後表示，
「治癒羔羊」並沒有食肆牌照登記。由於該店主要出售冷凍
蛋糕及飲料，是容易滋生細菌的高危食物，一旦衛生設施不
足，隨時爆食物中毒危機。只有獲食環署批出食肆牌照的食
肆，其衛生環境，包括通風設施、樓宇安全及消防等都通過
嚴格規定，才能減低食安及走火警風險。
事件揭露，「黃色經濟圈」極不負責任地未有核實店舖的
牌照及食安問題，光是根據店方的政治立場「啱唔啱聽」作
為納入推介名單的唯一審批準則，對食客而言簡直有「靠
害」之嫌。

煽暴派屢屢散播謠言，意圖
抹黑警隊，更鼓吹店舖不做警
員及其家屬的生意，「黃色經
濟圈」內不少「黃店」就公然
在店外張貼不歡迎「POPO」
（意指警員），或不歡迎警察
及其家屬的單張。香港警察隊
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有關
做法形同黑社會恐嚇，完全不
能接受，相信警隊管理層會有
適當的應對方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實地訪察，
發現部分「黃店」在店內散播
仇恨情緒，鋪天蓋地張貼仇警
海報，部分更涉及失實內容老
屈警隊，更有店舖張貼不歡迎
警員光顧的字條。

林志偉批形同黑社會

林志偉接受查詢時表示，沒
有收到同袍反映在光顧店舖時
有如此不愉快經歷，但他認為
店舖的做法形同黑社會，「與
黑社會的做法無異，完全不可
以接受，相信警隊管理層在有
關方面會有適當的應對方
法。」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
恩國大律師表示，香港現時只
有性別、家庭崗位歧視和種族
歧視條例，並沒有針對職業歧
視的法例，故店舖拒絕為警務
人員及其家屬提供服務，並沒
有違法。不過在情理上，卻是
一種分化社會的做法，以仇恨
取代關愛，令社會撕裂持續惡
化，並非香港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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