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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支持警察執法

而被黑衣魔欺凌的

藍店「四川辣妹

子」川菜館，日前

遭黑衣魔投擲汽油

彈及小型石油氣罐

襲擊，店內顧客一

度走避，幸未釀成

傷亡。冷血暴徒之

舉非但未有嚇怕顧

客、或令老闆低頭，食肆昨日照常營業時，更出現排隊等位的人龍，食客

用行動抵抗黑暴。有顧客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坦言，不滿暴徒不分

青紅皂白支持黃店打壓藍店，又形容藍色力量看似弱小，是因大部分人沒

有出聲，所以特意來捧場，增添一份撐藍店的力量，齊齊向黑暴說不。

市民挺「辣妹」藍店排長龍
力撐遇襲川菜館 用行動代發聲抗黑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暴力衝擊
令本港社會和經濟正面臨嚴峻挑戰，營
商環境愈見困難，對餐飲業的影響尤
甚。中電撥款2,000萬元推出餐飲券計劃
「齊飲齊食齊加油」，支援弱勢社群，
並協助中小企餐飲行業紓緩經營壓力 。
計劃由1月至4月生效，由中電與四大

餐飲業商會合作推行，將邀請在中電供電
範圍內的食肆參與計劃，並透過社福機構
向10萬個有需要家庭，包括長者、低收
入家庭和劏房戶，每戶派發總值200元
（4張面值50元）的餐飲券，於參與計劃
的食肆用膳，藉此資助他們外出消費，從
而刺激本地餐飲消費，提升經濟活動。

逾500間食肆參與計劃
該計劃現時已有超過 500 間食肆參

加，包括酒樓、茶餐廳、粥麵店、小
食店等，分佈九龍、新界和離島。計
劃亦已邀得 27間社福機構旗下 300多
個服務單位，轉介有需要家庭及派發
餐飲消費券。
中華電力總裁蔣東強表示：「在過去一

年，香港的社會和經濟飽受考驗，各行各
業以至基層市民均受到影響，我希望透過
『齊飲齊食齊加油』計劃，以及一系列的
紓困措施，支援社會各階層，讓香港早日
重拾經濟動力。」
中電昨日舉辦一場「齊飲齊食齊加

油」計劃飲茶活動，與50位居於深水埗
的受惠者一起飲早茶。參加者易先生表
示：「外出用膳價錢不便宜，平日多數
在家煮食。中電的餐飲券讓我在新年期
間，和家人朋友到酒樓飲茶敘舊，比獨
自留在家熱鬧得多。」
其中一間參與計劃的食肆君逸軒海鮮

酒家董事黃錦恩表示：「近半年市道轉
差，市民減少外出消費用膳，不少婚宴
及商業活動也改期或取消，我們的生意
也受影響。中電的餐飲券計劃，鼓勵市
民外出用膳，帶動人流和消費，對中小
企食肆很有幫助。」
除了「齊飲齊食齊加油」計劃外，中電

今年動用超過2億元推出多項紓困措施，
惠及各階層市民，包括向所有中小企客戶
提供半年電費補貼、讓餐飲及零售業中小
企客戶申請延繳最多兩期電費；為長者、
低收入家庭、殘疾人士及劏房戶提供電費
資助；為劏房單位重鋪電線以及安裝獨立
電錶、捐贈節能電器予過渡性房屋，以及
資助職專院校貧困學生進修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衣
魔以打砸燒的黑社會手段威脅持不同意
見或支持警察執法的店舖和商戶，以黑
暴將止暴者滅聲。警方統計資料顯示，
由去年10月至今，已接獲逾1,100宗涉

及暴徒放火破壞的報案，被破壞的地點
多達955處，當中超過三分一地方被重
複破壞。警方重申，尊重市民和平表達
訴求的權利，但不代表要縱容毫無底線
的破壞暴力罪行，重申必定嚴正執法。

恐嚇停落電視廣告
警察公共關係科警司劉肇邦昨日表

示，最近網上有人鼓吹抵制一些與自己
理念不同的店舖，原本這些不過是自由
市場內的個人選擇，無人會干預，但有
人愈來愈偏激，開始出現涉嫌恐嚇的事
件，如在社交網站上有人公然宣稱，如
果公司在某間電視台或車站賣廣告便會
抵制，甚至狙擊他們的產品；有人甚至
發帖文，點名威脅某些公司要在限期之
前停止在某間電視台賣廣告，否則便會
向相關公司發動攻勢。
劉肇邦說：「這種威嚇手段，是黑社

會常用的滅聲手法，他們向商戶施壓、
脅迫他們就範，這樣做不單煽動仇恨，
更加有機會犯法，有關公司已經報警，
由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跟進。」
警方難以估計的是若情況再發展下

去，這些人到底會怎樣對待不願意就
範的公司，會否作出具傷害性的行

為。
劉肇邦指出，過去有不少人發表與暴

徒相反的意見，他們所經營的公司或商
舖便遭暴徒針對破壞；由去年10月至
今，警方接到超過1,100宗報案，涉及
暴徒放火破壞不同地方，當中有超過三
分一地點是重複被暴徒破壞，幾乎所有
案件也有刑事毀壞的成分，即1,119宗
刑毀，也有近200宗案件同時涉及縱
火，甚至有人趁火打劫，在被破壞的店
舖內偷竊，大量的交通設施也被破壞，
其次是餐廳及零食店等店舖，亦有近
200間銀行被破壞，合計暴徒共破壞了
955個地點，而這些數字還未計及無報
警的案件。
劉肇邦強調，這些罪犯守法意識薄弱，

最危險的地方是下一代的年輕人會被影
響，變得目無法紀，這情況絕不會是香港
市民所樂見；他重申，警方尊重市民和平
表達訴求的權利，但這樣並不代表「我哋
要縱容毫無底線的破壞暴力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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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魔毀舖滅聲 3個月逾千宗

被黑衣魔破壞的「四川辣妹子」位於深
水埗荔枝角道204號，店東曾在網上

發表撐警言論，又被煽暴派文宣屈指「窩
藏」一宗斬人案的兇徒，因此連日來遭暴
徒打壓滅聲。前日凌晨2時許，兩名身穿
黑衣、戴口罩及黑色帽的暴徒在該餐廳投
擲汽油彈及石油氣樽，之後逃逸。

黑魔兩度肆虐 毀招牌擲火彈
姓陳店東透露，上月25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的專訪後，翌日凌晨亦遭四五名黑衣人
闖入店內破壞，除推倒爐具外，更砸爛招
牌，他最終喝退暴徒，其後在店內安裝閉
路電視，故前日暴徒破壞的過程全被拍
下，影片已交由警方跟進。店東表示無懼
惡勢力，撐警立場絕不受動搖，他又勸喻
時下青年千萬不要「精人出口，笨人出

手」，斷送美好前程。
「四川辣妹子」遭到黑暴報復，也激起

反暴市民的正義力量，以光顧「良心之
店」向暴力說不，昨晚7時許，記者觀察
到餐廳內座無虛席，門外則有三十多人等
候，老闆陳先生和伙計忙得不可開交，有
街坊指該店的生意比平日旺了很多，記者
發現很多顧客是首次幫襯，他們因為不滿
暴徒惡行，為了支持店東敢於向暴力說
不，故特意前來光顧，以行動代替發聲。

食客帶友捧場「等幾耐都等」
家住太子的市民陸先生在店外不停自

拍，他說以前曾光顧該店，今次是第二
次，還帶了兩名朋友一起捧場，因看到新
聞和網上轉載，「唔抵得班人所為，特意
約朋友嚟幫襯下、支持下」，陸先生坦言

不怕上鏡，也絕對不同意黑衣暴徒破壞威
嚇商舖，「呢個世界係要講道理，你哋黃
色搞藍色、支持黃店就得，人哋（藍色）
出吓聲，你（黃色）就呱呱嘈，咩世界
呀？」
他形容，藍色力量看似弱小，只因很
多人都沒有出聲，所以有人會以行動來
默默支持正義力量。雖然要排隊等位，
但為了表達支持，「等幾耐都等」，又
希望香港早日回復太平，大家能過回安
樂日子。
市民馬先生專程由沙田到來光顧，他說

是首次光顧該店，「唔好分藍色和黃色，
我係唔抵得班人所作所為，否則都唔會由
沙田出來捧場。」他平日都有留意新聞，
不認同黑衣魔的打砸燒惡行，更沒理由欺
壓看上去較弱勢的藍店一群。

欣喜團結力量 無懼暴徒滋擾
記者見馬先生在店外不停拍片，他說拍

下光顧實錄會傳給朋友看，希望朋友也來
支持。問他會否擔心光顧時被黑衣魔滋
擾，他說：「唔驚！咁多人嚟支持，唔
驚。」
市民馮太和丈夫、女兒一家三口由葵

涌到來光顧，她也是因為看到這間食肆
的新聞才首次來光顧。馮太說自己並無
顏色之分，也不擔心被滋擾：「做人要
中肯，人哋講句良心說話、心底話都唔
得！」她坦言，除了來試下川味食物，
就是捧場表達一份心意。
對近月香港發生的暴亂，馮太說不會

認同示威者打砸店舖的行為，希望早些
平息亂局：「大家有餐安樂茶飯。」

■黑衣魔自去年10月以來，屢屢對持不同意見的商舖打砸燒，圖以黑社會手段迫
令其噤聲。 資料圖片

■■陸先生特意邀請了兩名朋陸先生特意邀請了兩名朋
友前來光顧友前來光顧，，以表支持以表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大批市民以行動力撐川菜館，店外大排長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店東陳先生（右）的正氣獲市民力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修例風波
爆發後，縱暴派提出以政見區分、劃地
為牢的「黃色經濟圈」，企圖欺壓政見
不同的藍店，以及吹噓縱暴的黃店。惟
「黃色經濟圈」的泡沫陸續出現爆破跡
象，近日不少「黃店」最終敵不過經濟
不景的大氣候，走上結業的末路，其中
「黃店」千房大阪燒貼出結業通告，有
網民表示不感意外，因為不少「黃店」
不論食物質素，還是員工服務態度也差
劣，單靠「黃色經濟圈」作宣傳噱頭不
靠譜，遲早執笠；也有人歸究是黑衣魔
以近乎黑社會收保護費的勒索制度，向
黃店苛索抗爭捐款，把黃店趕上絕路。
黃店千房大阪燒近日在店外貼出預告
結業的通告，聲稱：「感謝各位手足支
持，本店暫時停下腳步，將會結束營
業。現在開始全日8折，直到最後一
刻。多謝各位支持香港人加油。手足安
全最重要，be water。」

網民批損人不利己
網民留言指，黃店自作自受，網民

Daniel Fung 表示黃店包庇暴徒，使香港
動盪不堪，經濟走下坡，消費市道萎縮、
結業裁員潮不絕，最終黃店也難獨善其
身，他說：「（暴徒）用暴力影響他人生
計，但其實間接自己也承受惡果，所謂攬
炒，是損人不利己行為，何必呢？」
Hanako Satoh又揶揄說：「啲（黃絲）
食客都一一入獄。皇家飯就有份食！」
黃店逐一結業反映「顏色經濟圈」根本

行不通，破壞藍店、拖垮經濟，黃店也自
食其苦果。事實上，千房大阪燒只是黃店
結業潮的冰山一角，早前位於中環的黃店
老友記，疑因政治取態不同，以致拍檔退
場，面臨結業。有縱暴網民在縱暴網上平
台「連登」指出，該黃店宣告結業，原因
是不獲「藍業主」續租。
以支援社運分子為名，為縱暴者度身

定做的網上商店「光時」，近日也在接
受傳媒專訪時自爆面臨存亡關頭。「光
時」最初的構想是全港有200萬名「黃
絲」，若當中1% 、即約2萬人支持該
店，每人每月消費100元，該店便會有
200萬元生意額。惟事實上，構想中的
200萬「黃絲」中，只有少數人關注該
店，而該網店每日訂單不足100張，有
些日子甚至不到50張。最初開業時尚有
為數約30人的義工團隊，在種種原因及
困難下，如今活躍客戶人數剩約10人。

「保護費」成最後一根稻草
黃店的死因除了錯誤估計客源外，還

有一大弊病是本身的服務質素，以被封
為「黃色經濟圈」頭號黃店龍門冰室為
例，雖然一眾「黃絲」日日吹噓其大排
長龍，但在「連登」上，不少縱暴網民
也忍無可忍，抱怨該店無論食物素質，
還是員工素質，都讓人不敢恭維。

不過，推黃店走上末路的最大原因，
可能是縱暴文宣的「保護費」。有黃店
指出，進入「黃色經濟圈」並非免費午
餐，店舖需向「星火同盟」、「612基
金」等所謂「抗爭基金」捐款後，才可
入圍，入圍後還要上繳費用作抗爭之
用，以及向「黃絲」提供優惠，「咁樣
被人吸血法，唔執笠都難！」

「顏圈」泡沫爆破 黃店陷倒閉潮

■千房貼出結束營業告示。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