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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暴派聲言要建立所謂「黃色經濟圈」，因敵不過自由市場的力量，圈內「黃店」

頻爆結業潮，泛暴派遂變招搞「和你宵」，鼓吹在全港多區舉辦「年宵活動」，迄今已有五

區敲定計劃，最快本周五開鑼。食環署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截至上周六，有兩區「和你

宵」仍未申請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若無牌經營即屬違法；另三區則已提交申請，署方仍在審議中。記者

落區觀察時發現，五區活動都有各種安全隱患，包括室外場地狹窄或釀人車爭路，室內場地則有走火隱患，隨時殃

及入場者及附近用戶，罔顧公眾安全。食環署表示，會繼續留意情況，適時採取執法行動。

根據泛暴派「文宣」公佈，他們計
劃於觀塘、東區、大埔、西營盤

及黃埔舉辦「和你宵」活動，分別由
本周五（17日）至下周日（19日）開
始，為期兩天至八天不等。活動所得
盈餘，有兩成捐予抗爭基金，六成投
資給「黃色產業」，如「三罷基
金」、「臨時庇護所」、「文宣學
堂」等；一成以利息形式「回報黃色
經濟投資者」；一成作「持續營運資
金」，以便泛暴派繼續食人血饅頭。

五區擺檔 兩區無牌
擬於本周五至下周五（24日）假觀

塘駿業街舉辦的「和你宵」，搞手早
於上月透過網上招募檔主加盟，「文
宣」只向已買入場券及中標的檔主透
露具體舉行地點，但「文宣」在
社交媒體披露場地將分為兩三

層，約150個至220個攤
檔，涵蓋乾貨、濕貨
及食物攤檔，憑
「分為兩三層」的

宣稱，相信
會是在工廠
大廈內的室
內 單 位 進

行。
駿業街的工廈平日只有工廈員工

出入，走火通道及交通配套未必能
負荷大量行年宵的人流，一旦失火
恐難疏散人潮，故申請臨時公眾娛
樂場所牌照時，消防通道是其中一
個重要考慮。
香港文匯報向食環署查詢，署方
證實收到該活動的臨時公眾娛樂場
所牌照申請，仍在審議中。

霸佔官地 人車爭路
大埔「和你宵」則擬於下周三（22

日）至下周五（24日）在私人地方大
埔忘憂農莊舉辦。有搞手此前在接受
傳媒訪問時透露，年宵暫定有逾30
個攤檔，將售賣各式乾貨及賀年食
品，還有現場音樂表演。
據悉，每個檔位租金3,000元。雖
然是私人場地舉行，但根據法例一般
需要申請食物業牌照及臨時公眾娛樂
場所牌照，惟食環署表示主辦方至今
未申請任何牌照。
至於其餘三區的「和你宵」地點，

包括西灣河街頭「連儂牆」、西營盤
正街（第二街至高街段）及紅磡碼頭
旁空地（即舊紅磡碼頭巴士總站），

明顯屬政府或公眾用地，如未獲批准
而使用即屬霸佔官地，其中西灣河及
西營盤行人路極狹窄，隨時會阻礙交
通或釀成意外。
食環署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紅磡

和西營盤的「和你宵」已申請臨時公
眾娛樂場所牌照，目前仍在審批中，
西灣河的活動則未有向該署申請任何
牌照。
食環署表示，根據《公眾娛樂場所

條例》（第一百七十二章），任何人
如在任何場所舉行《條例》所規管的
「娛樂」（包括音樂會、展覽、賣物
會及為遊樂而設計的機械裝置等）
讓公眾入場，不論是否收取入場
費，均須向食環署申領公眾娛樂場
所牌照，違例可被判罰款10,000元
至25,000元和監禁6個月。
食環署發言人表示，會繼續留意

該5個地點的情況及在有需要時採
取適當執法行動。

大律師：等同無牌小販
大律師陸偉雄指出，任何人在街頭

擺賣而沒有申領牌照，等同無牌小
販，屬於違法；若只以街站形式讓人
憑券換領禮品而無涉及買賣或獎券活

動，則未必須要申領牌照，但亦有可
能涉及阻街。
至於若「和你宵」活動是在工廈單

位等私人地方內舉行，他表示主要視
乎大廈公契是否容許，但如涉及飲食
活動、遊戲或獎品等內容，也可能要
事先申領牌照。

觀塘的「和你宵」十分神秘，泛暴
在宣傳品中，對舉辦地點僅輕描淡寫
地稱會在「觀塘駿業街」舉行，但駿
業街咁大你玩晒咩？玩神秘幾日後，
文宣又賣關子說：「買咗飛（入場

券）先會講你知喺邊度搞。」咁樣吊高嚟賣法，香港文
匯報記者惟有大破慳囊買張飛試吓。

聲稱電郵確認 等足一周無影
該活動入場券接受網上預購，自由定價，即由入場者

開價買，記者訂為20蚊一張，經網上售票系統下定，付
款後系統稱有電郵寄給記者確定交易。

不過，記者等了又等，等到頸都長，付款後一星期仍
未收到確認交易的電郵，20蚊事小，被玩事大，且說好
的「買咗飛先會講你知喺邊度搞」遲遲未兌現，有被人
侮辱智慧的感覺，奈何系統根本沒有留下聯絡電話或電
郵可以投訴。

記者遂在網上找有無「同病相憐」的網民，發現也有
不少買飛後無下文的情況。

網民「fa fa」抱怨：「仲未收到email（確認電郵）！」也
有網民無佢咁好氣，索性留言說：「回水！」

搞手疑有前科 泛暴區員割席
事實上，「和你宵」最初眾籌逾80萬元不久已爆出搞

手是走數「積犯」的醜聞：有網民踢爆負責人Steve劣
跡斑斑，曾在眾籌網站疑似有走數前科，有人被質疑
「穿櫃桶底」，擅自將捐款轉到自己名下基金。Steve其
後宣佈退出「和你宵」籌委會，但未能令網民「收
貨」，掀起回水潮。

同時，傳媒又揭發新任北區區議員張浚偉也是「和你
宵」的監察人，在網民怨聲載道下，張浚偉惟有出聲明
割席，聲稱自己從未參與「和你宵」，加上籌委會逐一
向網民退款才平息事件。

經此一役後，「和你宵」聲名狼藉，直至近期「黃色
經濟圈」內店舖頻爆結業潮，再次令人質疑「黃色經濟
圈」有違市場自由原則根本行不通，煽暴派為重振聲威
再次翻炒「和你宵」，但也似乎走唔出「騙」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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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工廈搞年宵勢迫爆擬工廈搞年宵勢迫爆 失火失火「「一鑊熟一鑊熟」」

在5個所謂
「和你宵」的
舉行地點中，
以位於西灣河
「連儂牆」的

東區「和你宵」最接近鬧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到現場巡
視，區內約有3個張貼「文
宣」的「連儂牆」地點，無論
哪處均屬行人交匯點。同時，
東區「和你宵」的內容原來並
非一般設攤位的年宵市場，而
是先在「黃店」消費再憑印花
到所謂「連儂牆」換領福袋。
有東區區議員指出，即使只是
設「街站」換領福袋也必然構
成阻街，而憑消費換領禮物的
做法某程度也屬變相擺賣，有
關部門必須跟進、執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到西
灣河了解區內的「連儂牆」情
況，最主要的位於西灣河文娛
中心及港鐵站對出的十字路
口，其餘兩個則位於通往鯉景
灣的天橋底及行人隧道內，無
論哪處均屬行人交匯點。

根據「連儂牆」內的「文
宣」所示，於本周六（18
日）、下周日（19日）舉行
的東區「和你宵」活動，原來
是於本月12日至19日到指定
「黃店」集齊6個印花，即可
到該所謂「連儂牆」換領新年
福袋一個，該處屆時更有予人
「打卡」的拍照點，「文宣」
更詳列所有「黃店」名單。

記者曾向一些「黃店」榜
上無名的小店查詢，有海味
店店主表明只會「自己做生
意」，不會參加、亦不會理

會所謂「黃色經濟圈」及「和你宵」。有
水果店店主亦指，不會加入任何類似組
織。被問及會否害怕不加入而影響生意
時，店主則說：「驚都無辦法，都只會做
自己嘢，希望可以和諧吧。」

街坊梁先生曾親眼看過有黑衣魔破壞港
鐵站，並對泛暴派的「連儂牆」「文宣」
表示反感及煩厭，「許多學生都是無腦
的，讀咁多書都俾人利用，都係多得外國
勢力喺度推波助瀾！」他希望泛暴派不要
借所謂「和你宵」再搞破壞。

郭偉強：變相擺賣 必須執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東區區議員郭偉強

指出，雖然屆時所謂「和你宵」現場未必
有錢銀交收，但要先消費才能換領禮物，
某程度也屬促銷行為，含商業成分：「變
相是擺賣，即使只設換領站，也必然構成
阻街，有關部門必須執法。」

對東區「和你宵」屬所謂「黃色經濟
圈」的活動，郭偉強認為，這對不願參加
的店舖必定構成壓力及威脅，甚至害怕
「被裝修」，等同剝奪了不同意見者的話
語權，「手法近似黑社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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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飛無下文 網民嗌回水

■■泛暴派擬在西營盤搞泛暴派擬在西營盤搞
「「和你宵和你宵」」，，但該處路但該處路
面狹窄面狹窄，，易生意外易生意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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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灣河「連儂牆」位處行人交匯點，
易生危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煽暴派近日硬銷煽暴派近日硬銷
「「和你宵和你宵」」，，罔顧參加罔顧參加
者安全者安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泛暴派擬在工廈搞年宵市場泛暴派擬在工廈搞年宵市場，，惟惟
走火通道或未能負荷大量人流走火通道或未能負荷大量人流，，倘倘
失火恐釀大災難失火恐釀大災難。。圖為本港早年有圖為本港早年有
工廈發生火災工廈發生火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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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天晴 天氣清涼
氣溫16-20℃ 濕度65-90%

己亥年十二月十九 廿六大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