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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敦敬：唔使再叫員工扮鬧我

2020年7月13日（星期一）

曾被黃絲狙擊 直播期間收
「掃場」
恐嚇
黑暴摧殘。祥益地產總裁汪
敦敬向來敢言，他近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提起去年的經歷猶有
餘悸：「做直播曾被恐嚇上嚟掃場，又
被 KOL 點名狙擊，叫人招呼我、抵制
我。」又囑咐員工如遇暴徒，可以棄舖
逃走，又或爆粗鬧他係「衰人」以避
難。對於香港國安法實施，他期待能重
塑社會秩序，填補漏洞，並深信今次改
變能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他笑
言，身邊不少中產朋友去年因為黑暴而
申請移民，但最近已取消申請：「大家
都樂見中央對港政策變得更積極！」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作為地產界資深人士，汪敦敬經常於不同報章或
網絡平台發表樓市評論文章，內容正面實用，

但去年來黑暴及網絡欺凌氣焰囂張，汪敦敬及其文章
亦一度成為「黃絲人士」攻擊目標。回憶去年 5 至 6
月時，他曾發表過文章強調不要暴力，於網上已被多
番狙擊，最深刻一次，是在做節目直播期間遭到恐
嚇，會有人來「掃場」。
他苦笑：「個陣我哋分行要預備隨時走鬼(逃走)，
員工都睇住局勢發展，我仲記得當時叫啲員工唔好
搏，遇到暴徒唔好硬碰硬，因擔心他們隨時被人打，
即使代理舖鎖唔切門就唔鎖都得，財物損失好小事。
而如果一旦被暴徒截住，我叫佢哋鬧『汪敦敬係衰
人』，再唔係爆粗鬧我，咁你走得甩啩。我當時好擔
心。」

中立都有罪 社會充斥荒謬
到今年初，他公開表示不贊成醫護罷工，後來被朋
友告知相關言論被網絡 KOL 轉貼，該 KOL 甚至「叫
人招呼我、要抵制我」，他坦言對這種現象感到荒
謬，語帶無奈說：「當時突然間覺得講正常嘢都唔
得，無政治立場又唔得，你中立都有罪，但咁係好錯
的事，你怎能說一個人犯法是對的呢？點解呢個世界
變成咁？」
為免招惹太多麻煩，他表示自己亦只好作出改變，
好像在不同場合說話亦有作出調整，個別平台說話會
溫和一點，亦會盡量少講刺激性言論。但評論文章則
繼續是其是非其非，汪敦敬直言，即使黑暴勢力猖
獗，他也不會屈服，堅信社會要尊重不同政見，政治
訴求應該要和平爭取。

回復和平 朋友撤移民申請
汪氏旗下祥益地產於新界西北擁有不少地產舖，問
到之前黑暴對公司影響，他指當時生意曾大跌兩至三
成，他對局勢亦感手足無措，感覺黑暴只會持續下
去。直至最近香港國安法立法及實施，他始對前景重
拾信心，認為香港國安法對香港長遠發展有正面作
用，亦能夠讓社會重回正軌，去年身邊不少中產朋友
因黑暴失控而申請移民，隨着香港國安法啟動立法後
已取消了申請。
他指出，歷史上香港一直身處中西方角力場，過去
23年的「國安真空期」，讓香港人失去防範意識，不
同的外國勢力自出自入，香港人很容易受傳媒或社交
媒體上的言論左右而隨波逐流，顛倒是非，但香港社
會作為一個政治複雜的地方，更應該有一個理性的重
心，其中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最基本的概念。

反對派劍走偏鋒 礙香港發展
他概嘆，過去的香港曾經是一個互相尊重及有秩序
的社會，但近年教育質素大跌，立法會議會文化「糜
爛」，議員只懂情緒發洩，失去議政能力及包容不同
聲音的環境。而反對派更不斷劍走偏鋒，令香港走入
一個徹底民粹的時代，香港亦因此墮入龜兔賽跑的局
面，許多方面的發展變得落後於鄰近城市及國家。
「香港本來係一顆靚水晶，我哋應該回復本來實
力。」汪敦敬希望，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人能重
新找回自己的定位，追求更高質素的社會發展。

顏志華：社會能夠安靜返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經營包裝生意及
鐘錶代理的尊尚動力集團創始人顏志華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實施香港國安法對他個人而
言是好的，因社會能「安靜返」，對港人的自由
度不會有大影響，有部分人過不到自己心理關口
想離開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覺得這樣的人不會
多，「講啫，走得去邊吖，整個事業要由頭創
立……」公司很多買家都不曾談論過這件事，大
家都是照常下單，對業務無大影響。

疫情影響更大
不過，他指出，反而是新冠疫情令一些國家產
生了「罷買」中國貨的情緒，如印度、加拿大及
美國等，但相信長遠仍是要看供求，中國作為世
界工廠的地位未被取代。至於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美國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禁止一些軍民兩
用科技出口到香港，他指出，這措施有機會讓某
些產品如電子業受到較大阻力，不過相信即使有
任何新增的費用產生，都是廠家與客戶共同承
擔，這方面反而更受客戶關注。
至於疫情對業務的影響，他坦言，今年上半年

國安立法放心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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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香港商界飽受

的訂單下跌了 30%
至 40%，因公司很
多大的鐘錶商都來
自美國，現時有小
部分訂單開始「郁
返」，相信已到達
低點，下半年可逐
步回升。他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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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瀏覽量大增，不
過「旺丁不旺財」，實際的交易量不算增長很
多，相信與人們的消費慾不高有關。
有危才有機，他留意到現時旺區的租金回落不
少，正考慮開實體店，實現O2O的銷售模式，帶
動線下經營。
早前公司已申請了政府保就業資助，他認為可
算是解決了燃眉之急，公司的資金流可支持九個
月，希望再申請政府的貸款，令資金再鬆動些，
可以「頂到更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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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仲記得當時叫啲員工唔好搏，遇到暴徒唔好
硬碰硬，因擔心他們隨時被人打，即使代理舖
鎖唔切門就唔鎖都得，財物損失好小事。而
如果一旦被暴徒截住，我叫佢哋鬧
『汪敦敬係衰人』！」

黑暴受控 樓價沒有不升的理由

香港國安法實施，不少反對派恫嚇
市民，指資金會撤離云云，然而祥益
地產總裁汪敦敬卻認為情況相反，預
測樓價會持續向上。而香港與內地關
係更緊密下，更將會進入大都會年
代，國際金融中心角色將進一步發
展：「呢個世界有乜理由話做樣嘢
(訂立香港國安法)，影響好少人，令
社會有秩序，然而樓價卻會下跌的道
理呢？呢個反而係樓價上升原因。」
汪敦敬表示，香港國安法對樓市是
一個「非常好的消息」。首先投資者
會信心大增，以開舖為例，之前任何
投資都會擔心被砸爛或被燒，但有了
香港國安法後，黑暴問題相信會受到
控制，社會環境亦更穩定，對於投資
而言只會是一件好事。

美國無限量寬 樓價難跌
而外圍經濟方面，美國因應疫情而
「大灑金錢」，無限量寬及低息環境
持續下，均令香港未來樓市易升難
跌。所以由不同方面看，市場都不應
該期望樓價大跌，反而樓市正面對大
升壓力，政府應該要思考如何讓升幅
變得更合理，並讓更多人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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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發展料引資來港
此外，香港政府去年 10 月公布放
寬按保計劃下的樓價上限，釋放盤
源，刺激市場上車及換樓鏈，近期亦
將白居二名額提高至 4,500 個，「一
手空置稅」亦暫時擱置，盤活新盤豪
宅市場，令樓市不同類型單位供應都
作出調節。而如果近日市傳的桂山島
填海計劃可落實，亦可以解決香港長
遠土地供應。

另一方面，由於西方國家經濟走下
坡，反觀香港背靠祖國，有大灣區等
發展配合，過去於金融市場亦有良好
管理及信用，預料未來只會有更多資
金流入香港。
事實上近 10 年 M3(泛指資金總供應
量)不斷上升至今年首季的約14.8萬億
港元，創歷史新高。他預測，香港國
安法下，香港將會進入大都會時代，
深信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將會進一步
發展。

中概股回歸 港金融中心地位穩
投資有道的汪敦敬，在地產市場上
長袖善舞，原來他對股市也有獨到研
究。近期接連有美國上市的大型中概
股來港進行第二上市，好像阿里巴
巴、網易、京東等，令外界對香港世
界級融資市場的信心上升之餘，汪敦
敬預計之後會有更多美國上市的中概
股排隊來港，這局面對於美國來說是
一大威脅：「佢哋(美國)第一市場，

香港第二市場，香港發展得差對美國
嚟講其實有好處。」
他舉例，去年阿里巴巴在香港掛
牌，令阿里香港股票可與美國的存託
股票 ADS 互換，根據中央結算系統
（CCASS）持股記錄，放於 CCASS
的阿里股數達 47.5 億股，佔總股本
22.21%，當中花旗在港代客持股已達
42.3 億股，佔阿里港美兩地總發行股

數 213.87 億股的 19.76%。以去年 11
月底股價約 199 元計，即花旗將價值
達8,400億元阿里股份轉倉香港。

搶走美國部分收入
換言之，即是日後會有越來越多股
份由美國市場轉來港股市場交易，成
交額、印花稅收入，都落入港交所及
香港券商的口袋中。

孔玉婷：市民會放心行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銷售
按摩產品的美斯凱（Maxcare）公司
卓維企業銷售總監孔玉婷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指出，受到社會運動及疫
情影響，今年上半年本港的零售額下
跌約 3 成。對於香港國安法實施，她
認為不是壞事，相信實施後市民會放
心行街，零售不會像去年般冷場。
她指，有部分香港人對政治比較敏
感，身邊一些朋友都好緊張，但其實
沒有去「搞事」，就「咩事都無」。
她表示：「可能有些人會覺得突然有
條法例好似好大件事、好嚴重，但對
於我們這些正常企業都沒有影響，出
口的客人亦沒有查詢過，他們對於香
港的政治都不太敏感。」

產品內地製造 港關稅影響微
至於美國表示要就國安法制裁香
港，孔玉婷指公司有 20%的貨品是出

口美國，但產品都是在內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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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沒有影響，「其實在香港製
造的產品很少，轉口港地位亦
逐漸被內地所取代。」
不過，她補充，如果貨品是
經飛機運，關稅方面或會有點
影響，因疫情期間客人多了在
網上購物，「我們有客人是在
Amazon 開店，一些健身產品
銷量很好，甚至等不及船運，
要求用飛機運貨，用飛機運的
關稅可能會有影響，但暫時都
是剛過的父親節、母親節等消費旺
是運往歐洲較多。」由於受惠電商生 季，銷情都不太理想，幸好公司有加
意增加，公司今年整體出口業務都按 入一些口罩及消毒用品，挽回一些銷
年上升 10%，但美國市場因疫情沒有 情，但金額始終與按摩椅等產品差很
放緩的跡象，很多訂單延遲了付貨。
遠。展望下半年，她預計實施國安法
談到本港的零售業，她說可以用 後零售會「好啲」，市民會放心行
「慘淡」來形容，暫未見好轉，即使 街，不會像去年社會運動時般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