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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零售總銷貨值年升 20.1%
2021年5月5日（星期三）

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最新的零
售業銷貨額數字，3 月的零售業
總 銷 貨 價 值 臨 時 估 計 為 276 億
元，按年上升 20.1%。特區政府
發言人表示，社交距離措施放寬

業界指去年疫情肆虐基數較小 市道實未見復甦

後本地消費情緒有所改善，但訪
港旅遊業持續低迷，短期前景仍
然困難。零售業界指出，數字升
幅屬預期之內，因去年 3 月屬疫
情最嚴峻時期，基數較小，認為
本地零售業仍然未見復甦的趨
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今計年 3為月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
276 億 元 ， 較 去 年 同 期 上 升

20.1%，扣除其間價格變動後，今年 3 月零
售業總銷貨數量的臨時估計較去年同期上
升19.8%。

首季網售價值急增 62.6%
網上銷售佔 7.7%，銷售價值臨時估計為
21 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43.3%。本年首
季的零售業網上銷售價值的臨時估計按年
上升62.6%。
按零售商主要類別的銷貨價值的臨時估

計由高至低分析，其他未分類消費品的銷
貨價值上升 35.2%，其次為電器及其他未
分類耐用消費品銷貨價值上升 44.8%；珠
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銷貨價值上升
81%；服裝銷貨價值上升 77.4%；百貨公
司貨品銷貨價值上升 2.2%；藥物及化妝品
銷貨價值上升 18%；汽車及汽車零件銷貨
價值上升23.1%。
另一方面，超級市場貨品的銷貨價值下
跌 16.1%，其次為食品、酒類飲品及煙草
銷貨價值下跌 1.8%。今年第一季與去年第
四季比較，經季節性調整的零售業總銷貨
價值及數量的臨時估計均下跌2.2%。
政府發言人表示，今年 3 月零售銷售錄
得顯著按年升幅，主要由於去年的比較基
數十分低。今年第一季合計，零售業銷貨
量按年上升7.2%，但仍遠較2019年第一季
的銷貨量低32.5%。
展望未來，發言人指出，雖然社交距離
措施自今年 2 月中逐漸放寬後，本地消費

情緒有所改善，但由於訪港旅遊業持續低
迷，零售業的短期前景仍然困難。為了零
售業能更有力地復甦以及經濟能更全面地
恢復，社會必須齊心協力令疫情受控，並
積極參與新冠疫苗接種計劃。
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邱安儀表示，數字
升幅屬預期之內，因為去年 3 月屬疫情最
嚴峻時期，基數較小，把今年 3 月的數據
與 2019 年比較，預計仍以珠寶、百貨和服
裝類別的跌幅最嚴峻，其次是眼鏡、電器
等類別。
她指出，零售市況現時仍然疲弱，雖然
4月有長假期，市民留港令人流增加，但不
少市民進行戶外活動，亦等待使用消費
券，消費態度仍然審慎，預計 5 月零售表
現會與 3 月及 4 月時相若，升幅維持在約兩
成，而6月至7月時零售升幅將逐漸收窄。

料
「旅泡」
帶動零售作用有限
對香港與新加坡的旅遊氣泡最快於本月

Neway Music 被清盤 7 月底聆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連鎖卡
拉 OK 集 團 Neway 旗 下 公 司 Neway
Music Limited 前日遭香港卡拉歌曲版
權聯盟有限公司呈請清盤，司法機構
網頁顯示，清盤聆訊已排期在 7 月 28
日早上進行。
代表環球、華納、新力三大唱片公司
的香港卡拉歌曲版權聯盟有限公司
（HKKLA）
，前日以債權人身份，入稟要求
法庭頒令Neway Music Limited清盤。
Neway 旗下品牌 Neway 及 CEO 在本
港合共有 14 間分店，最少 500 名 Neway員工上月需要停薪留職，該公司發

言人當時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公司在
停業期間每月的支出仍有近 2,000 萬
元，十分難捱。
卡拉 OK 在去年的第二波疫情期間
曾出現感染群組，每當出現疫情反
彈，卡拉 OK 都會成為被政府勒令停
業的表列處所之一，包括於去年 4 月 1
日停業至 5 月，去年 7 月中再停業至 9
月，最近一次更由去年 12 月初一直停
業至上月 29 日才可復業。是次復業要
求中，除了卡拉 OK 的顧客須使用
「安
心出行」
流動應用程式外，職員及顧客
均必須接種最少一劑新冠疫苗。

●政府統計處
昨日公布，今
年 3 月本港零
售業總銷貨價
值的臨時估計
為 276 億 港
元，按年上升
20.1%。圖為
今年 3 月，銅
鑼灣街頭人頭
湧湧。
中新社
26 日展開。謝邱安儀認為，旅遊氣泡對零
售業帶動作用有限，因為涉及的旅客不
多，而新加坡疫情反覆，計劃存有未知之
數。

至於擴大回港易計劃，由於港人入境內
地仍需檢疫 14 天，對業界幫助不大，相信
零售業能否完全復甦仍要視乎整體經濟和
失業率數字，及何時恢復全面通關。

海員工會前輩捐 20 萬 助失業工友解困

●香港卡拉歌曲版權聯盟有限公司日
前向高等法院提出呈請，要求頒令把
Neway Music Limited 清 盤 。 圖 為
Neway CEO 卡拉 OK 受疫情影響停
業。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 疫情持續逾年，導致本港失業
率飆升，很多行業工友苦不堪言。香港海員工
會前輩吳偉榮（圖左二）昨日在另一位工會前輩
羅彥文陪同下親臨工聯會，向
「工聯會工人互助
自救基金」捐出 20 萬元，幫助失業工友，工聯
會理事長黃國和秘書長馬光如代為接收支票。
今年 88 歲的吳偉榮行船多年，1956 年已經加
入工會，是香港海員工會的資深會員，與海港
運輸業總工會前主席梁權東
（東叔）份屬好友，
他見到東叔向失業工友捐出 30 萬元，希望自己
也能為工友盡一分力。
吳偉榮已退休逾二十年，家境不算富裕。不
過，他看到這次疫情影響時間太長，因此他拿
出這筆積蓄以解失業工友燃眉之急。

上世紀 90 年代，吳偉榮曾擔任 6 年臨時本地
船隻諮詢委員會委員，以及港口發展局委員，
工作得到肯定，獲得政府頒發榮譽獎章。
他希望工會的工作能更貼近基層，並期望政
府各部門不要互相推諉責任，真正為市民做實
事，協助失業工友渡過難關。

特 刊

升旗弘五四精神 愛國築人生夢想
自2006年起，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每年皆會在5月4日青年節
舉行金紫荊廣場五四升旗禮活動，現在已經成為香港紀念五四青年節的重
要活動之一。金紫荊廣場五四升旗禮與平日由警員和警察銀樂隊負責的升
旗禮不同，五四升旗禮儀式，由香港各青少年制服團體負責，包括護旗
隊、升旗隊以及銀樂隊，正代表五四青年節獨有的特色。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香港各界青少年活
動委員會早前經慎重考慮決定連續第二年取消
「金紫荊廣場五四升旗禮活動」。為傳承五四文
化，體驗愛國熱情及對國家民族的責任，香港各
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的成員於5月4日亦自發到灣
仔金紫荊廣場觀看「金紫荊廣場升旗儀式」，分
別就五四愛國精神發表意見。
各成員表示，五四精神不是一種口號，而
是需要用行動去實踐的。過去兩年，香港社會

經歷前所未有的困難和危機，外國勢力乘機挑
戰國家主權，幸好，在香港國家安全法和選舉
制度完善的措施訂立下，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
了保障。
作為香港以及中國青年一代，大家應繼續以
愛國的熱情，傳承五四文化，延續五四精神，薪
火相傳，愛國愛港，維護國家民族尊嚴。與此同
時，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和更為艱苦的努力，
為香港的新篇章、青年的未來永久奮鬥！

透過不同渠道 充分認識國家

明是非展擔當 求真理共向前

一代有一代責任 一代有一代擔當

全國政協委員、委員會創會永遠名譽主
席陳仲尼表示：五四精神的核心意義是愛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聯會主席、
委員會執行副主席樓家強 表示：「愛

香港華菁會主席、委員會執行副主席陳爽

國、進步、民主及科學。在今天的香港，培
養青年人的愛國情懷是一項重要工作。希望
通過各種不同的渠道，例如教育、傳媒、文化、藝術、體
育及交流等，青年人可以多角度認識國家的方方面面，特
別是國家近年的發展和機遇。我寄語香港的青年人立足香
港，放眼內地。除了可在香港發展自己的事業，亦可嘗試
在國家尋找追夢的機遇，瞄準國家龐大的市場和商機，構
築人生的夢想。

國、進步、民主、科學」是五四精神的核心
內容。愛國，是維護國家民族尊嚴的力量。
進步，是自我提昇，持續學習，與社會一起邁步向前。民
主，是以廣闊的目光和視野觀看世界，以公平、公正的態
度求同存異，保護社會安定和諧。科學，是以創新的思
維，積極追求知識，探索真理。五四精神體現出青年對國
家的情懷，對生活的態度以及對生命的熱情。五四運動至
今雖歷百載，而五四精神永遠不會過時。多年來，社會各
界在五四青年節舉辦不同類型的紀念活動，營造良好的氛
圍，加深青年朋友對五四精神的認識。雖然因為疫情關
係，很多活動都要延期或取消，但我們仍然為推動青年追
尋夢想，弘揚五四精神作出努力，培育青年成為具愛國
心、明是非、有承擔、有理想的優秀人才，將五四的偉大
精神延續下去，做到薪火相傳。

朝向正路前進 做時代奮進者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青聯副主席、委員
會永遠名譽主席霍啟剛表示：愛國主義是
五四運動的核心要義。過去兩年，香港經歷
了動盪和困難的時刻，在中央的主導下訂立
了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使「愛國者治港」原則得
以貫徹，讓青年可以朝着正確的方向前進。「國土不可斷
送、人民不可低頭」，在中美貿易戰、西方國家打壓祖國
的情況下，香港青年更加要建立起愛國心，樹立起奮鬥精
神，為完成「十四五」規劃和達成2035年遠景目標貢獻自
己的力量，成為時代的奮進者、開拓者、貢獻者。

今時不同昔日 主權不容挑戰
全國青聯常委、委員會執行主席蔡德昇
表示：五四愛國運動始於外國列強以不公平
手段欺負當時國力偏弱的中國，在處理「山
東問題」上偏幫日本，因而惹起青年人和民
眾的氣憤。時至今日，外國列強再次嘗試圍堵中國。但今
時不同往日，祖國強大起來了！對外國勢力回歸以來一直
利用香港挑戰國家主權的劣行，在香港國家安全法和選舉
制度改善的措施實施下，「我們不吃這一套了」！更多香
港青年人會像五四愛國運動當時一樣，站起來，維護國家
主權和利益！

凝聚民族力量 閃耀五四精神
香港菁英會主席、委員會執行副主席
曾鳳珠表示：五四精神是激勵青年不斷前
進的號角，是凝聚起廣泛民族力量的共同價
值。面對着疫情侵襲與全球局勢的挑戰，我
們看到青年人的勇敢無畏與逆境自強，他們在困難中不斷
改革創新、迎難而上，繼續本着愛國、進步、民主與科學
的五四精神，踴躍投身疫情防控與社會經濟發展當中。願
香港青年不負青春勇戰，積極投身國家「十四五」規劃與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當中，成為社會未來棟樑，一起傳遞五
四精神的薪火，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奮鬥！
廣大青年要牢記初心使命，切實按照總書記要求，嚴
以修身，勇挑重擔，勤於奮鬥，勇當「時代新人」，不負
韶華，不負青春，讓五四精神在新一代青年身上更加閃
耀。

表示：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擔當。擁抱新時代、奮進新時代，讓青春在
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奉獻中煥發出更加絢
麗的光彩！
愛國主義是五四運動的核心意義，全面落實「愛國者
治港」原則，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新時代的
中國青年必將大有可為，也必將大有作為。

青年興則國興 青年強則國強
全國青聯常委、委員會執行副主席莊家彬
表示：青年，是五四精神的繼承者，青年興
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過去一年，面
對複雜多變的環境挑戰，我們看到無數青年
不畏艱險，踴躍投身疫情防控和社會建設當中，用實際行
動，展現了為人民服務的愛國主義精神、敢於擔當敢於嘗
試的改革創新精神。青春由磨礪而出彩，人生因奮鬥而昇
華，我們香港的青年朋友也與祖國的青年朋友一齊，攜手
奮鬥，為傳承五四精神、為積極投身國家「十四五」規劃
的建設、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擔當奮進者、開
拓者和奉獻者。

背靠國家支持 實現個人理想
全國青聯常委、委員會執行副主席梁毓偉
表示：五四運動已經過去102年，但五四精
神從未消失過，鼓勵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自
強不息、不斷奮鬥。雖然今年因為疫情關
係，很多五四相關的紀念活動都無法照常舉辦，但希望香
港青年人可以通過不同方式更深入地了解五四精神，而非
停留在一個抽象的詞語和當時的背景故事，要了解100多
年來一代代青年人是如何發揮五四精神，在建設國家的道
路上燃燒自己的青春和活力，才有今日安定的生活和國家
發展的騰飛。

青年人會有不同的人生目標、選擇不同的職業，但只
有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融入到國家的發展，與時代發展同
步、與國家發展同步，背靠國家強有力的支持，才能更好
地實現個人的理想。

為抗疫做貢獻 展現愛國情懷
重慶市青聯委員、委員會秘書長姚俊佳
表示：五四運動至今已經超過100年，其核
心精神：愛國、進步、民主、科學，卻始終
長存在年青人心中。這些精神均是國家不斷
發展的重要因素。雖然這兩年因為疫情關係，多項紀念活
動都要除消或延期，但五四精神卻於疫情中以另一方式呈
現，很多青年為抗疫出一分力，展現愛國精神。香港青年
也努力為了香港的前途和未來，為了國家的繁榮和富強，
英勇奮鬥，積極進取，勤奮工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提倡民主科學 弘揚愛國之情
委員會財務長蔡一鳳表示：1919年由學
生自發的五四運動，既有濃烈的愛國民族情
懷，外爭國權，反對日本及列強的侵略；同
時，亦提倡西方新潮的民主與科學，初心淳
樸，熱情無私。百年前的五四愛國運動在香港，英國殖民
政府，想方設法拘捕五四發動者，英國人深諳，容許在香
港反日，骨牌效應，香港的中國人，必然反英、再反列
強。五四火紅又百年。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休止的對
話。五四精神的深刻內涵，歸結為愛國主義精神、改革創
新精神和科學民主精神。中國傳統文化價值體系的轉變需
要融合五四精神的內涵，同時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
供精神動力，而積極探索並構建具有新時代特色價值的傳
統文化體系也是青年人責無旁貸的歷史重任。

民族百折不撓 青年自強不息
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委員、香港青年聯會
秘書長蔡曜陽表示：今年是五四運動102
周年，五四運動是由青年發起的，其核心是
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百折不撓、自強
不息精神的生動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