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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聚母親節 酒樓不樂觀
料生意只及去年一半 僅一成酒樓可6人一枱

明日就是母親節，不少人選擇外出用膳

慶祝，與家人樂聚天倫。今年在限聚令約

束下，個別C類酒樓食肆由於每枱人數上限

較寬鬆，母親節正日的訂枱率幾近爆滿。

但「旺場」情況只限個別食肆，酒樓業界

普遍仍對母親節市道不感樂觀，料生意額只及去年的一半。有業界人

士向香港文匯報解釋，目前僅一成約百多間酒樓可使用「疫苗氣泡」

下的C模式經營，即可6人一枱，令酒樓圓桌讓一家人團圓用餐的優

勢頓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疫情下酒樓晚市冷清。 資料圖片

「疫苗 氣 泡 」 下 ， 政 府 推 行
「ABCD」4類餐飲處所，龍圖

閣海鮮飯店負責人陳強日前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其酒樓全體員工已
接種疫苗，預計明天母親節，酒樓會調
整至一半區域作「C區」，每枱人數上
限由4人增至6人；一半區域則維持「B
區」，即4人一枱形式營運。日後，該
酒家更會嘗試開拓「D區」的營運模
式。
他說，雖然近日有變種病毒流入社
區，生意額較以往少，惟母親節訂枱率
暫時仍有八成滿，估計今年生意額會較
去年同期增約兩至三成。
不過，並非所有酒樓也如此旺場，位
於荃灣的彩龍皇宮酒家已開設「C
區」，但酒樓負責人兼香港餐務管理協
會主席梁振華直言，即使今年母親節套
餐無加價，人均消費200多元起，但訂
座率仍然不理想，估計市民對放寬有所
顧慮，相比於去年母親節可放寬每枱限
坐8人，今年生意料跌一半。「目前訂
枱只有10幾張，主要是4人枱，6人枱
較少。」

設包廂侍應接待多人家庭
旺角倫敦大酒樓暫時維持 B模式經
營，副總經理蘇萬誠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目前只有小量訂枱，料今年
只及去年的一半生意額。蘇萬誠指出，
今年將變陣不推母親節餐單，僅以日常
酒席應市，較為豐儉由人。酒樓會另設
包廂，安排侍應專門接待多人家庭，而
食客則維持4人一枱，但可要求自助餐
形式上菜。
皇苑酒樓亦變陣，總經理黃潤源表

示，酒樓以往逢大時大節通常都會收回
「1蚊雞」等減價優惠，但今年市道不
佳，母親節破例推出10元乳鴿，惟即使
如此，訂位數目仍不及往年：「去年母
親節晚上6至8時收枱，做超過兩輪生

意，但今年有限聚令，加上市民消費意
慾低，相信母親節當晚很多人選擇外
賣，預期有一輪生意已不錯。」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會長楊位醒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業界對今年母親
節的市道不感樂觀。他解釋，目前僅得
一成、約百多間酒樓可使用C模式經
營，其餘仍是做4人枱生意為主，部分
顧客流向其他即使「分枱坐」亦不會有
太大影響的東南亞菜系餐廳。

限聚令下市民傾向非中餐
楊位醒說，去年限聚令較為寬鬆，氣氛
較好，相信在目前情況下，酒樓的生意將
遠差於去年，估計今年要達至去年一半生
意額也有難度。
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亦指，酒樓優勢本是圓桌，能讓
一家人齊整「團圓」用餐，西式、日式
餐廳以往母親節會較冷清，但疫下不少
餐廳只能4人一桌，市民或寧願光顧非
中式餐廳，以其集團為例，旗下的燒肉
及火鍋餐廳母親節訂座已爆滿。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提醒，雖

然香港疫情發展相對穩定，近日本地及
輸入個案數目減少，但社區出現變種病
毒個案，發生至今未過14日傳播期，仍
然需要留意未來一段時間會否有本地源
頭不明個案帶變種病毒，強調警號依然
存在。

隨政府放寬社交距離措
施，旅行社可在「疫苗氣泡」
基礎下復辦最多30人的本地旅
行團，旅遊業議會早前預計今
天及明天母親節是本地遊出團

高峰。不過，有旅行社指今輪本地遊反
應不及去年秋季踴躍，而旅行社要物色
已接種疫苗的旅遊巴司機亦有一定難
度。
旅議會早前表示，母親節期間，有

89間旅行社共約641個本地遊行程登
記，相信高峰期是今明兩天。不過，香
港文匯報記者搜索母親節本地遊行程資
料，發現只有幾間旅行社以母親節作招

徠，並提供相應優惠，比如永東旅行社
就推出東涌一日遊，每位團費138元
起，今、明兩天都已爆滿。
縱橫遊雖有10個不同行程，但並無

提供母親節優惠。縱橫遊常務董事袁振
寧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解釋，本地遊
雖然重開，但反應不及去年秋季踴躍，
報團人數減近一半，以母親節為例，只
有兩團成團，包括印洲塘、 荔枝窩一
日遊，以及屏山文物徑、米芝蓮點心一
日遊，每位團費分別499元和168元。
他透露，已打針的旅遊巴司機、船夫

並不易找，早前的「五一」黃金周團均
因為找不到司機而被迫取消。

司機連半日車租漲價逾倍
有業內人士解釋，數千名旅遊巴司機失

業一年多已相繼轉行，加上接種率僅一二
成，料僅數百人合資格開工，司機連半日
車租由2,000元漲價至近5,000元，旅行社
隨時「做埋唔夠蝕」。
除了本地遊，有本地酒店推出母親節優惠，

如香港文華東方酒店就推優惠，預訂一間客
房，入住期間可獲贈價值1,000元的餐飲或
水療消費額；四季酒店的優惠則是住客可獲
早餐和晚餐，房內提供喜馬拉雅鹽浴配合薰
衣草精油浸浴，預訂可參加FRED香水工作
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僅數百司機能開工 旅社：隨時做埋唔夠蝕

「花譜」花店
負責人

今年花朵銷情很好，尤其是康乃
馨，做到身水身汗，咩都值。今年來
貨價等沒有大變，但見疫情有緩和跡
象，所以調低售價希望大家開心度過
母親節。

劉小姐

一直以來都有在母親節購買花束
給母親的習慣，去年買一束大概
240 元，今年要 260 元，貴 20
元。我已經預約鑽石山的素食店

一家人吃飯，由於人數眾多，大家
又未完全接種疫苗，當天會分枱
食。

今年首次在港與母親共度母親節，
特意選購數種花自製花束送給她，
花價都很合理，且質量不錯。正日當
天打算一家四口外出吃晚飯慶祝。

許小姐

市民紛購花束送媽媽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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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送花是子女的
「指定動作」，昨日中
午已經有大批市民到旺
角花墟選購花卉，人山
人海。花農不斷添貨，
烈日下大汗淋漓。鮮花

盆栽批發商會主席賴榮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雖然
昨日花墟人頭湧湧，但旺丁唔
旺財，銷情仍然一般，相信今
年母親節業界生意與去年相
若。
昨日中午，旺角花墟一路水

洩不通，花店迫滿揀花的市
民，當中不乏中年男士及帶同
兒女選花的男士。花店員工手
忙腳亂地為客人紮花、選花，
最終滿載而歸。
賴榮春坦言，昨日雖然有大

量市民到場選花，但仍然旺丁
唔旺財。雖然疫情緩和，但近
日香港出現變種病毒，因此相
信今年母親節鮮花市道與去年
相若。

花店減價促銷
他說，今年花卉來貨價與去

年相若，但有花店把已束好的
成品價格降低約兩成，售價由
去年300元降至今年的200多
元。業內有一些新創業的行家
與其他老店合作，以較市價低
的價格賣花，「雖然增加市場
競爭對手，但都歡迎他們加
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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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藉母親節帶同兒子買花送媽媽爸爸藉母親節帶同兒子買花送媽媽。。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市民在旺角花墟選購花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近年針對司法機構和人員的投訴日益增
加，公眾要求司法機構厲行改革的呼籲越來
越強烈，司法機構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
建議引入兩層架構，處理涉及性質嚴重、複
雜或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法官及司法人員行
為的投訴個案。有關安排有助打破司法機構
一直為人所質疑的「自己查自己」、不受外
界監督的過時格局，提升司法機構的問責性
及透明度，為司法改革邁出積極的一步。期
望司法機構繼續作出與時俱進的變革，彰顯
法治公義，增強公眾對司法機構的信任和信
心。

近年法官不時被質疑判決不能彰顯公義、
判詞情緒化，司法機構接獲市民針對部分法
官的投訴，這些投訴最終多被裁決不成立，
無論理據和處理結果都不為市民所信服。目
前，本港法官投訴程序由各級法院領導一人
處理，例如總裁判官處理其他裁判官的投
訴、首席區域法院法官處理區域法院法官的
投訴、高等法院首席法官處理上訴庭及原訟
庭法官的投訴等，而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則處理其他終審法院法官及上述法院領導的
投訴。

本港司法機構現行封閉式的投訴監督機
制，不僅被外界形容為「官官相衛」「獨立
王國」，不少觸犯違法暴力案件的判決常被
人質疑為「輕判」「放生」，同案不同判的
現象經常出現，難免令升斗市民懷疑有部分
法官是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區別對待。

司法機構同任何機構一樣，不能失去外界
的信心，要強化信心的一個做法就是受到公
眾的監察，因為監察是實現良治的重要推動
力。長期不接受監察，沒有有效的投訴處理

機制，弊端自然叢生。在公眾觀感中，最應
持守公平公正、伸張公義的司法機構，正因
為長期沒有社會監察而效能不彰，影響了司
法機構的聲譽和公眾的信心。特區終審法院
前常任法官烈顯倫曾撰文疾呼，本港法庭是
時候需要改革。

如今司法機構建議，將採取兩層級機制，
處理 「性質嚴重、複雜或引起社會廣泛關
注的投訴」，先由高等法院多於一名法官組
成的委員會調查，然後交給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領導的顧問委員會覆核投訴及就法庭程序
提出建議，並首次有公眾人士加入顧問委員
會。

至於其他毋須經專責法官小組調查的可跟
進投訴，會首先由相關的法院領導調查，並
待一名或以上的高等法院級別法官審視調查
結果後才完成處理，有關結果其後須向諮詢
委員會匯報。

這些新安排，既確保司法獨立，又引入社
會人士參與，加強對法官和司法人員的監督
問責，令處理司法機構的投訴處理更透明，
扭轉司法機構高高在上、不受監督的弊端，
符合公眾期望，是司法改革的好開端。

任何權力機構都要接受公眾監督，必須
保證在陽光下運作，司法機構也不例外，
司法改革更是世界潮流所趨。英美早已展
開司法改革運動，設立專門委員會，廣泛
吸納社會各界人士參與，確保司法機構不
偏不倚、依法公正判案和處事。本港司法
機構改進投訴機制，只是司法改革的開
始，未來應進一步推動改革，增強司法機
構的問責性，維護本港良好法治的寶貴資
產。

完善機制應肯定 司法改革須持續
本港累計出現11宗變種病毒個案，檢疫中

心隨時爆滿，特區政府昨日迅速調整檢疫安
排，針對同大廈住戶、密切接觸者、完成疫
苗接種者等不同人士採取不同的檢疫政策。
今次安排反映政府從善如流，以科學態度防
疫，同時重視市民感受。但變種病毒潛伏期
長，單靠住戶自我監察而非居家隔離，仍可
能出現漏網之魚。政府應以防疫安全為第一
考慮，充分調動公務員、社區組織等各界力
量，做好配套支援，實現同大廈住戶的居家
隔離，務求防疫便民兩不誤。

變種病毒傳播力強、無病徵者多，政府對
社區出現的變種病毒個案高度重視，過往只
要出現一宗，同大廈住戶要全部撤離檢疫。
但這個做法對居民造成不便，也令檢疫設施
迅速爆滿，全港 4,700 個檢疫單位已經所剩
無幾。

新安排對不同風險人士採取不同措施，如
果只是有一宗確診個案的大廈，即使是變種
病毒，住戶在封區檢測後，都只需要21天自
我監察，並定期強檢4次。但如果是同住的
劏房戶，又或同一大廈多於一宗個案或不排
除有大廈內傳播，則大廈住戶仍然要21天檢
疫。新措施又對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超過14
天人士採取較寬鬆安排，容許縮短檢疫日數
7天。政府解釋是參考了近期數據及整體調
查，過去撤離的同大廈住戶都沒有發現確
診，因此在聽取各界意見後調整措施。

首先，調整隔離安排不代表放鬆防疫力
度。同大廈住戶不一刀切撤離檢疫，是基於
大廈內沒有傳播風險，住戶染疫的風險不
高，安排21天自我監察加上4次強制檢測，
應該可以較及時地排查風險。但對於居住環

境差、有傳播風險的住戶，政府仍然可以要
求隔離檢疫。

至於容許完成接種疫苗者縮短檢疫期，是
建基於認可疫苗免疫效果的科學態度，即使
完成接種，仍要核酸檢測呈陰性和證實有抗
體，在多重保障下，相關做法科學合理。

其次，政府要做好新安排的配套支援。對
於與患者居於同一大廈的住戶，未來只需要
自我監察，那麼政府要建立完善的身體情況
上報系統，要求住戶每日上報體溫和病徵，
同時要防止有人造假。

對於住戶中的長期病患者和行動不便人
士，應做到上門強制檢測。而發生確診個案
的住戶，政府要迅速組織專家小組，科學判
斷大廈的傳播風險，以防「走漏眼」。凡此
種種，政府要嚴格落實，確保新安排不會增
加病毒傳播的風險。

參考內地的成功經驗，政府可以推行染疫
大廈的住戶居家隔離檢疫，但這樣做的前提
是，政府必須做好食物、日用品的支援配
套。居家隔離對政府是一大考驗，但卻能更
好地防止病毒傳播，又減輕檢疫中心不足的
壓力，只要政府充分發動公務員，調動社區
組織、義工團體等力量共同合作，香港也應
該做得到。

本港好不容易把第四波疫情穩住，當前正
面對海外變種病毒的威脅，要防止第五波疫
情爆發，政府必須以寧緊勿鬆的態度做好防
疫工作，不能因為暫時沒有發現新的傳播鏈
就過早放鬆防疫措施。

政府和社會各界群策群力、同心抗疫，充
分借鏡內地的成功防疫經驗，相信本港可以
戰勝疫情，迎來經濟、民生的全面復常。

科學調整檢疫安排 做好支援實施居家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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