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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英美領館請願
譴責兩國干預港司法

有市民譴責英國干預本港司法獨立。 記者 崔俊良攝
【香港商報訊】記者葉珮如報道：多批市民及團體
昨日分別前往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和英國駐港總領事
館抗議及請願，譴責美國和英國干預香港司法事務。
香港華僑華人總商會代表昨早高舉寫有 「反對美國
干預香港司法事務」的橫幅，強烈抗議美國指手畫
腳，指香港是中國的香港，美國應停止干涉他國內
政。香港市民陳小姐一行 4 人亦手持橫幅到來，譴責
美國干預香港司法獨立。
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代表昨日高舉寫有 「強烈譴責
英國政府 干預香港司法獨立」橫額，到英國駐港澳總
領事館請願。請願人士強調，香港回歸中國已 20 多
年，但英國從未停止干預香港事務，最近還妄圖讓持英
國 BNO 旅遊證件香港人可以申請居留英國，做法嚴重
違反 「中英聯合聲明」。近日，英國對本港 「
818 案
件」判決進行粗暴干預，明目張膽破壞香港司法制度。
另一批市民亦到英國駐港澳總領事館請願，代表讀出
請願信指，香港乃法治之都，維護法治本是根本之根
本，違法必懲本是人之常理，但英外相藍韜文卻厚顏無
恥橫加干預，是英國之恥。香港不是西方亂港分子和棋
子的大本營，不是西方分子可以為所欲為之地。

【香港商報訊】記者葉珮如報
道：由華潤旗下的 Pacific Coffee
和港專學院合辦的 「 『沖』 出夢
想─Pacific Coffee x 港專@大
灣區創業培訓計劃」 於昨日舉行
啟程大會，24 位學員由昨日起至
6 月 6 日前往深圳進行實習訓
練，是疫情爆發後首次有一團本
地青年到內地實習的例子。港專
學院校長陳卓禧期望能藉此建立
一個具參考性的榜樣，以供其他
有意到內地發展的團隊或年輕人
仿效。

疫下首個港青內地實習團
在昨日啟程大會上，華潤集團粵港澳大灣區辦公
室主任兼秘書長李浩然、Pacific Coffee 首席執行官
─香港及海外的 Jonathan Somerville、共同家園青年
公益基金副行政總裁龔明明、港專學院校長陳卓禧
及署理副校長李慧慈為即將出發的 24 位學員 「打打
氣」，與他們一同見證歷時半年的計劃進入另一個
里程碑。已接受不同培訓的學員將在內地各劃分為 3
人一組到指定店舖實習，最後勝出的兩組將會各獲

是次活動是疫情下首次有港青通關到內地實習。 記者 崔俊良攝
100 萬元創業啟動金。
李浩然激勵學員要把握機會，突破自己，他形容
「『沖』出夢想」自推出以來為社會帶來很好的示
範作用，計劃不但能加深年輕人認識內地市場，更
能裝備他們創業，學習內地職場文化以至國家的發
展機遇，並協助他們建立人際網絡。

加深認識內地就業市場
李慧慈感謝各方的支持，令計劃排除萬難，在滿
布挑戰的情況下順利進行。她指每位學員都是 「優
勝者」，因為大家都是過五關斬六將，在 800 人當中
脫穎而出。計劃到目前已有半年時間，之後在深圳

實習將會是大家創業的預演，當中或會遇到不少衝
擊和挑戰，這正可以考驗大家如何成為一個獨當一
面的創業者。
今次是有機構首次在疫情下安排青年人到內地實
習，陳卓禧期望能藉此建立一個具參考性的榜樣，
以供其他有意到內地發展的團隊或年輕人仿效。他
指出，若果能充分善用隔離期，策劃有意義的活
動，即使受疫情影響，兩地的交流也不會中斷，港
專安排學員統一通關、統一隔離，並以點對點方式
接載學員到深圳。在隔離期間，亦安排了不同的網
上課堂，如門店運作、飲品製作等，讓學員能充分
利用隔離的時間，盡早適應內地生活。

民建聯晤徐英偉促加強灣區文創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劉國勳、監委李瑞成及中委梁熙
昨日與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會面，提交
《推動大灣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建議書。劉
國勳認為大灣區文化創意產業充滿發展機遇，
促請政府、業界和社會各界都要好好把握。不
過目前香港的文創產業並沒有一個專門部門負
責，而是被切割成幾個部門包括民政事務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以及創新及科技局，故建
議政府成立文化局以統籌整個工作。

提建知識產權統一平台

民建聯已完成《推動大灣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建議書，並與民政
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右二)會面，討論相關建議。

民建聯指出，建議書列出大灣區文化創意
產業發展的 5 項問題，包括缺乏高層次統籌、
知識產權發展仍處於初始階段、嶺南文化未
受到足夠重視、周邊產品不足和現行政策限
制發展。對此，民建聯從 3 方面提出 16 項建
議，加強開發嶺南文化內涵、暢通產業渠道

和政府加強支援。
在加強開發嶺南文化內涵方面，民建聯提
出打造文化旅遊度假區，加強推動文化加旅
遊的戰略，以稅務、政策及土地等優惠，引
導及協助企業發展富有文化底蘊的旅遊景區
和度假區；同時，建立大灣區文化知識產權
統一平台，發揮分享、統籌、配對和推廣的
四大功能，從而擴大三地的文化 IP 生態圈，
推動文化 IP 共建共享。

倡開放文企資格予港人
在暢通產業渠道方面，民建聯建議開放文
化企業資格予香港人、舉辦聯合文創展覽交
流活動和下放審批權限，把香港電影或香港
與內地合拍片審批權交由廣東省文化和旅遊
廳，並只限於在廣東省內播映等。至於政府
加強支援方面，則建議加強政府採購、提供
更多地資源和建立高校文創合作平台等。

斥「蘋果」假新聞不斷
市民盼當局依法取締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壹傳媒旗下《蘋
果日報》因長期刊登誤導及煽動的新聞，激起全城憤
慨。昨日有團體遊行到政府總部門口遞交請願信，譴
責《蘋果日報》通過報道假新聞分化社會，強烈要求
政府依法取締其發表權及出版權。
民間團體 「反黑金反港獨關注組」一批成員昨午高
舉 「蘋果假新聞人所共知」等標語，並高喊口號，從
金鐘地鐵站出發前往政府總部並遞交請願信。團體發
言人黃引祥表示，《蘋果日報》恆常地製造矛盾、歧
視、仇恨等，甚至弄虛作假，煽惑仇中情緒，衝擊香
港法治及新聞界忠實持平報道的底線，希望特區政府
徹查有關情況，取締那些以假文宣毒害國家及香港的
傳媒機構，令香港的傳媒生態能夠回復健康、正面。

批對「黑暴」推波助瀾
他續指出，《蘋果日報》做假新聞已不是 「一朝一
夕」，甚至全年會有幾百單假新聞個案，在 「黑暴」
中起推波助瀾作用，是香港新聞界恥辱，亦違反新聞
的核心價值。此外，黎智英早已因觸犯香港國安法被
警方羈押，但《蘋果日報》卻絲毫不受影響，仍然繼
續煽動市民仇恨國家及政府，因此強烈要求政府依法
取締《蘋果日報》的發表權及出版權，並針對其所有
運營主腦進行查處、起訴。
另外， 「蘋果惡行關注組」多名成員同日攜同 「公
然造假有金執 壹仔股民錢盡失」等標語到證監會請
願，指壹傳媒股價近期大幅異動，猶如過山車高低波
幅，令人懷疑壹傳媒股價受到操控。請願人士促請證
監會盡快調查事件，以免破壞香港金融中心形象。

領展支援酒樓送 1400 萬元現金券
【香港商報訊】隨疫情趨向穩定，領展全力支持
商戶重振業務。針對受疫情重創的中式酒樓，領展宣
布推出 「喜筷」餐飲推廣活動，向消費者送出總值逾
1400 萬元餐飲現金券，鼓勵大家光顧領展旗下 59 個商
場的 66 家中式酒樓。

反黑金反港獨關注組到政總抗議蘋果以假新聞分化
社會。
記者 蔡啟文攝

警飛鵝山蒐證
查女西廚死因

餐飲現金券 21 個商場可通用
現金券將分階段送出。首階段推廣由本月 22 日開
始，顧客只須於指定商場內消費滿指定金額，即可免
費領取價值 100 元或 500 元餐飲現金券，於 21 家中式
酒樓使用，包括堂食及外賣；前者消費滿 100 元可換
領，後者於周六及周日消費滿 500 元可領取。這些中
式酒樓分布於各區 21 個領展商場，包括樂富廣場、黃
大仙中心及 T Town 等。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年輕女西廚石樂
蕎離家失蹤 3 日杳無音信，至前日救援人員在飛鵝山
鵝肚棧道一處險要峭壁尋回其遺體。其家人昨日到西
環殮房認屍，神情哀傷，女事主胞姊在社交媒體發帖
文感激各人幫忙。此外，警方昨午到事發現場蒐證，
調查女事主失蹤 3 日的來龍去脈。

貼「喜筷」圖像有機獲 4 人套餐
領展於是次推廣更免費送出 500 份 4 人晚市套餐，可
於 20 間中式酒樓享用。顧客只須登記成為領展會員，
並於今日下午 6 時至 23 日下午 3 時登入以下網頁 https:
//bit.ly/3a8aYyv 作簡易登記，以及分享心目中的 「喜
筷」圖像，當中 500 幅最貼題圖片的登記顧客，即有
機會獲得 4 人套餐餐券，於 4 月 29 日晚上到所選食肆
免費享用 4 人同行滋味套餐。有關上述活動詳情可瀏
覽 Linkhk.com。
領展將不斷留意疫情及市況發展，適時推出不同的
推廣活動支持商戶。
自 2020 年初疫情爆發以來，領展一直推出不同活
動，與商戶共同應對疫情帶來的挑戰，其中包括與
foodpanda 合作推出外賣自取優惠、消費換領美食及購
物現金代用券、消毒搓手液和健康飲品，以及免費向
長者派發生果等，透過多項措施撐消費並支援社區，
希望帶動全線商戶整體營業銷售，促進社區經濟的長
遠健康可持續發展。

胞姊發文感激網友幫助

「喜筷」 活動共送 500 份 4 人同行套餐，於網上預先簡易報名即有機會獲取。

首階段 21 個「喜筷」餐飲活動商場
港島區：興東商場、愛東商場、小西灣廣場、耀東商場
九龍區：彩雲商場、海富商場、啟田商場、樂富廣場、秀茂坪商場、順安商場、德田廣場、黃大
仙中心、慈雲山中心
新界區：長發廣場、彩明商場、彩園廣場、富亨商場、富東廣場、良景廣場、T Town、禾輋廣場

昨晨 10 時許，石樂蕎的 4 名親友到西環殮房辦理認
屍手續，各人沉默，神情哀傷，逗留約 1 小時離開。
石樂蕎胞姊同日在社交媒體發帖文，稱多謝各位關
心，他們一家非常感謝在這件事上出過力的每一個
人，雖然結果令他們傷心欲絕，但至少找得到妹妹，
胞姊又稱： 「
生命無常，請珍惜身邊的人。」
至中午 12 時，黃大仙警區刑事調查隊第 1 隊聯同行
山隊人員返回飛鵝山現場蒐證，沿途搜尋鵝肚棧道附
近是否仍有死者遺物，直升機在上空盤旋協助。警員
表示前日尋到石女背囊，內有銀包和手機，財物均無
失去。今次調查試圖重組石女失蹤 3 日行蹤，以證實
是意外或其他原因。
任職西廚的石樂蕎(24 歲)上周四離開其石硤尾南山
寓所後失蹤，家人懷疑她到飛鵝山行山並遇到意
外，先後報警及在網上貼尋人啟事。救援隊伍聯同政
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在前日下午 4 時許，在鵝肚棧道
一處險要峭壁發現石樂蕎，在現場證實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