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地多年來推薦商場前線服務團隊參加由香港零

售管理協會舉辦的「傑出服務獎」，藉此與業界精

英互相學習及切磋。在個人項目中，新地旗下大埔

超級城的鄭佩琪和錦薈坊的周瑋瑜，分別奪得「基

層級別─商場／物業管理組別」及「基層級別─新

秀組別」的金獎，另外6名新地商場的親客大使亦分

別獲頒個人組別的銀獎、銅獎及優越表現獎。新地

商場在團體獎項方面亦高奏凱歌，apm、新都會廣場

及YOHO MALL形點分別獲得「傑出服務策劃大

獎」金獎、銅獎及優秀獎；apm、新城市廣場及

YOHO MALL形點更被公眾投選為「十大我最喜愛

傑出服務零售品牌」。

【香港商報訊】新鴻基

地 產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 新

地）於素有零售業界奧斯

卡之稱的「傑出服務獎」

中屢獲殊榮，在今屆賽事

中更勇奪逾80個獎項及認

證，包括團體獎項「傑出服務

策劃大獎」金、銅及優秀獎，6位親客大使亦分別獲

得個人組別的金、銀、銅獎，成績斐然。

日本國民梅酒品牌CHOYA
全新時尚包裝華麗登場

【香港商報訊】日本國民梅酒品牌CHOYA旗下「The CHOYA」系列以全新

包裝時尚登場，安坐家中就能親嘗頂級熟成美酒，梅酒有生津止渴及美容養顏的

功效，讓你把一天的疲勞通通卸下，為自己打打氣 。

按照日本洋酒酒造協會，只使用梅子、糖類與酒這些原料無添加製成之產品才

能稱為「本格梅酒」，品質備受保證。CHOYA堅持不使用添加劑或香料，務求

讓大家品嘗到最天然又高品質的味道。品牌大熱之「The CHOYA一年熟成本格

梅酒 (720毫升)」以時尚的瓶身設計登場，以瑰麗玻璃瓶糅合花瓣優雅線條承載

着酸甜開胃的梅酒，清透的設計呈現出高級華麗之感，開瓶後更散發出醉人清新

的梅子香氣，絕對是視覺及味覺的雙重享受。除了甜度適中又易入口外，醇香滋

味伴隨着懾人香氣，細味下口感層次豐富，適合女生閒時在家淺嘗一番，不論加

冰、單喝或搭配調酒飲用亦可。

周大福推「富年有餘」生肖金飾迎富接福
【香港商報訊】為慶賀壬寅虎年新歲，周大

福誠意推出一系列以金虎為主角的足金擺件及

首飾，寄願新一年各位如「富」添翼，朝氣勃

勃迎接「福」虎生威的豐盛一年。今個新春，

大受歡迎的「迪士尼經典」系列和「周大福

X林文傑教授系列」特色工藝產品載譽歸來，

全新「迪士尼Tsum Tsum」系列賀年金飾亦可

愛登場，讓新春增添一份熠熠生輝的賀年氣

息，送禮、珍藏兩相宜。

一系列以足金福虎為主角的賀年飾品正式登

陸周大福與大家喜迎新歲。手工精細的虎年生

肖系列，包括各款擺件、吊墜、串飾、嬰兒鎖

包及手鐲、手鏈和紀念金條，滿載祝福心意。

吉祥福虎以不同的生動造型現身，有活潑可愛

的Q版金虎或氣勢非凡的威猛金虎，每款都表

情生動細膩、姿態靈巧活躍，為大家送上最生

龍活虎的窩心祝福，讓你向親友表達永恒心

意。一系列以足金福虎為主角的賀年飾品與大家喜迎新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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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OYA一年熟成本格梅酒以時尚的瓶身設計登場，瑰麗玻璃瓶糅合
花瓣優雅線條承載着酸甜開胃的梅酒，成為女生的至愛之選。

　新地商場的親客大使團隊於「2021傑出服務奬」勇奪
逾80個獎項和嘉許，表現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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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聲明中指出，香港國安法有效保障國家安
全，市民的人身安全、權利和自由；香港在香港國安
法下恢復法治和社會秩序，並通過完善選舉制度，展
開民主發展的新里程。歐洲議會通過的所謂決議，無
視這些事實，惡意歪曲 「一國兩制」在香港落實的真
實情況，充分反映歐洲議會某些政客只求政治私利，
一而再地以自由、人權為幌子干涉香港事務，並為反
中亂港分子撐腰。他們促請歐洲議會的政客必須停止
進行毫無意義的政治表演，多做有益於中歐關係、有
益於雙方人民的事情。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亦發出聲明
嚴厲譴責，敦促歐洲議會停止粗暴干涉中國內政。聲
明表示，歐洲議會通過的所謂決議，一再以 「民主自
由」為幌子，打住 「與香港站在一起」的旗號，實則
就香港事務指手畫腳，伺機反中亂港，以拉住中國發

展的後腿。事實勝於雄辯，針對近年香港的亂局，中
央政府審時度勢，出台香港國安法，完善特區選舉制
度，堅定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不僅推動香港民
主發展重回正軌，更為香港特區翻開良政善治的新篇
章。

人代斥所謂決議詆「一國兩制」
聲明指，中央政府去年底發布《 「一國兩制」下香

港的民主發展》 白皮書，已有根有據地總結香港民
主發展歷程，指出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沒有民主可
言，反中亂港勢力更時常散播歪理，破壞特區和中央
關係。中央政府在《白皮書》中亦強調，將繼續按照
《憲法》、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
會有關決定，不斷發展和完善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
主制度，令人鼓舞。

聲明強調，任憑歐洲議會的政客再耍什麼花招，再
說什麼謊言，都改變不了香港特區是中國的一部分。
對於歐洲議會肆意插手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表示強
烈不滿及堅決反對，並強烈要求歐洲議會尊重歷史和
現實，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停止一
切詆毀 「一國兩制」和反中亂港的粗暴行為。

友好協進會批有違國際法
香港友好協進會在聲明中表示，歐洲議會揚言制裁

中央政府和香港官員及相關企業，是嚴重違反國際法
的粗暴行徑，對此感到非常憤慨，堅決反對。協會
指出，香港國安法全面實施後，香港實現由亂及
治，社會秩序安定，市民生活安寧，香港居民的合
法權利和自由得到更好保障。隨新選舉制度的落
實，第七屆立法會開局運行，議員務實理性議政，
行政立法機關之間良性互動，特區政治氣象為之一
新。這是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具有香港特色民主制
度的重要跨越，是符合香港社會實際和廣大市民切
身利益的，也是任何外部勢力不能抹黑詆毀、徒呼
奈何無法改變的。

香港友好協進會強調，該會始終秉持創會宗旨，堅
持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貫徹落實，堅持 「愛
國者治港」的原則，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插手香港
事務的行為，繼續為維護國家安全、香港社會安定、
經濟民生發展，確保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作
出不懈的努力。

責任編輯 黃雪峰 吳業康 美編 曹俊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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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88議員聯署譴責歐洲議會干預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歐洲議會上周四（20日）所謂通過《關於

香港侵犯基本自由》決議，惡意抹黑 「一國兩制」 。88位立法會議員昨日發表
聯署，強烈譴責歐洲議會公然違背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肆意干預屬於
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據了解，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及李慧、吳秋北、葉劉淑
儀、廖長江、馬逢國、霍啟剛、嚴剛及林琳等88位議員簽署了譴責聲明，而未
簽署者包括江玉歡和狄志遠。

促停「政治騷」 維護中歐關係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香港海關由今
年1月中起開展代號為 「乘風」的特別行動，目的是
針對市面上含有四氫大麻酚（THC）的大麻二酚
（CBD）產品。行動中，海關檢獲約2.5萬件懷疑含
有THC的CBD產品，包括CBD油、護膚品和寵物
零食等，估計市值約1460萬元。

市值約1460萬元
海關在今年 1 月 11 日於香港國際機場檢查一批

CBD產品，雖然包裝上標明不含THC，但海關人員
仍有所存疑。經政府化驗所化驗後，發現大部分
CBD產品含有THC成分，海關人員隨即作出跟進調
查。在跟進調查期間，海關人員於市面試購數款
CBD產品，再送往政府化驗所化驗，結果顯示相關
CBD產品亦含有THC成分。根據調查結果及情報分
析，海關人員1月19和20日採取執法行動，於不同
地區突擊搜查7間售賣CBD產品的零售店，包括1間
大型連鎖零售店旗下的3間分店，以及2個位於長沙
灣和葵涌的儲存倉庫。

行動中，海關檢獲約 2.5 萬件懷疑含有 THC 的
CBD產品，包括CBD油、護膚品和寵物零食等，估
計市值共約 1460 萬元，並拘捕 5 男 4 女懷疑涉案人
士，年齡介乎21歲至44歲。案件仍在調查中，所有
被捕人士現正保釋候查。

海關提醒公眾人士，THC 屬《危險藥物條例》
（《條例》）定明的危險藥物。除非符合《條例》
的相關要求，否則進口含有 THC 的產品一律被禁
止。市民應留意有關產品的包裝標示，以免誤墮法
網。根據《條例》，販運危險藥物屬嚴重罪行，一
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0萬元及終身監禁。市民
可致電海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或透過舉報罪案
專用電郵帳戶（crimereport@customs.gov.hk）舉報懷
疑販毒活動。市民如懷疑購買了本案提及的產品，
亦可與海關聯絡，以作跟進。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新一屆立法會
議員就職至今已半個月，梁君彥昨早在一個電台節
目表示，今屆立法會在完善選舉制度下選出90名議
員，大部分是新議員，形容目前議會運作有序，議
員的發問貼近民情，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花不少時間
解答，形容是好開始。他又不同意今屆議會沒有火
花，指議員雖不會將官員罵到狗血淋頭，但仍會表
達對施政的不滿。立法會當務之急是協助本港走出
疫情，解決房屋等老大難問題。他強調議員不會做
「橡皮圖章」，希望政府就立法多做解說。
梁君彥表示，政府不同決策局將在本年度向立法

會提交合共37條草案審議，相信今屆工作只會更繁
忙，但他強調有足夠時間處理，希望官員能親自到
立法會解答問題，改善過往數夠票通過就不理會議
員的態度。他舉例稱，版權條例的立法工作早前被
拖垮，就是由於政府沒有清楚向公眾解釋，強調政
府需要做好游說工作。

梁君彥表示，本港新冠疫情惡化，立法會日前通
過議案，讓所有會議可以在緊急情況下遙距開會。
秘書處下星期會安排4場模擬遙距會議，讓議員盡
快熟習。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前《立場新聞》
副採訪主任陳朗昇近日以香港記者協會主席身份，接
受美國政府資助的反華媒體 「自由亞洲電台」訪問，
引起社會質疑。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下稱新聞聯）
昨日表示，這是再次對香港輿論環境刻意抹黑，對此
表示極度遺憾。

批陳多次支援「黑暴」人士
新聞聯認為，陳朗昇所作所為有違記者專業操守，

持身不正、持心不純，其歪曲說法完全無資格代表香
港傳媒業界。據該會所知，陳朗昇過往經常藉直播報

道名義出現在 「黑暴」現場，卻對暴行視若無睹，反
參與築人牆，為暴徒提供掩護，阻礙警方執法，還曾
在警方記者會上煽動其他人貼上污衊字句，破壞及擾
亂警方向公眾交代信息的渠道，完全有違記者的專業
操守，嚴重破壞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形象。

新聞聯指出，陳朗昇過往服務的《立場新聞》，
長期渲染仇中亂港思想，煽動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陳朗昇個人私德有虧，被傳媒曝光出入風月場所，
卻遲遲不肯對公眾交代。此外，《立場新聞》於去
年底停止運作後，陳朗昇個人再無傳媒任職身份，
其本人亦表示未來會不會做回傳媒工作尚屬未知。

這樣一個專業資格不足、職業操守欠缺、私德有虧
者，卻屢屢以記協主席身份發聲，無疑令記協的代
表性、專業性備受質疑。若繼續縱容此類黑白顛
倒、偏頗激進的言行，則無疑香港記協也遲早會被
社會摒棄。

破壞新聞工作者專業形象
新聞聯呼籲，本港傳媒業界堅守法治底線和職業道

德，與 「陳朗昇們」劃清界限，掃除業界沉霾，共同
守護傳媒的公信力、影響力，促進 「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

新聞聯斥陳朗昇抹黑港輿論環境

海關檢2.5萬件含大麻成分產品

梁君彥：議會運作有序

香港海關開展代號為 「乘風」 的特別行動，檢獲
約2.5萬件懷疑含有THC的CBD產品。 政府新聞處

梁君彥（中）形容目前議會運作有序。商台圖片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觀塘線油塘站月台
昨日下午發生故障，一道幕門突然起火，導致調景嶺至
觀塘站列車服務一度暫停，油塘站亦須暫時關閉。港鐵
職員其後將火勢救熄，在事件中，約250名乘客需要疏
散，無人受傷。

港鐵表示，事發後工程人員檢查幕門，初步調查相信
是有月台幕門設備故障導致事件。詳細情況有待昨晚收
車後，由維修人員進一步檢查及跟進。

港鐵表示，昨日下午1時05分，油塘站職員發現觀塘
線往黃埔方向月台第5卡第4道月台幕門冒煙及起火。
職員即時通知車務控制中心，並通知警方及消防到場協
助，及至下午約3時40分，事件已經處理好，經確認安
全後，觀塘線列車服務陸續回復正常。

【香港商報訊】香港房屋問題嚴峻，不少基層家
庭住在房。房租管條例昨日正式生效，規定業
主續租時加租幅度不可超出10%，房租期為2年等。

為保障房戶權益，特區政府去年通過《2021年業
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即房租管條
例，規定包括租戶享有 「2+2」年租住權保障；業
主不可向租戶濫收水費、電費及其他雜費等。條例
實施目的，是保障議價能力低的租戶。

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昨日表示，不少租戶不清楚條
例內容，亦有業主要求租戶在條例生效前簽訂新租
約，以條例監管。

此外，亦有房住戶反映，並非所有房戶都能
受到保障。

鄧家彪呼籲政府主動執法，亦須做好資料庫及紀
錄，定期檢視條例成效，作出優化及調整。

房租管條例生效

【香港商報訊】香港近日疫情嚴峻，政府機構及
學校等相繼推 「疫苗氣泡」，市民積極接種響應抗
疫。惟警方近日發現，有不法分子利用防疫措施騙
錢，銷售偽造疫苗接種紀錄以逃避防疫。警方日前
拘捕2名疑犯。

警方經深入調查，成功鎖定一對情侶，涉嫌經營網
上購物騙案集團，聲稱銷售 「假針卡」，並稱有醫生
證明及診所蓋章、支援安心出行程式，更列出不同收
費，一針 1500 港元、兩針 2300 港元、三針 2800 港
元。但兩人從未寄出針卡，並在收錢後失去聯絡。

警方調查新發現，騙徒亦涉及2018年4月至2021
年12月的9宗網上購物及信用卡騙案，涉款約25萬
港元。

警方在尖沙咀拘捕兩人，並扣留調查，行動仍繼
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涉網售假接種紀錄
2男女被捕

油塘月台幕門起火

油塘站昨午有月台幕門起火，油塘站一度關閉。
港台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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