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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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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大多數應發聲促成普選
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昨天發表第四次民意調查結
果，半數受訪者希望立法會通過 2017 年行政長官普
選方案。實際上，沉默大多數面對民調，往往也是保
持沉默，不出聲。現在的民調，還未充分反映包括沉
默大多數支持政改方案的民意。沉默大多數需要發聲
「撐政改」，形成壓倒性民意，迫使反對派給普選放
行。
政改民意關注組過去三次民調結果，都有超過五成
受訪者支持通過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案。是次調
查表示贊成的受訪者仍佔 49.5%，雖然較關注組在去
年九月於非法「佔領」行動前，所作的同樣調查顯示
有所下跌，但仍然接近一半。其他多個民意調查都顯
示，有超過五成至六成民意都支持政府提出的政改方
案，政府內部的民調亦顯示市民對通過政改方案的支
持度上升，有時超過六成。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昨天正式展開為期 5 天的
「撐政改」宣傳行動。大聯盟表示，只要全港市民敢
於發聲，凝聚出六、七成支持政改方案的壓倒性民
意，反對派總不能視而不見。在大聯盟去年舉行的
「保普選 反佔中」行動中，沉默大多數表態撐普選
和反「佔中」，撐普選是沉默大多數的主流。實際
上，無論是政改民意關注組的民調，還是其他多個民
調，還未充分反映包括沉默大多數支持政改方案的民

譴責暴力衝擊商戶

意。現時民意調查有五六成民意支持政改方案，如果
沉默大多數也能夠表達自己的態度，支持政改方案的
民意肯定能提升至六、七成的壓倒性多數。在香港民
主發展的關鍵時刻，沉默大多數應再次發聲「撐政
改」，推動跨越只有一步之遙的特首普選，實現歷史
性的一躍。
是次調查中，支持政改的受訪者有所下跌，是因為
關注組今次提出了一些「新問題」，聲稱如果政府提
出的方案有所讓步又會如何，這包括白票守尾門、人
大承諾 2017 年後可以修改普選辦法等，有大約三成
受訪者會改為支持通過方案云云。需要指出的是，這
些所謂「新問題」具有誤導性。「白票守尾門」方案
其實是在基本法和人大有關決定的框架下，僭建了一
個否決機制，其客觀效果不僅是侵佔基本法規定的提
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法定權力，而且有「變相
公投」之嫌。從政制發展的過程來看，落實特首普選
已經是一個重大改變。誠然，2017 特首普選並非「終
極」方案，長遠可以改進優化。不過，按照基本法規
定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兩大原則，2017 年落實普選
後，2022 年政制應以穩定為先，不應該也不可能再有
大的改變。顯然，用一些有違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框架
的問題進行民調，會令事情變得複雜混亂，誤導市
民，不利於聚焦反映社會期待落實普選的民意。

「熱血公民」及「本土民主前線」
等激進反對派團體在屯門發起反水貨
客示威，衝入商場大肆搗亂，混亂
間，一名警員被示威者從後推倒，倒
地後更被亂腳踢頭，一度昏迷，幸送
院後回復清醒。警方要施放胡椒噴劑
控制場面。香港是法治社會，不能容
許任何人以反水貨客為由，以違法暴
力的手段包圍商戶、辱駡顧客、衝擊
警方，危及公眾安全。警方必須果斷
執法，及時制止並檢控暴力行為，維
護香港的法治和秩序。
日前，有一名青年涉嫌響應網上號
召，企圖向上水一個水貨貨倉縱火而被
捕，案件經已提堂，裁判官以公眾利益
為由，拒絕被告保釋申請。但是，針對
水貨客的違法行動非但沒有收斂，反而
變本加厲。昨日的示威，就是因為激進
團體透過網絡鼓吹而起，示威者向正常
營業的藥房喝倒彩，並聚集到一商場抗
議，更不理警方警告，干擾商戶營業，
與市民爭執，製造混亂場面。水貨問題
需由政府依法處理，市民即使不滿水貨

客，都不能採取激烈手段表達意見，更
不可訴諸暴力。以暴力手段反對水貨不
僅犯法，而且危及市民安全，警方絕不
能姑息。
法治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經過
違法「佔中」風波，市民可以感受
到，法治有時顯得很脆弱，法律的底
線很容易被衝破。「佔中」之後出現
在旺角的「鳩嗚」行動，到現在上
水、屯門一帶的反水貨示威，有人打
着各種旗號，明目張膽地破壞法治、
挑戰警方，企圖將「佔中」的亂局延
續下去，繼續以暴力激進行動衝擊秩
序，撕裂社會，動搖本港的法治根
基。如果容許示威者為了反水貨可以
包圍商場、粗暴對待商戶及顧客，對
警方的警告置若罔聞，激進抗爭必將
更有恃無恐，暴力升級，違法「佔
中」隨時可能捲土重來，給香港帶來
更大的麻煩和災難。警方必須對有人
藉機搞事果斷執法，尤其要拘捕、檢
控背後的煽動者，對違法暴力行為形
成必要的阻嚇作用。

衝擊商場趕客 暴徒踢暈警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齊正之）水貨客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連嘉妮）數百
名示威者被「熱血公民」及「本地民主前線」於
網上煽動，昨日下午衝擊屯門時代廣場，聲言要
驅趕內地「水客」，場面一度混亂，更打傷警
員，警員需要施放胡椒噴劑及揮舞警棍驅散。多
名地區政界人士批評，策動衝擊行動的組織把民
生問題政治化，不但影響商戶生意，而且危害香
港作為「購物天堂」的美譽，最終目的是要動搖
特區政府管治，針對中央政府。政界人士指出，
策動者居心叵測，社會應予以譴責。

備受香港市民關注，但「熱血公民」及「本土民主
前線」等激進反對派團體卻「借題發揮」，以要求
政府解決區內個人遊旅客過多的問題為名，在屯門
區內衝入商場大肆搗亂，警方要施放胡椒噴劑控制
場面。混亂間，一名警員被示威者從後推倒，倒地
後更被亂腳踢頭，一度昏迷，幸送院後回復清醒。
警方在事件中共拘捕年齡介乎 16 歲至 74 歲的 9 男 4
女，他們被控人非法集會、襲警、妨礙警務人員執
行職務、在公眾地方打架及普通襲擊等罪名。

「熱血公民」、「本土民主前線」、
「屯門人屯門事」、「學生前線」

等激進團體昨日發起數百人遊行，原本計劃
遊行至來往屯門及深圳灣口岸的跨境巴士
站，抗議屯門近年被內地客及水貨客「迫
爆」，要求當局正視。他們聲稱「內地水貨
客影響區內居民生活」，下午3時許在屯門
西鐵站集合，然後揮舞所屬團體的旗幟並持
■青山分區指揮官 有「光復屯門」等字樣的標語，遊行到附近
戴雄健。鄧偉明 攝 的B3X巴士站。

■大批警員在屯門市廣場內戒備，阻止搞事者進入。

本報記者 攝

城巴站檢查水貨客行李
率領「熱血公民」的鄭松泰稱，有不少水貨客在此運載水貨
前往深圳灣口岸。他又指出，目前個人遊旅客過多，為「保護
社區免受水貨客滋擾」，因此有必要取消「一簽多行」政策。
他們由屯門西鐵站出發，途經多個經常有水貨客聚集的地方，
包括來往屯門及深圳灣口岸的城巴 B3X 車站，協助城巴職員檢
查乘客行李。
現場所見，絕大多數遊行者都戴上了口罩，組織者稱此舉是
要防止流感，但有知情者表示，之所以戴口罩遊行，是為了避
免被警方「點相」。其間，不少遊行者故意擠壓警方防線，多
次與警員發生口角。當遊行者行至仁政街時，指該處有大量
「水貨者」聚集購物，於是不斷向藥房職員及顧客叫囂，有人
竟高呼「滾回大陸」、「大陸人食中國奶」等侮辱性口號。沿
街的商舖見狀紛紛落閘，而警察則拉起封鎖線，禁止遊行者靠
近。

累店舖落閘 衝擊警防線
亦有漠視法治的示威者隨意向攜帶大型行李的人士「量度行
李重量和尺寸」，並用侮辱性的語言向內地遊客叫囂。「早有
準備」的示威者更不依從「不反對通知書」上列明的遊行路
線，湧到區內多間藥房及商店示威，傍晚時分更衝入屯門時代
廣場大肆搗亂。有店舖即時落閘，亦有原本在商場內購物的市
民被迫留在店內。大批警員在現場維持治安，惟示威者卻不理
警告，衝擊警方防線，警方要施放胡椒噴劑控制場面，並拘捕
了多名涉嫌搞事者。

警指無依照遊行路線
警務處青山分區指揮官戴雄健指出，早前收到有關團體昨在
屯門公眾遊行及集會的申請，警方曾就遊行路線等細節達成共
識，「不反對通知書」亦列明附加條件，要求團體必須確保有
秩序及和平地進行示威活動。但他指出，有參與者明顯作出不
法行為，他們並無依照遊行路線，衝入商場搗亂，作出挑釁性
行為，企圖製造混亂事端，影響公眾安全，更對自身及其他在
場人士構成危險。
他指出，警方曾作出多次勸告，惟示威者拒絕聽從，故在別
無選擇下，曾經施放胡椒噴劑。警方在事件中共拘捕年齡介乎
16 至 74 歲的 9 男 4 女，他們被控人非法集會、襲警、妨礙警務
人員執行職務、在公眾地方打架及普通襲擊等罪名。

強烈譴責襲擊跌倒警員行為
戴雄健續稱，一名警員在混亂間被人從後推倒，倒地後更被
十多名示威者踢向他的頭部，令他即時昏迷，幸送院後回復清
醒，右顎骨受傷，需休養至本月 11 日，「警方對此予以強烈譴
責，並會繼續調查事件，不排除有進一步拘捕行動。」他重
申，警方遵重任何人示威的權利，但如有任何違法行為，會果
斷執法。

政界譴責衝擊商場打傷警員

警阻搗亂施胡椒噴霧 拘 9 男 4 女涉多項罪名

■慘被群毆打傷的警員一度昏迷。

■「口罩黨」在西鐵站阻止旅客進
入。
本報記者 攝

激進組織網煽暴力圖吸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參與這次衝擊
屯門市廣場的的包括「熱血公民」、「本土民
主前線」、「屯門人屯門事」、「學生前線」
等激進組織成員。消息透露，當去年12月違法
「佔中」行動徹底失敗後，一些激進組織的行
為不但沒有收斂，反而更加肆意進行破壞社會
的活動。而早前上水的水貨倉庫被燒及有上水
石湖墟有水貨店遭人縱火事件，都與某些激進
組織成員在網上煽動有關。
本月 1 日凌晨，警方在上水新豐路巡邏時拘
捕了一名 19 歲區姓男子，在他身上發現 2 把
摺刀、1 把十字軍刀、火石、1 本在貨倉位置
上有特別標記的地圖等。警方並在其電話發
現，他曾在臉書上看過一張呼籲火燒水貨倉
的鳥瞰圖。圖上附有文字表示已忍夠水貨
客，現該採取行動。
而在警方 2 日傍晚宣布正式拘捕該姓區男子
後，有人在網上稱，「代表建國團隊」向被
捕者「致敬」外，並故意「欲言還休」，透
露「單嘢有好消息，暫時不便公開」云云。
一小時後，上水石湖墟一個懷疑是水貨店的
商舖遭人縱火。網上隨即出現多張聲稱是
「路經者」發出的圖片。有輿論指出，這宗
涉嫌縱火案，是有人在網上宣揚暴力，製造

社會激烈矛盾，並故意挑釁警方。並相信該
「欲言還休」者是與某激進組織成員有關。
至於昨日激進組織搞「光復屯門」行動，
組織者雖宣稱有多個團體參與抗議活動，但
其實「熱血公民」是其中最大的搞手，其他
團體多為「熱血」成員分流出來的組織，目
的是為了分散外界注意力。

「熱血公民」等組織合謀搗亂
早在上月 18 日，「熱血公民」就在上水搞
了一次由數十人參加的反水貨客行動。至本
月 1 月，「熱血公民」與「本土民主前線」在
大埔區搞事，故意衝擊「撐警大聯盟」攤
位。而熱血的友好組織「屯門人屯門事」，
則在網上發起「2 月 8 日光復屯門」行動。鑑
於「屯門人屯門事」號召力不夠，幾個激進
組織於是合謀，決定昨日以「熱血衛屯門」
口號到屯門區搗亂。
消息指出，鑑於今年底將舉行區議會選
舉，一些反對派組織及激進團體今年以來大
肆宣揚「打擊水貨客」，並多次派人到北
區、屯門、元朗等邊境區針對內地遊客進行
挑釁和叫囂，故意製造內地與本港居民的矛
盾，以圖吸引區選票源。

連環兩縱火疑涉「光復屯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正當一批聲稱要「光復屯
門」的反水貨遊行示威者在屯
門時代廣場與警方發生衝突仍
未平息之際，屯門時代廣場電
錶房與附近屯門大會堂平台相
繼發生縱火事件。
昨晚 7 時 04 分，屯合街屯
門時代廣場電錶房有雜物起
火，消防到場將火救熄，無

人受傷，經初步調查認為起
火原因有可疑。
幾分鐘後，至晚上 7 時 12
分，附近屯喜路屯門大會堂 2
樓平台裝修中女廁放置戶外
的一堆建築材料起火，火光
熊熊（見圖），消防迅速到
場開喉救熄後，亦認為火警
起因有可疑。
接連兩宗縱火案是否與

「光復屯門」事件有關，交
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八隊
跟進調查。

陳恒鑌：損港「購物天堂」美譽

立法會新界西地區直選議員陳恒鑌表示，內地
旅客來港購物，對香港經濟有正面作用，若市民
認為內地遊客來港購物影響屯門區內交通、造成
人流擠塞，應該從研究如何疏導交通、人流等方
面入手，而非透過激進行為影響商店正常運作。
陳恒鑌續指，從新聞報道中看到，當時秩序相當
混亂，警方需要動用胡椒噴霧，這些示威者公然
破壞社會秩序，已經超出表達訴求的界線，亦將
影響香港作為「購物天堂」的美譽，社會應予以
譴責。

何君堯：港不應拒人千里

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兼屯門區當然議員何君堯
透露，事前已得悉有該活動，對方亦有邀請他本
人參與，後來何君堯得知對方目的並非了解水貨
客，而是借題發揮，估計對方立心不良，最終婉
拒出席。何君堯指出，港人足跡遍布世界各地，
同樣都會「掃貨」，亦獲賓至如歸的款待，呼籲
大家應把視野看闊一點。何君堯表示，香港貨品
質素高，受內地消費者歡迎，這是香港優勢，香
港不應拒人千里。他又表示，認同香港須檢討本
身承受能力，做好配套措施，當局亦應檢討如何
平衡「一簽多行」政策對香港帶來的利弊。

陳雲生批民生問題政治化
屯門區議員陳雲生亦指，地區人士一直密切留
意內地旅客過境購物問題，造成「塞人塞車」主
要是交通及管理，未能配合實際情況，區議會已
展開跟進。陳雲生又說，屯門鄰近深圳蛇口住宅區，來港
購物的內地旅客，主要添置生活必需品，並非「水貨
客」。今次在屯門「搗亂」的示威者完全扭曲事實，把民
生問題政治化，目的是要配合某些議員，方便在立法會內
打擊特區政府施政，以及針對中央政府管治。

龍瑞卿：示威者具「攻擊性」
另一名屯門區議員龍瑞卿批評，示威者行為具「攻擊
性」，影響當區居民生活，絕不能認同。她說：「我當時
在現場，不少人擠在商場南翼，居民都無法進入商場，感
到很無奈。」她又認為，「針無兩頭利」，「沙士」期
間，屯門商場生意慘淡，大小商戶叫苦連天，現在生意轉
好，有人卻不滿消費者「幫襯」。目前，屯門區議會已展
開討論，希望能做好管理，在維持商戶營商之餘，亦不會
為居民造成不便。

入境處：內地水客無大增

香港文匯報訊 粉嶺法院一名裁判官早前審理涉及水貨客
個案時，指案件數目急升、情況失控，入境處處長陳國基
不認同，指情況已受控，又指內地人來港購物多數自用，
很少是水貨客。
陳國基昨日出席公開活動時表示，農曆新年臨近，更多
內地旅客來港購物，屬正常旅客活動，入境處會留意是否
多了水貨客入境，但他見不到內地水貨客有明顯增加跡
象，希望港人不要誤會內地人一定走水貨，做水貨客亦不
一定是內地人。
他又指，入境處一直關注內地人從事未經批准的活動，
包括走水貨，並一直有執法，自從 2012 年 9 月以來，入境
處已拒絕2.5萬名涉嫌走水貨的內地人入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