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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文森）
「熱血公民」及屯門地區團體周日發起
所謂「光復屯門」遊行，抗議區內個人
遊旅客及水貨活動，示威者途經屯門時
代廣場時，不斷大聲吆喝攜帶大型行李
的遊客及滋擾店舖，警方維持秩序期間
一度與示威者發生衝突，並拘捕13人，
其中10人昨日被控非法集結及襲警等罪
提堂，獲准保釋，期間禁止進入涉案廣
場。署任主任裁判官李唯治得悉涉襲警
學生居住在天水圍，擴大其禁足範圍，
禁止他踏足屯門。
在警方拘捕的13人中，有2男1女獲准

保釋候查，下月上旬向警方報到；7男3
女則被控於本月8日在屯門時代廣場南翼
3樓聖安娜餅店外非法集結等罪名，昨晨
被解往屯門法院提堂。
在10名被告中，陳嘉謙、霍偉強、冼
惠琪、傅諾堯、林灝軒、陳又德、曾怡
龍及孫立峰（18歲至36歲），分別報稱
攝影師、文員及學生，被控非法集結，
大部分在屯門居住。另2名被告，16歲中
五女生盧惠瑩則被控阻差辦公，理工大
學二年級學生李兆昭則涉以手肘襲擊警
員背部而被控襲警。
眾人均毋須答辯，分別以 500 元至
3,000元現金保釋至4月9日，待警方作
進一步調查，期間禁止進入屯門時代廣

場，李兆昭則禁止踏足屯門。

理大學生涉手肘撞警背部
據悉，案發當日約下午6時，約100名

示威者聚集在屯門時代廣場3樓一餅店外
及扶手電梯處，不斷向攜帶大型行李的
遊客大聲吆喝，警方快速應變部隊到場
增援，示威者李兆昭涉以手肘襲擊警員
背部，盧惠瑩則涉在2樓扶手電梯處妨礙
警員執法。
混亂間，有1名示威者被捕，現場人士

開始鼓譟並涉與警方發生衝突，1名警員
不慎倒地，5名警員其後施放胡椒噴霧，
並以非法集結罪拘捕8人。在警誡下，所
有被告均否認控罪。2名警員報稱受傷被
送院治療，分別背部及面部紅腫。
有位處衝擊最前線的藥房負責人昨日

表示，示威發生在生意最旺的時間，數
小時一度要落閘而無法做生意，前日生
意下跌四成。負責人續說，購物人士
主要是內地人及本地居民，未覺有水
貨客，對於被衝擊感無辜。有當區居
民則稱，區內內地遊客增加造成生活
不便，如每日都會有大型行李阻路，
過境巴士及鐵路也極為擠逼。不過，有
內地遊客則認為網民的行動是不尊重他
們，反問若沒有內地人消費又如何支撐
香港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
批打着「港獨」旗號的激進示威
者，在屯門以「趕水客」為名滋擾
商戶，造成衝突。香港旅遊發展局
主席林建岳昨日批評，這些人不但
影響了旅客，還影響周日到商場購
物的本港市民，更破壞了本港形
象，「這是一小部分人為了個人目
的而破壞法治、破壞社會安寧。」

迪士尼：有賴業界做好工作
迪士尼樂園行政總裁金民豪昨日

在公布去年業績時也被問及事件。
他指出，屯門衝突只是個別事件，
不會評論。旅客通常都會選擇一些
友善、服務水平高的地方度假，若
香港欲保持旅遊城市地位，就有賴
業界做好旅遊方面的工作。

「屯門衝突」10人提堂 8控非法集結

佔中倒米
遊客驟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
森）「熱血公民」及「本土民主前線」
等激進團體前日以水貨客問題借題發
揮，在屯門區個別商場大肆搗亂。民建
聯昨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是次所謂
「光復屯門」行動，直斥參與人士行為
粗暴衝擊社區，擾亂屯門居民生活，與
暴徒無異。針對亂擺貨現象，民建聯促
請當局嚴格執法，並切實做好人流管
理，避免旅客的正常消費活動影響市民
日常作息，長遠更應積極考慮發展邊境
「購物城」，疏導旅客前往消費。
民建聯昨日發表的聲明批評指出，所
謂「光復屯門」行動的參與者不僅包圍

及衝入多間藥房，造成混亂，又在過境
巴士站上辱罵所有乘客，其後更闖入附
近商場，騷擾及衝擊店舖，並與維持治
安的警員發生肢體衝突，一名警員被圍
毆至昏迷送院。同時，有暴徒更投擲油
漆彈及膠樽，期間，屯門時代廣場及屯
門大會堂女廁則發生縱火事件，這些行
為與暴徒無異。
聲明續說，這些暴徒指責大量水貨客

擾亂居民生活，然而，他們這些暴行更
擾亂居民生活，甚至危害市民的人身安
全，實在令人髮指，警方必須嚴懲有關
人等。
民建聯認為，年近歲晚，較多內地旅

客來港購物辦年貨，是正常的消費活
動，顯示本港貨品及服務業具吸引力。
當局各部門應務求在各方面的配合下，
盡量避免市民的日常生活受到影響，包
括做好人流及車流的管理工作，加強對
違例擺放貨品於行人道路的檢控工作，
保持行人通道暢通，以及確保有足夠的
公共運輸交通工具接載乘客，嚴格限制
攜帶大型物件的乘客上車。

促盡快落實邊境「購物城」
為紓緩大量旅客來港消費而對市民造

成滋擾，民建聯重申，當局應考慮在與
深圳毗鄰的邊境發展「購物城」，吸引

內地旅客前往消費。選址方面，除民建
聯早前提出的落馬洲外，當局亦可考慮
開放沙頭角墟禁區，將沙頭角墟和中英
街發展成另一個邊境購物點，以紓緩其
他地區承受旅客的壓力。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方剛昨日表示，問

題要從源頭解決，他認同要在邊境興建
商業城，並希望當局盡快落實興建，又
希望屯門及北區居民暫時忍耐。不過，
當局要留意商業城租金切忌太貴，貨品
物價也要較市區便宜，個人遊旅客才不
會進入市區購物。
他又說，零售數字下跌反映出部分個

人遊旅客在來港多次後，已開始對香港
「厭倦」，故若可進一步將個人遊開放
予內地較偏遠城市，這些旅客最少會留
港一晚，相信有助香港消費額的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近日香港有人
借「水貨客」問題挑起事端，全國港
澳研究會秘書處負責人接受中新社記
者採訪時譴責有人借機滋事，更要警
惕「港獨」勢力借機搞事，挑起兩地
矛盾，以達到最終分裂國家的目的。
以反對「水貨客」為名，香港部分
「港獨」激進組織前日在屯門遊行，
期間高舉「港獨」組織旗幟，高呼
「水貨客滾回大陸」、「大陸人食中
國奶」等侮辱性口號，更一度衝擊警
方封鎖線，滋擾正常營業的店舖。事
件成為近年來香港「港獨」組織活動
日益頻繁的又一例證，引起社會各方
高度關注。

94%「水貨客」是港人
有數據顯示，活躍在香港各邊境口

岸的「水貨客」主體實際多為港人。
據統計，2012年9月7日至2013年2
月28日，香港海關在各陸路口岸共破
獲了4,339宗走私案件，拘捕4,325
人，其中4,090名為香港居民，即從
事「水貨」行為的主體超過94%均為
香港居民，且時至今日依舊如此。
該負責人向中新社指出，「水貨
客」行為使兩地經濟均蒙受重大損
失：由港人組成的「水貨」分銷團
隊，把產品分銷到廣州批發市場，由
此進入各地的港貨店以至更為邊遠地
區，對內地市場秩序帶來巨大衝擊，
極大影響了正常關稅稅收，同時也擾
亂了香港的正常市場秩序，對眾多知
名港企造成較大衝擊。
該負責人最後表示，打擊「水貨

客」行為應由兩地攜手共同實現，持
續、有效的信息溝通和兩地聯動執法
機制是打擊「水貨客」的重要手段，
更是緩和兩地關係的有利保障。同
時，更要警惕「港獨」勢力借機搞
事，挑起兩地矛盾，以達到最終分裂
國家的目的。
全國港澳研究會三地專家一致指

出，這極少數「港獨」分子是中華民
族的可恥敗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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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譴責「光復屯門」暴行

歷時79天的「佔中」行動，不但對本港
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影響，更令訪港

旅客卻步。林建岳昨日表示，「佔中」令
香港的形象受損及影響旅遊業，去年1月至
9月的內地、短途、長途及新市場的旅客均
有增長，惟10月至12月則錄得跌幅，「短
途及長途旅客數字於10月至12月持續下
跌，其中於10月分別跌5.1%及2.6%，而新

市場旅客則於11月及12月出現跌幅。」

「日韓問：香港是否安全」
被問及「佔中」的影響是否已完全浮

現，林建岳表示，暫時尚未有1月的訪
港旅客數據，但「我之前每次到其他地
方訪問，例如韓國或日本，對方第一條
問題都會問：香港是否安全？明顯見到

『佔中』對旅客來港有實際影響。」林
認為，業界需要出來向旅客解釋『佔
中』後香港已回復正常，讓他們可以放
心來港。
雖然受到第四季的表現拖累，但全年訪

港旅客亦按年升12%，當中內地旅客佔近
78%，達4,725萬人次，按年升16%。去年
訪港過夜旅客有2,777萬人次，按年增長

8.2%，其中內地旅客有1,908萬人次，按年
增長11.6%。
在過夜旅客平均留港時間及人均消費方

面，去年平均留港時間為3.3晚，較前年
3.4晚少；人均消費則為7,975元，較前年
的8,123元下跌1.8%。林建岳說，雖然過夜
旅客平均留港時間及人均消費表現較前年
差，但與入境旅遊相關的總消費，包括購
物、餐飲等，則升8.7%至3,582億元。

估計今年升幅放緩至6.4%
林建岳表示，內地經濟今年雖然仍有增

長，但由於出口及房地產開發減慢，經濟
增長速度有機會放緩，加上多個國家及地
區放寬對內地旅客的簽證限制，香港要吸
引內地旅客，將會面對更激烈的競爭。他
指出，旅發局估計今年整體訪港旅客人數
會上升6.4%，升至6,471.5萬人次，當中內
地旅客預計會增至 5,103 萬人次，升近
8%，佔整體訪港旅客約80%。
林建岳指出，該局今年的總推廣預算

約為3.52億元，當中1.67億元會用於客
源市場的推廣，集中吸納過夜旅客。
1.67億中的 24%會投放於內地市場，主
要開拓非廣東省地區的客源，其餘76%
則投放到國際市場。同時，他會繼續與
特區政府商討，爭取開放更多個人遊城
市，特別是非廣東地區的旅客，從而增
加過夜旅客數目。
林建岳又指，近年韓國已成為本港旅遊

業第三大市場，惟韓國旅客較少使用英語
溝通，所以本港正考慮增設韓語標示。他
說：「韓國及日本的旅客較少用英語溝
通，所以他們來到香港很多時也不懂乘搭
巴士，所以我們考慮在一些設施上增設韓
語（標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

「佔中」對香港的負面影響進一步

浮現，香港旅遊發展局昨日公布去

年工作報告，全年訪港旅客數字錄

得6,084萬人次，按年上升12%。

旅發局主席林建岳表示，因為去年

9月底開始的「佔中」行動，第四

季短途、長途及新市場的訪港旅客

數字均錄得下跌，拖累全年旅遊業

的表現。他指出，每次到韓國和日

本訪問，對方都會問香港是否安

全。另外，去年過夜旅客人均消費

為7,975元，較前年下跌1.8%，也

是自2005年來首次下跌。

「
」

林建岳：破壞本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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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港旅客增幅訪港旅客增幅

■■去年訪港旅客增長去年訪港旅客增長1212%%，，其中內地旅客增其中內地旅客增
長長1616%(%(大圖大圖))。。旅發局主席林建岳估計旅發局主席林建岳估計，，今今
年整體訪港旅客人數會上升年整體訪港旅客人數會上升66..44%(%(小圖小圖))。。

中通社中通社 // 香港文匯報記者葉佩妍香港文匯報記者葉佩妍攝攝

■■示威者在屯門屯門時代廣場示威者在屯門屯門時代廣場
南翼南翼33樓聖安娜餅店外與警方樓聖安娜餅店外與警方
衝突衝突，，警員施放胡椒噴霧警員施放胡椒噴霧。。

訪港旅客末季下跌 全年升幅僅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