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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令施暴3 學生禁足宵禁
控襲警阻差 官：
「過門都是客」己不欲勿施人

■多名工聯會成員到警察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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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激進反對派及滋事分子 8 日在本港
屯門等多個地區，以「反水貨客」為名，四出衝擊正常地區和商業設
施，滋擾攻擊遊客甚至本港市民，其連串暴行激起民憤。警方至今共
拘捕 7 名滋事者，其中 3 名被告昨日在屯門法院提堂，署任主任裁判
官李唯治指案情嚴重，對涉案青年的行為感到失望，又形容來港的訪
客「過門都是客」，反問若香港人在外地旅遊，同樣都不願遇到相同
的遭遇。案件押後至 5 月初再訊，3 名被告獲准各以 3,000 元保釋，但
被頒下禁足令，其間禁止踏足屯門及須遵守宵禁令。

激進員 反近 對期 派打 成

「反水貨客」的旗
號，在多個地區出
沒，大肆搗亂，刻
意挑起內地與本地
市民的矛盾，公然
散播「港獨」思
想，企圖向中央政
■署任主任裁判官 府宣戰。他們本月
李唯治。
8 日「橫掃」香港
屯門、尖沙咀等多個地區，肆無忌憚衝
擊商店、辱罵旅客，甚至動腳踢向路
人，行為近乎暴亂。

暫毋需答辯 5月份再審
在屯門的衝擊行動中被捕的3名被告均
為學生，依次為郭賀彬(16歲)、林俊杰(16
歲)及陳明鳳(21歲)，均無案底，郭和林分
別就讀中三及中四，陳現就讀理工大學
三年級，昨同被押至屯門法院提堂，暫
時毋需答辯。
郭賀彬及林俊杰被控於本月8日，在屯
門杯渡路輕鐵站橋底襲擊一名警長郭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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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而陳則被控於同日在相同地方抗拒
一名執行職務的警員鍾浩揚。
控方申請將案押後至 5 月 5 日，等候法
律意見及警方進一步調查，若被告同意
不踏足屯門，不反對他們保釋。辯方以
200 至 250 元為 3 人申請保釋，同意期間
不會踏足屯門，及代 3 名被告轉達投訴遭
警察毆打。

署任主任裁判官李唯治昨日在庭上指案
情嚴重，近期「反水客」示威活動越趨嚴
重，而 3 名被告年輕，但表現令人失望，
又指 3 人「在家不會迎賓客」，又謂「過
門都係客，港人外出亦不希望受到同樣遭
遇」。李官其後批准3名被告以3,000元保
釋，但頒下禁足令，禁止 3 人保釋期間踏
足屯門，以及須遵守宵禁令。
第一被告郭賀彬昨於庭外辯指，案發當
日只是隨大隊而行並途經屯門，其間看見
一名疑似警察的黑衣男子在人群中扯人口
罩，後方並有人衝前，疑是拘捕示威者，
他於是從袋中拿出哨子叫人逃跑，卻被警
方誤會為帶領滋事者而被捕。

■被禁足屯門及須遵守
宵禁令的16
宵禁令的
16歲被告
歲被告。
。

■另一 16 歲被告亦須禁
足屯門及須守宵禁令。
足屯門及須守宵禁令
。

林建岳：捍「旅遊之都」聲譽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朱燁、實習記者
許一傑 兩會報道）
對於日前發生在香港
的「反水客」暴力衝
林建岳
擊活動，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林建岳昨日表
示非常擔憂，「這件事情嚴重影響了香
港多年來建立起的『旅遊之都』形象，
不只是內地遊客，全世界遊客看到發生
的事情都會引發擔心。」他續指，這種
行為，絕對已經影響到了香港飲食、零
售等方方面面的行業，「整個事情已經
很政治化。」

工聯會籲警嚴正執法 保護業界

准三千元保 禁踏足屯門

林建岳提到，國家旅遊局座談會上
就有人問及網上廣泛流傳的「香港不
歡迎旅客」事件，他澄清道，「香港
依然歡迎旅客，至於對市民生活的影
響，完全可以通過重新衡量香港的接
待能力、零售能力等方法來解決。」
他重申，「趕客這種行為，是絕對不
被允許的。
他認為，「反水客」示威活動既有損
形象、影響遊客，又影響香港市民的正
常生活，其結果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
他續指，不應該用暴力來爭取民主和自
由，香港政府應想出一種冷靜的方法來
平衡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水貨客」暴力近日愈演愈
烈，遭到社會各界痛斥。工聯會轄下 4 個行業的工會昨晨在灣仔
警察總部外向警方遞交請願信，強烈譴責暴力對待旅客的行為，
並要求警方嚴正執法，採取果斷及有效措施保障從業員安全。香
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總幹事林志挺指出，去年至今的負面事件令
部分酒店訂房率下跌至僅餘 50%，反映「佔中」及近期示威事件
的負面影響已逐步在社會浮現。

店員營業額下降礙生計
林志挺等數十人昨在灣仔警察總部門外抗議，一行人高舉橫額
並高叫口號，希望有關執政部門正視近期的「反水貨客」行動。
林志挺指出，近期發生多宗針對旅客的示威行動，由過去示威者
只於店舖門外叫囂，發展至近日會進入店內指罵顧客及職員，形
容有關行動已經失去理性及正常容忍的範圍，憂慮日後有機會演
變成襲擊事件，會直接影響職員及旅客人身安全，破壞香港形
象，「由旅遊之都變成暴力之都。」
他又透露近月收到不少從業員求助，表示工作時遇上示威者，心
理受到極大的困擾，從業員敢怒不敢言，擔心受到示威者直接的暴
力傷害，及表達意見時會被示威者「起底」侮辱人格，令自身及家
人受威脅。另一方面，他指不少從業員營業額需要達標，但示威影
響營業額，令他們害怕收入受損影響家庭生活。

部分酒店訂房率跌至50%
他續稱，示威行為不但直接影響零售業，同時影響其他相關行業
包括百貨、酒店、飲食及交通運輸等，涉及數十萬人的福祉，工會
更收到消息指一些酒店半年內的訂房率更下跌至只有 50%，認為
「佔中」及暴力對待遊客事件的負面影響正逐步在社會浮現，「示
威者的行為令香港形象受損，如果情況持續，會令遊客以為香港不
歡迎旅客到訪。」
工會認為，類似日前的暴力事件已經達至不能容忍的地步，部分
示威者用腳踢別人的財物，情況失控。工會對示威事件予以強烈譴
責，同時對警方執
法不嚴感到失望，
要求當局嚴正執
法，並採取果斷及
有效措施，保障旅
客及相關從業員的
人身安全。他們要
求警方必須嚴懲有
關組織者，以免暴
■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總
力行動在香港蔓
幹事林志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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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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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學生涉暴力被捕 吳克儉促加強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激進反對派成員日前借「反水
貨客」為名，在上水、屯門及尖沙咀大肆搗亂，滋事者大多為年
輕人。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強烈譴責「反水貨客」的瘋狂行
為，批評這是近乎暴力的行為；而當中有三名中學生及兩名大學
生被捕，更令他感到十分失望及擔心。不過，他相信有關學校和
院校都會啟動既有機制，透過家長及家校合作，關注有關學生，
教育年輕人了解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吳克儉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被記者問及對日前「反水貨
客」行動的看法。他強烈譴責這是近乎暴力的行為，「你看到
不論是否真的帶水貨，無論是本地人或內地人，有那麼大的衝
擊及達到暴力行為的衝擊，這個我們真的認為不可以接受。」
就有人不斷在網上煽動「反水貨客」，外界擔心會有愈來愈
多年輕人加入，吳克儉指，會與校長聯絡了解情況，學界宜多

關注網上安全和網上的資訊，協助學生多元化了解事件，並針
對香港的核心價值如守法、尊重法律等層面多做工夫。

理大中大籲合法表訴求
據了解，有理大三年級女生因「反水貨客」事件被捕，理大發
言人回應指，有關同學已聯絡理大學生會尋求協助，學生會已介
紹義務律師提供法律支援。理大稱支持言論自由，亦呼籲學生要
時刻保持冷靜克制，採取任何行動時，都應該考慮其行動可能引
致的影響，並對後果負責。
中大發言人證實有一名學生被捕，學生事務處已聯絡對方了解
情況，知道該學生在保釋當中，校方會繼續跟進及給予適當輔導。
發言人強調，大學對所有暴力行為均不可容忍，任何人在表達意見
時，均應以和平、非暴力及合法的方式進行，並須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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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老凌幼激民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連嘉妮）
周日多區出現「反水貨客」示威，其間有
長者被踢跌；有女童被嚇至嚎啕大哭，示
威者無賴行徑燃起全城怒火。多名市民昨
日紛紛致電電台，狠批示威者擾亂民生秩
序之餘，亦砸壞香港「好客之都」的美
譽。聽眾吳先生表示，其馬來西亞華僑親
戚當晚路經尖沙咀，竟因說普通話而被罵
為水貨客，對香港感到很失望。此外，網
民亦紛紛在多個討論區留言譴責示威者粗
暴，促請警方嚴懲滋事分子，否則「我心
目中的文明香港就會消失了！」。參與示
威的「熱血公民」悍將鄭松泰昨日竟揚言
■「熱血公民」成員鄭松泰(左)及立法會議員范 「不應以聖人的道德標準衡量反水客示威
國威出席電台節目。
者」，堅拒道歉。

市民紛致電 譴責歪理鄭松泰
多次發起反水貨客示威的「熱血公民」核
心成員、理工大學專任導師鄭松泰昨日接受
電台訪問，聲稱示威演變成擦槍走火的局
面，是官逼民反的結果，特區政府要負上最
大責任。對於有女童在示威期間受驚大哭，
他反指其母親當時提及女童在港讀書，因而
牽動示威者的神經，要為事件負上責任。

范國威避重就輕諉過政府
多名聽眾異口同聲批評鄭松泰諉過於
人，並對其教師身份倒抽涼氣。黃先生
怒斥道：「愈聽愈離譜，簡直是歪理！
難道政府不理會，就可以亂來？那麼社

會會變成甚麼模樣？」馮太太對於參加
示 威 的 一 名 被 捕 人 士 僅 得 13 歲 深 感 痛
心，她又寄語鄭身為師表，切勿唆擺學
生。她又批評示威者鬧人、踢人的行為
會令學生上行下效。不過，亦有聽眾批
評政府反應遲緩，應及早疏導問題，而
非事後才集體作出批評。
而本身是「香港本土」成員的立法會議
員范國威昨日在同一電台節目中聲言，示
威者是「誤中副車」，應該道歉。然後他
將責任推給政府政策「失誤」，稱政府應
受到譴責。

懸紅一萬元「通緝」踢人惡青
眾多網民對示威者欺負老幼婦孺的行為

義憤填膺，紛紛在討論區上聲討。有網民
指，「以暴力對人欺負弱小的，都是可
恥，兇女人小孩更是稱不上男人。」亦有
網民「跪求」警方今次必定要嚴懲示威
者。另外，一名示威青年被拍攝到疑踢跌
一名老翁的手推車，惹起部分網民憤怒，
有人紛紛在社交網站貼文，聲稱懸紅 3,000
元，甚至1萬元「通緝」該名青年。
屯門區議員、香港律師會前會長何君堯
昨在電台節目上批評示威者行徑令人髮
指，令本港「好客之都」、「具法治精
神」、「旅遊勝地」的形象「一鋪清
袋」。他又謂，示威者對來港旅客做出滋
擾及人身攻擊，已屬刑事罪行，當局應作
出嚴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