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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近年內地客赴港個人遊出
現飽和，令香港接待容量受壓，特區政府正與中央商討優
化個人遊政策措施。港澳辦副主任周波接受內地傳媒專訪
時表示，目前香港旅遊承載力大致接近飽和，出現某些問
題是不足為奇，但不能把個人遊、「一簽多行」問題誇
大，更不能把問題政治化，國家會與特區政府妥善處理，
協商優化個人遊和「一簽多行」政策。各方會盡快落實優
化政策，不會拖太久。
周波3月9日在接受《南方都市報》專訪時指出，不能把

個人遊、「一簽多行」出現的問題誇大，更不能把這些問
題政治化，應該從歷史全面看待這兩個政策，中央政府將
優化個人遊、「一簽多行」的政策，根據實際情況統籌考
慮，兼顧各方面的需要。
他指出，個人遊政策2003年7月推出，當時為了支持港

澳應對沙士疫情的衝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並應香港特
區政府請求，國務院批准在廣東4個城市實施居民赴港澳個
人遊試點，之後逐步擴大到49個城市，覆蓋逾3億人口；
2009年4月，允許符合條件深圳戶籍居民申辦一年多次往
返香港個人遊簽註，也是大家俗稱的「一簽多行」。

政策振港澳經濟立竿見影
周波形容，個人遊政策實施，為提振港澳經濟起到立竿

見影的效果，拉動港澳旅遊、酒店、餐飲、零售等行業發
展，並擴大了就業及便利了內地居民赴港澳，增進了三地
人員的往來和互相了解，促進了粵港澳合作，政策實施過
程中出現某些問題是正常的，「港澳兩個特區目前旅遊承
載力大致接近飽和，出現某些問題也就不足為奇。」
他分析指，既然個人遊出現的問題，主要是內地遊客持

續增長和港澳旅遊接待力不相匹配造成的，那麼解決問題
也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根據港澳特區的實際情況優化完
善個人遊、「一簽多行」政策；二、港澳兩個特區加強旅
遊基礎設施和配套設施的建設，提升旅遊接待能力，同時
內地也要加強居民文明出行、文明旅遊的教育。

國家將與特區協商創共贏
周波強調，國家有關部門會與特區政府妥善處理，與特

區協商優化個人遊、「一簽多行」的政策，「中央部門也
積極回應，希望使政策更符合香港等各方情況，帶來共贏
的社會效果。總之是要有利於促進內地與港澳人員交流與
往來。在工作過程中，我們會與各方保持溝通。」那優化
方案何時出台？他坦言，各方會盡快落實優化政策，不會
拖太久。

周波：問題莫誇大 個人遊將優化

陳雲「四眼弟子」罵哭女童被捕
死撐路過幫口 實「港獨」分子屢參與反水客搞事

最新被拘捕的兩名男子分別姓陳、47
歲及姓曾、27歲，昨日下午先後

於屯門及天水圍區被捕，俱涉嫌在公眾
地方行為不檢。警方透露，其中陳姓男
子涉及當日一對拖篋買書的母女在屯門
被示威者包圍指罵的事件。至昨晚他被
押返屯門大興邨寓所搜查，他被黑布蒙
頭，鎖上手銬，警方在其住處帶走多袋
證物，包括鞋、布袋及電腦。

另一男子起飛腳同被拘
曾姓男子則涉曾起飛腳踢拉手拉車的
途人。
據網上視頻及有關相片畫面顯示，當

天下午5時許，有示威者在屯門V City外
對開行人道上，包圍一對路經此處的拖
篋兩母女並惡言辱罵，而指罵者中，包
括昨日被捕的「四眼男」。事件經媒體
曝光後，「四眼男」於周二就事件公開
道歉，但他聲稱，當時只是恰巧經過上
址，「有感而發」才上前「幫口」指摘
該對母女。
但現場消息透露，「四眼男」絕非
「恰巧經過」，其實，當日他曾與其他
示威者一起，先後到上水與屯門等地區
參與反水貨客活動，而在屯門其他場
合，也指罵路過的拖篋者。

全城鬧爆 怕起底焗道歉
消息並指出，「指罵母女」事件曝光
後，立即受到全港市民的指責，「四眼
男」也如其他示威者一樣被網民「大起

底」。網民揭發「四眼男」在天水圍新
北江商場經營一家電器維修店舖。至本
周一，有多名市民到其店舖怒斥其辱罵
無辜路人的行為。據說，「四眼男」是
擔心「遭遇不測」，才於次日被迫透過
媒體對外公開道歉。
據悉，今年40多歲的「四眼男」是

「城邦論國師」陳雲的積極追隨者，曾
多次參與遊行「示威」活動。在今年2月
1日「民陣」發起的大遊行中，「四眼
男」更手持象徵「港獨」的「龍獅旗」
與其他「港獨」分子參與遊行。而在今
年2月15日的「光復沙田」、3月1日
「光復元朗」活動中，他均有參與。

護短「情切」「國師」面書爆粗罵警
在昨晚「四眼男」被捕的消息傳出

後，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自
號「國師」的陳雲，不忿其「弟子」被
拉，於8時許在其facebook（面書）上以
粗言穢語大罵內地旅客及香港警方，稱
香港警方是保護來自內地的「納粹
黨」、「皇軍」。
就當日的反水貨客示威活動，警方早

前已拘捕5名滋事者，其中1名24歲男子
昨被暫控一項普通襲擊罪，今日在屯門
裁判法院提訊。另外3名年齡16歲至21
歲被捕男女，前日已在屯門裁判法院提
堂，同獲准保釋，案件押後至5月再訊，
3人候訊期間禁足屯門及要遵守宵禁令。
一名13歲男童獲准保釋候查，須於4月
上旬到警署報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齊正之、杜法祖）激進反對派及滋事分子8

日在屯門等多個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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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昨日下

午再拘捕多兩名涉案男子，涉行為不檢及襲擊。據本報獲悉，昨日下

午被捕的其中一名陳姓中年男子，就是涉嫌於3月8日在屯門參與

「大罵母女」的「四眼男」。消息透露，「四眼男」是鼓吹「港獨」

的「城邦派」成員，過去一個多月來，曾多次參與反水貨客行動。

「撐警」「正義」促反對派議員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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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李自明）
反水貨客的暴力示威擾亂社會秩序，遭到
社會各界痛斥。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昨日
坦言，兩地矛盾愈來愈尖銳非香港之福。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則
指，「反水貨客」示威是極少數搞事者的
行為。
正在北京出席全國「兩會」的陳永棋昨日

表示，世界各地都歡迎旅客，如香港逆道而
行是不合常理的。香港市民即使不滿現狀也
不應發洩在遊客身上。他又指，不少靠近邊
境的商舖專門做內地人生意，如調整「一簽
多行」政策，當地居民生活可能受到打擊。
兩地矛盾愈來愈尖銳，受害的是香港，問題
要得到適當的疏導和紓緩。
譚耀宗則批評，香港有極少數搞事者利用

水貨客問題反對內地人來港，強調有關所為
不代表多數港人意見。市民重視香港與內地
的交往合作和關係，加強團結和諧是大多數
港人共識，香港已多次譴責及批評有關行
徑，並要求警方加強執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昨日與傳媒茶敍

時表示，激進行動於法、理、情都不能成
立。參與這些激進行動者，大多都不是當區
居民，反映有人借機搞事，以所謂「本土主
義」為名破壞香港，從而獲得政治利益，並
在反對派內奪權。
被問到應否因此而盡快為香港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時，吳亮星認為，香港不能享受
國家賦予的種種權利，而不去履行憲制責
任，是時候為立法定下時間表。

新社聯促警懲暴防再滋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在星期日的反水貨客示
威，引起多次混亂，令不少市民受到波及，新界社團
聯會屯門地區委員會聯同多個團體昨早到屯門警署請
願，批評周日的滋事分子以反水貨客為名，但以近乎
暴徒的行為去表達訴求，要求警方嚴正執法，嚴防事
件再發生。
新界社團聯會屯門地區委員與新界西居民聯會、香

港婦女聯盟、香港工商業總會(屯門分會)及屯門東南商
業協會，一行約50人到屯門警署請願，他們拉起多張
橫額，上面寫上「要求警方嚴正執法捉拿滋事分子保
障人物安全」、「港獨違法可恥強烈要求警方懲暴」
等字句，亦高呼多句口號。請願人士將請願信遞交警
方後散去。
請願人士表示，周日有一批人以反水貨客為名，到

處破壞社會秩序，對此表示強烈憤怒，有關的暴力行
為不但對來港旅客及道路使用者造成極大不便，亦損
害地區營商環境及危害人身安全，更破壞香港的聲譽
及形象。

陳文華：暴力示威感憤怒
民建聯屯門區議員陳文華表示，屯門區水貨客活動

影響居民生活，但有關問題不算太嚴重，他強調，會
從不同的層面去督促政府及有關部門建立防止水貨客
氾濫的機制。他認為，作為香港市民，對於周日的示
威事件感到非常憤怒及遺憾，而且為當日的青少年行
為感到心痛及悲哀，亦不認同他們表達意見的方法。
陳文華續指，香港有足夠的渠道予市民表達意見，

市民應該用合情、合理及合法的方法去表達意見，他
又稱，會在不同的渠道教育，將正能量信息傳予青年
人。他促請警方嚴正執法，嚴防事件再次發生；加強
巡邏，嚴防暴力事件再爆發，以及留意網上動態，靈
活調配警力，及早作出部署。

青協籲青少年勿以暴力表訴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近日的反水貨客示威浪潮
愈演愈烈，更發展成暴力事
件，被警方拘捕的滋事者當
中，甚至包括10多歲出頭的中
學生。青協青年違法防治中心
督導主任陳文浩昨日接受本報
訪問時指出，青少年關心民生
是一件好事，但不應透過違法
或暴力行為去發聲，最終不但
解決不了問題，更可能傷害到
自己，甚至負上刑責。他又呼
籲家長耐心與子女溝通，誘導
他們從更深入的角度思考問
題，不要一開始便直斥其非。

陳文浩：負刑責傷害大
陳文浩昨日在接受訪問時表
示，大部分年輕人都是理性
的，相信部分年輕人是受到當
時的環境與氣氛影響，情緒太
高漲，最終可能作出一些造成
混亂，甚至禍及無辜的行為。
大家應從互聯網及傳媒就事件
的不同觀點，透過多元思考及
分析利弊，及建立獨立思考，
並多與家長討論。
他坦言，時下部分年輕人看到
自己不滿的事情，只會想到透過
暴力，甚至聯群結黨自行解決事
件，「但暴力或違法行為其實都
解決不了事件，反之可能傷害到
自己。」任何人，特別是年輕人
不要做出違法的暴力行為，「透
過犯罪行為表達意見是用錯方法，

如果因此負上刑責，更會對青少
年造成很大傷害。」
陳文浩續說，不少家長都表

示與子女的觀點不同，並對他
們的行為表示擔心。他呼籲家
長不要與子女呈對立局面，
「不要以是與非、對與錯的角
度去傾，應該開放討論，先讓
他們表達己見，再讓他們深入
一點去思考，最好是能表達對
他們的關心。」任何年輕人或
家長需要協助，可致電青年違
法防治中心熱線 8100-9669。

黃成榮：包袱小易煽動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

系教授黃成榮則認為，發起反
水貨客示威的團體是覷準年輕
人包袱較小，毋須工作，較容
易受網上號召參與示威，部分
青年經常流連網上世界，又以
匿名方式留言，以為自由自
在、不受約束，較容易在現實
生活中作出大膽行為

林日豐：社交網絡播毒
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林日豐認

為，近年政制爭拗已令年輕人積
累怨氣，催生「公民抗命」的想
法。他指出，學校一直有灌輸正
確價值觀，但社交網絡散播激進
及違法意識，特區政府與社會都
要關注。註冊社工馮志豪則指，
時下青年較自我中心，不懂得站
在他人角度看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撐警
大聯盟」及「正義聯盟」召集人李偲嫣，
昨日發起「反暴力自由行觀光團」，帶領
10多名成員先到政府總部遞交請願信，矛
頭直指27位反對派議員，認為他們應該為
近期的反水貨客衝擊行動負責，公開向全
港市民道歉。他們之後到「熱血公民」總
部抗議，並前往屯門警署感謝警方嚴正執
法，及到大埔一間疑由「調理農務蘭花
系」主席馬健賢任股東的餐廳外抗議。李
偲嫣認為，所謂的反水貨客行動有損香港
「好客之都」的美譽，希望警隊嚴正執
法，從法律上制裁不顧法紀、破壞香港秩
序的示威者。
10多名「撐警大聯盟」及「正義聯盟」的成
員，昨午高舉寫有「好嚇之道，點少得你」的
示威牌，到政府總部外，抗議有市民發起藉反
水貨客為名，實質是針對本地市民及內地遊客
的衝擊行為。他們認為，連串反水貨客行動衝
擊個人遊旅客，是違法「佔領」行動的後遺
症，又要求保安局指示警方嚴正執法，只要出
現非法集會，警員便應立刻採取拘捕行動。

衝擊旅客 損港美譽
兩個聯盟的召集人李偲嫣又向特區政府遞交

請願信，認為所謂反水貨客行動有損香港「好
客之都」的美譽，希望警隊嚴正執法，在法律
上制裁曾參與行動的示威者。她希望建制派議
員集體譴責示威者，又認為反對派煽動年輕示
威者參與衝擊行動，應向香港市民道歉。
其後，聯盟成員帶同印有「熱血公民」黃洋
達的照片，再到位於九龍灣的《熱血時報》辦
公室示威，抗議「熱血公民」在反水貨客行動
中欺凌老弱婦孺。他們並在「熱血公民」辦公

室門外高呼「熱血暴民，搗亂香港」、「黃毓
民正垃圾，黃洋達正禽獸」等口號，要求立法
會議員黃毓民和黃洋達出來與他們對質，但辨
公室職員只是落閘應對。雙方並且隔門互相拍
攝，對峙將近半小時。

製路線圖教訪「熱血」
李偲嫣並預告，會在內地網上討論區公開

《熱血時報》辦公室地址及上載路線圖，教人
上門找黃洋達。她又用普通話呼籲，「我們中
國的所有同胞人民，如果你們也覺得他們（熱
血公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都可以來請他們
出來。」
他們下午再轉往屯門警署，向總督察送上12

枝玫瑰及一張印有「Specially for you」的心意
卡，感謝警方在反水貨客行動中嚴正執法。一
行人隨後到大埔南盛街一間疑由「調理農務蘭
花系」主席馬健賢任股東的餐廳外抗議，並聲
言會知會內地個人遊旅客到該餐廳「觀光」，
但該餐廳否認有姓馬的「老闆」。

■聯盟成員昨到《熱血時報》辦公室外示威。 劉國權 攝

水貨倉縱火案 警發圖緝兩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上月上水一間

水貨客聚集的店舖遭縱火案，警方昨日發出閉路
電視截圖，通緝兩名涉案男子，兩名疑犯年約25
歲至36歲，中等身材，約1.7米高。其中一人案
發時戴深色鴨舌帽及口罩，穿淺藍色衫及牛仔
褲；另一人身穿灰色外套、藍色牛仔褲、攜帶背
包及穿涼鞋。警方呼籲任何人如有案件消息提
供，請致電3661-3370或3661-3372與調查人員聯
絡。
案發上月2日晚上7時許，現場為上水巷仔街一
間店舖，現場職員見到一名男子曾走近店舖，放
下一些物件後逃走，隨後擺放在店舖外的貨品突
然起火，有150盒糖果禮盒焚毀。警方到場調
查，檢獲裝有易燃液體的膠樽、燒毀的布及打火
機。
而早前在現場附近被警方拘捕的兩名青年，已

被控有意圖遊蕩及企圖縱火罪，其中一人要還柙
候訊，昨晨獲高院批准以5,000元保釋，但不得離
港，每星期要到警署報到4次，同時不得前往上
水區及屯門區，下周二在粉嶺裁判法院應訊。

▲▼兩名涉上月2日上水縱
火案男子，被警方發出閉路
電視截圖通緝。

■周波表示，不能把個人遊、「一簽多
行」問題誇大，更不能把問題政治化。

資料圖片

■「四眼男」當日衝向母女指罵。 視頻截圖

▼▼「「四眼男四眼男」」22月月11
日手持日手持「「龍獅旗龍獅旗」」
參與民陣遊行參與民陣遊行。。

齊正之齊正之 攝攝

■新社聯聯同多個團體昨到屯門警署請願。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