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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激進進反水客反水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政府近期與內地有關部門商討優化個人
遊和「一簽多行」事宜，特區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強調，個人遊
和「一簽多行」措施為內地政策範疇，
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會按機
制處理，特區政府仍會密切注視香港接
待能力情況，並繼續與內地有關方面保
持溝通。
「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昨

日在立法會就訪港旅客人次及香港接待
能力問題提出質詢，關注特區政府如何
與內地有關部門商討優化個人遊和「一
簽多行」的措施，以及香港過夜旅客減
少情況和酒店配套發展問題。

屬內地政策 續保持溝通
蘇錦樑在書面回覆中指出，個人遊及

審批簽注屬內地政策範疇，牽涉到中央

及地方政府。特區政府會繼續與中央政
府和內地相關部門保持溝通，中央政府
會按其機制處理。
他強調，特區政府於去年年初公布評

估報告，當時對各項相關旅遊設施已作
評估，目前仍會密切注視香港各方面的
情況，包括訪港旅客數字、零售、餐飲
服務及酒店等各個相關行業，以及個別
地區的承受能力等。
蘇錦樑指出，在訪港旅客持續增長的

帶動下，去年酒店入住率約為90%。雖
然去年內地過夜旅客的留港時間較3年
前輕微減少，但香港整體過夜旅客數字
仍有增長。
當局並預計，未來過夜旅客對本港

酒店房間需求仍然殷切，今後仍繼續
鼓勵多管齊下推動酒店發展，香港酒
店房間總供應將於2017年增至約8.4
萬個。

警已拘警已拘6969人人 當局增巡邏保商業活動正常當局增巡邏保商業活動正常

黎
棟
國

黎
棟
國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激進反對
派以「反水貨客」為名，實為針對內地遊
客，挑起兩地矛盾的衝激行為引起各方批
評。《人民日報》海外版昨日刊登署名文章
批評，激進分子舞動「港獨」旗幟，清楚暴
露其政治企圖，從他們的背後可以看到某些
「佔領」組織者的影子。文章強調，若不能
迅速遏止行動，必定會進一步損毀香港的法
治形象，香港的獨特性將無從談起。
《人民日報》海外版昨日題為《「反水
貨客」行為過激遭炮轟》的署名文章指
出，無數的現場圖片顯示，激進分子戴着
大口罩，不敢以真實面目示人，而他們手
中經常舞動的「港獨」旗幟和狂喊的「中
國人滾出去」口號，清楚地暴露了他們的

政治企圖。

「反水客」示威現「佔」影
文章續指，「佔領」行動以慘敗告終，香

港反對派以及一些激進勢力極不甘心，當時
就宣稱要將抗爭轉移到社區，「很明顯，
近期針對內地遊客的所謂『反水貨客』行
動，特別是那些『越俎代庖』跨地區攻擊
行動，毫無疑問是有組織有策劃的協調行
動，那些積極參與者的背後可以看到某些
『佔領中環』行動組織者的影子。」
文章引用香港文匯報近日的社評指出，

有關行動暴力失控，正是激進組織的搞手
煽動所致，而幾個激進組織大都是去年暴
力衝擊警方防線的「佔領」行動參與者和

組織者，也是藉水貨問題煽動暴力侮辱內
地遊客的罪魁禍首。

任由旅業被摧毀將重創經濟
文章又說，有觀察者認為，香港各方應

該對此保持高度警惕，若不能動用雷霆手
段迅速遏止，必定會進一步損毀已經被
「佔領」行動嚴重損害的香港法治形象；
在經濟發展已經缺乏內在生命力的情況
下，任由別有用心的肇事者肆意摧毀目前
屬於經濟支柱之一的旅遊業，必定給香港
經濟、社會帶來重傷，「一個連遊客安全
都不能保障的地方，奢談法治是可笑的；
而如果法治基礎再被損毀，香港的獨特性
將無從談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區政府一直重視
解決水貨客問題，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指出，在過
去一年，香港海關總共查獲4,986宗違規出口配方奶
粉案件，拘捕5,000人；入境處及警方進行了93次聯
合行動，拘捕831名涉嫌從事水貨活動而違反逗留條
件的內地訪客；制定「懷疑水貨客監察名單」；針對
性打擊工業大廈單位涉嫌進行水貨活動的違反契約個
案等。他並表明，當局無意為遏止水貨客而徵收陸路
離境稅，以免打擊香港旅遊、零售、飲食等行業。
在昨日立法會大會上，「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提出

口頭質詢稱，水貨客在上水、屯門、元朗等地區非常猖
獗，嚴重影響居民生活，令衝突無日無之，要求特區政
府交代香港居民及內地居民的水貨客比例，又聲言特區
政府應收緊「一簽多行」政策，及考慮開徵訪客陸路入
境稅。
自由黨批發及零售界議員方剛則指，在香港進行平

衡貿易是合法的，建議政府考慮同時收取入境及出境
稅，藉此提高成本降低水貨客利潤，「（特區）政府
咩都唔做影響仲大。」

無意徵陸路離境稅 免損旅遊零售
黎棟國在回應時指出，特區政府十分關注水貨活動

對市民生活帶來的滋擾，各執法部門已依法採取多項
措施予以打擊，自2012年9月開始一直進行大規模聯
合行動，遏止水貨活動；香港海關積極與深圳當局交

換情報，並在水貨活動頻繁的邊境管制站進行聯合行
動。
他透露，由去年3月至今年2月底，香港海關總共

查獲4,986宗違規出口配方奶粉案件，拘捕5,000人，
包括1,748名香港居民、3,235名內地居民、17名外籍
人士，並檢獲約61,200公斤配方粉。
同期，入境處及警方共進行93次聯合行動，拘捕
831名涉嫌從事水貨活動而違反逗留條件的內地訪客
及一名香港居民，其中41名內地訪客被控違反逗留條
件，其中39人被判監8個星期至3個月，2人獲撤銷控
罪，其餘790名內地訪客已被遣送回內地。

至2月底拒2.8萬人次入境
入境處並制定了「懷疑水貨客監察名單」，於入境

時加強截查，若來港目的有可疑，會考慮拒絕有關訪
客入境並即時遣返內地。截至2015年2月底，入境處
已將超過13,500名懷疑從事水貨活動內地人的資料放
入監察名單內，並拒絕超過28,500人次入境。
針對水貨客中內地居民及香港居民的比例問題，黎

棟國指出，在違規出口配方奶粉案件中，內地居民佔
六成四，香港居民佔三成半。不過，從整體「走水
貨」者分析，水貨客中內地和香港居民的比例約各佔
一半。
黎棟國並指出，消防處亦已加強巡查上水、粉嶺和

屯門區內涉及水貨活動的樓宇。單在今年2月，消防

處在上述各區巡查超過240幢樓宇，發出19張消除火
警危險通知書，並就3宗個案提出檢控。
警方也經常巡查水貨黑點，加強對阻街、滋擾、違
例泊車及上落貨物引致道路阻塞等問題的執法。今年1
月至2月，警方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二二八
章）、《定額罰款（交通違例事項）條例》（第二三七
章）及《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例》（第二四零章）
共發出超過40張告票及3,300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票
控1名的士司機以的士運載貨物及4名司機兜客。

地政處設小組掃水貨倉
黎棟國並指出，地政總署的新界屯門、元朗和北區

分區地政處已成立特別行動小組，針對性打擊工業大
廈單位涉嫌進行水貨活動的違反契約個案。有關分區
地政處在本年2月初至今共巡查3區內超過2,000個樓
宇單位，並已向涉嫌違契進行銷售活動的40個單位發
出警告。署方及後根據地契條款及援引《政府土地權
（重收及轉歸補救）條例》，重收2個違契單位，地
政總署會繼續跟進其餘個案。
就開徵陸路旅客入境稅的問題，黎棟國強調，香港
是自由港，開徵陸路旅客入境稅建議並不可行，「現
時每日有高達180,000名香港居民前往內地，我們不
能在向內地訪客徵收有關稅項的同時，亦期望內地不
向港人徵收這些稅項。（香港）旅遊業界也普遍反對
有關建議，擔心會打擊旅遊、零售、飲食等行業。」

在立法會昨日大會上，有關「反水貨客」示威的問
題成為了議員質詢的其中一個焦點。民建聯議員

蔣麗芸提出書面質詢，指近期接二連三發生「反水貨
客」示威活動，出現示威者以腳踢途人的手拉車並引
致肢體衝突、衝入店舖指罵顧客等情況，影響店舖生
意和社會秩序。

蔣麗芸：襲途人損秩序
她特別關注到當局批准有關組織進行示威的準
則，以及如何加強保障商戶、居民和遊客安全，以
防再發生破壞公共秩序事件，維護香港旅遊安全城
市聲譽。
黎棟國在書面回覆中批評，有團體自今年2月於多
個周末在全港不同地區發起所謂「反水貨客」示威行
動，其間出現暴力行為，嚴重破壞社會秩序，濫用表
達意見的自由，超越法律容許的底線。截至本月15
日，警方共拘捕69人，分別涉嫌在公眾地方行為不
檢、非法集會、在公眾地方打架及藏有攻擊性武器
等，有19名警務人員同時在事件中受傷。警方會繼續
調查，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他續說，警方曾就上月8日於屯門和本月1日於元朗
舉行的「反水貨客」活動收到示威通知，並發出「不
反對通知書」，警方當時已在「不反對通知書」中施
加若干條件，包括要求主辦單位安排足夠糾察和聽從
警務人員指示，確保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
至於近期在沙田、屯門及尖沙咀舉行相類活動，有
關組織並沒有通知警方。警方稍後會調查搜證，若有
足夠證據，就會依法檢控。
黎棟國補充，警方處理公眾活動會因應目的、性
質、參與人數、過往處理同類活動的策略及經驗等，
作全方位的風險評估及考慮，以規劃整體策略及應變
方案，並會根據當時情況靈活調配人手，採取人群管
理措施，以保障公共安全和維持公共秩序。
他強調，任何人違法，警方定會果斷執法，將違法
者拘捕及繩之於法，彰顯法治。

劉皇發：嚴重滋擾居民
在昨日會議上，鄉議局主席劉皇發發言時批評，水
貨客對居民造成困擾，但「反水貨客」示威者隨街指
罵路人，甚至闖入商店搗亂，同樣對居民構成嚴重滋
擾，盼警方加強各區警力。

陳克勤：未判監受質疑
民建聯議員陳克勤形容，警方表明不會容忍指罵路
人、攔途截查市民行李等「反水貨客」行為，但至今
仍然沒有相關違法者被判監，質疑警方是有心無力，
「這樣會令市民懷疑法例是否不合時宜？法庭是否採
取寬鬆態度？抑或局長及警方有心無力？」

鍾樹根：行動宣「港獨」
民建聯議員鍾樹根批評，反對派刻意將水貨客與觀
光旅客混為一談，旨為反華反中央，宣揚「港獨」。
不過，反對派議員黃毓民公然為示威者的暴力行為
張目，「特區政府對水客執法不力，對收緊『一簽多
行』無反應，社會撕裂等全部都是政府的責任。是否
要拉人槍斃或重判10年？新界人喊打喊殺反而唔使節
制？『反水客』示威做得啱，講完。」
黎棟國在回應時強調，香港市民對部分人的「反
水貨客」示威的態度「有目共睹」，警方不會容忍
任何破壞社會秩序行為，並會採取適當行動，包括
與商戶保持密切聯繫及加強巡邏，確保商業活動正
常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鄭治祖鄭治祖、、李自明李自明））香港激進反對派組織近期藉口香港激進反對派組織近期藉口「「反水貨反水貨

客客」」示威示威，，在多區展開衝擊搗亂的行為在多區展開衝擊搗亂的行為，，挑撥香港市民與內地居民的關係挑撥香港市民與內地居民的關係，，更趁更趁

機宣揚機宣揚「「港獨港獨」」思想思想。。特區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強調特區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強調，，警方不會容忍任何破壞警方不會容忍任何破壞

社會秩序行為社會秩序行為，，任何人違法必被依法追究責任任何人違法必被依法追究責任，，切勿心存僥倖切勿心存僥倖。。他透露他透露，，在連場在連場

「「反水貨客反水貨客」」行動中行動中，，警方共拘捕警方共拘捕6969人人，，涉及行為不檢涉及行為不檢、、打架及藏有攻擊性武器打架及藏有攻擊性武器

等等，，當局亦會與商戶保持密切聯繫及加強巡邏當局亦會與商戶保持密切聯繫及加強巡邏，，確保商業活動正常進行確保商業活動正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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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香港研究
協會昨日公布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特首梁振
英的整體滿意度評分及10項具體表現的滿意
度評分全數上升。受訪者最滿意梁振英於維護
國家與香港利益、促進與國際社會的聯繫及處
事果斷等方面。調查機構相信，結果與梁振英
於本月初與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商討優化個人遊
及「一簽多行」政策有關。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10日至14日，以電話

成功訪問了1,140名18歲或以上香港市民，了
解他們對梁振英6項基本施政方針的落實成效
和4項領袖特質的滿意度，昨日公布結果。以
1分「非常不滿意」至5分「非常滿意」計
算，受訪者對梁振英的整體滿意度為 2.48
分，較上次調查上升 0.08 分。

商討優化贏民心
受訪者對梁振英10項表現滿意度評分也全

數上升，最滿意是他在「維護國家與香港利
益」（2.83 分，升0.07分）、「促進與國際
社會的聯繫」（2.54 分，升0.1分）及「處事
果斷」（2.54分，升0.01分）方面，其中「促
進與國際社會的聯繫」方面更是錄得最大升
幅。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指出，香港市民對梁振

英整體表現及各分項評分全數上升，相信與梁
振英於本月初與中央有關部門商討優化個人遊及「一簽多
行」政策有關，反映市民對其近期的工作表現有所改觀。
該會呼籲特首繼續努力，加強與市民溝通，推進各項
施政措施，就市民關心的議題作出積極的回應，並督促
財金官員警惕各國貨幣競爭為香港經濟帶來的不明朗因
素，如削弱香港出口競爭力及旅遊吸引力等，適時推出
相應措施，以增強市民對經濟前景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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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出口奶粉 一年拘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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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棟國
透露，在
連場「反水
貨客」行動
中，共69
人涉及行
為不檢、
打架及藏
有攻擊性
武器等被
捕。圖為
「光復元
朗 」 衝
突。
資料圖片

■■在昨日立法會大會上在昨日立法會大會上，，有關有關「「反水貨客反水貨客」」示威的問題示威的問題
成為議員質詢的其中一個焦點成為議員質詢的其中一個焦點。。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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