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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將於周四舉行國會大選，惟當地在

不足兩周內先後發生兩宗恐襲，不少國民

均擔心安全，有民眾在倫敦恐襲發生後數

小時，於網上發起聯署，要求於「可見將

來」暫停大選，將英國及人民的安全放於

首位。執政保守黨及在野工黨昨日均表

示，當天會暫停所有競選活動，但英國獨

立黨則表示會如常拉票。首相文翠珊同日

稍後稱，不許暴力中斷民主程序，國會大

選將如期舉行，今天會恢復競選活動。

■香港文

匯報特約

記者

黎耀康

倫敦報道

歐盟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稱，以震驚的
心情留意倫敦最新事件發展，向受害者及
他們的家人致哀，並為他們祈禱。

法國 總統馬克龍表示，面對這宗最新慘
劇，法國與英國站得更近，向罹難者及他
們所愛的人寄予哀思。

加拿大 總理杜魯多形容倫敦發生的事件

可怕，加方正密切留意狀況。

澳洲 總理特恩布爾指出，面對倫敦令人
震驚的恐怖襲擊，澳洲民眾為英國人民祈
禱，並與他們休戚與共。

日本 外務省提醒訪英旅客密切留意周圍
環境，尤其在景點、市集及演唱會，若發
現可疑跡象應即時離開。

居於英國森德蘭的奥克斯利昨日凌晨在Change.
org網站發起聯署，寫道：「我確保大部分英

國人都同意，現在並非舉行大選的時機。在經歷第
2次襲擊後，我相信現在是時候，將我們國家及人
民的安全放在首位，這是我希望於可見將來暫停大
選的原因。」
除奧克斯利外，微博twitter亦有多位用戶作出同
樣訴求，當中有人提到不能在政府過渡期間，承受
這樣的風險，因此暫停大選是最理想做法；另有網
民指，只有犯案者希望繼續大選，令選舉出現不確
定性及不穩，因此他認為現在並非理想的時機，要
求立即煞停。

倫敦市長：不被嚇到 不應押後
倫敦市長簡世德昨表示，不應押後大選日期，認
為照原定計劃在周四投票，可顯示民眾不會被嚇
倒，並明白到民主、公民自由及人權的重要。簡世
德續稱，在前晚恐襲發生後，倫敦民眾會看到警方
加強警力，因此毋須感到恐慌，呼籲市民冷靜並提
高警覺。
保守黨在選情方面續現隱憂，民調機構Surva-
tion最新調查結果顯示，保守黨支持度在過去兩個
多星期急瀉11個百分點，目前已跌至40%，領先
工黨僅一個百分點。Survation創辦人達米安稱，
「根據我們的最新數據，文翠珊取得國會控制權的
機會只有一半，選舉失敗的風險正逐漸增加。」

47%受訪者不滿郝爾彬
另一民調機構ComRes於上月31日至本月2日訪
問約2,000名英國成年人，
發現對文翠珊的滿意度只有
39%，不滿意度則為42%，
滿意淨值為負3，是文翠珊
任職首相後滿意淨值首
現負數，較今年2月的
調查下跌9點，不滿意
度更在4個月內增加10
個百分點；至於郝爾彬
的滿意淨值則較上次調
查增加18點，惟因仍有
47%受訪者對他不滿，故滿
意淨值仍達負15，反映選民
對主流政黨黨魁普遍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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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封鎖線外高舉標語有人在封鎖線外高舉標語，，揚言不會被恐怖主揚言不會被恐怖主
義擊倒義擊倒。。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黎耀康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黎耀康 攝攝

網民聯署促延大選 文翠珊拒改期
民望首現負值 保守黨僅領先一個百分點

倫敦橋「打卡」必到
博羅市集美食雲集

工黨倡反思反恐政策
打動選民

抽水促恢復入境禁令
特朗普惹公憤

今次遇襲的倫敦橋及博羅市集均是倫敦著
名遊客區，歷史悠久，其中博羅市集有數百
年歷史，是倫敦規模最大和最著名的美食市
場，由於附近有不少廉價旅館及學生宿舍，
所以成為「背囊友」及海外僑生的落腳地，
充滿多元及國際化氣息。
屬於遊客「打卡」必到的倫敦橋，歷史
可追溯至羅馬時期，現存橋樑為1970年
代重建，一曲《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更令倫敦橋變得家傳戶
曉。
沿倫敦橋走到泰晤士河

南岸，穿過地鐵橋底便可
抵達博羅市集。博羅市集
毗鄰索斯沃克座堂，早於
中世紀已出現，現有主建

築物則屬19世紀典雅設計，市集內各式各樣
食檔雲集，亦有農產品出售，外圍則開設了
不少時尚食肆和酒吧，成為附近金融機構從
業員和年輕人聚腳地。

經常在twitter胡亂發言的美
國總統特朗普，昨日回應倫敦
恐襲時又再失言，他表示會協
助英國的同時，竟然借恐襲
「抽水」，施壓要求法院恢復
執行他的穆斯林入境禁令。網
民批評他消費倫敦恐襲，美國
塔夫茨大學政治教授德雷茲內
直言特朗普是個不懂做總統的
「低俗騙子」。
特朗普先後就倫敦恐襲3次

發文，第一則轉發了以嘩眾取
寵見稱的保守派新聞網站
Drudge Report的報道，聲稱
襲擊「導致20人死亡」，遭傳

媒質疑誇大消息。他其後刪除
訊息，但旋即又發文硬銷入境
禁令，8分鐘後才以較為「官
式」的語氣發文，表示會向英
國及倫敦伸出援手，「我們會
與你們在一起，願主保佑」。
倫敦市長簡世德在恐襲發

生後表示，警方會在未來數
日內加強警力，市民無需擔
憂。特朗普昨在twitter發文時
斷章取義，批評簡世德呼籲
別人無需對兇徒行徑擔憂，
表示必須制止這種政治正
確，切實處理國民安全問
題，否則只會令情況惡化。

英國輿論認為，大選前接
連發生恐襲，將影響選民在
脫歐、移民、反恐政策等問
題上的立場，從而影響選
情。傳統智慧認為選前襲擊
頻生，對執政黨有利，但執
政保守黨支持度卻不斷下
滑，在野工黨民望則上升，
或反映工黨提出反思英國反
恐政策的主張能打動選民。
事實上，部分英國人早對

英國追隨美國在伊拉克、利
比亞等地區進行反恐戰爭反
感，連串發生在英國本土的
恐怖襲擊，將讓工黨在選戰
中獲益。英國網民希爾德在
社交媒體的留言，或許說出
了部分民眾的心聲，她說：
「我並不關心哪個政黨在大
選中獲勝，也不在乎他們的
競選宣言說什麼，只是希望
這樣的襲擊不再發生。」

多國致哀

■■恐襲現場附近有人獻花悼念恐襲現場附近有人獻花悼念。。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黎耀康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黎耀康 攝攝

■■警方派出快艇在泰晤士河巡邏警方派出快艇在泰晤士河巡邏。。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黎耀康黎耀康攝攝

■■受恐襲影響受恐襲影響，，餐廳關閉餐廳關閉。。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黎耀康黎耀康 攝攝

■■多架巴士滯留於被封鎖的倫敦橋面多架巴士滯留於被封鎖的倫敦橋面。。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黎耀康黎耀康 攝攝

倫敦遭受英國短短三個月來的第三次恐襲，初步
造成10人死亡，48人受傷，其中21人危殆。今年
以來，歐洲和全球各地的恐襲事件不斷，不僅對各
國經濟民生構成重大衝擊，也有可能影響到中國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推進。世界各國，尤其是
大國更有責任積極展開合作，加強反恐協調，從源
頭上阻截極端思想的傳播，從根源上解決恐怖主義
的成因，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作為國際城市的香
港，亦有需要爭取國家的支持，加強與各國的反恐
情報交流與反恐合作，同時，也要提升對恐襲的防
禦能力，切實維護社會的安寧和穩定。

從倫敦議會大廈的汽車撞向人群，到曼徹斯特體
育館的自殺式爆炸，英國近月持續籠罩在恐怖襲擊
的陰霾之下。要根除恐襲的毒根，除了加強反恐力
量和手段的治標之法外，更應該從根源上思考恐怖
主義的成因，找出綜合解決的方法。近年來，伊斯
蘭恐怖主義全球化趨勢明顯，尤其是出現「一人、
一刀、一車」的「獨狼式」恐襲的新形式，實在令
人防不勝防。歐洲由於受到近年來複雜內外政治、
經濟等因素影響，恐襲事件屢屢發生，對民眾心理
造成嚴重影響，對百姓生命造成嚴重威脅。意大利
都靈大批球迷在觀看歐聯決賽期間，由於現場有人
燃點煙花引發巨響，民眾以為發生炸彈襲擊而引發
混亂，造成上千人受傷。「獨狼式」恐襲防不勝
防，個別極端分子單獨執行，施襲者或來自被恐怖
組織控制的地區，或是本國國民受極端組織的異端
邪說所蠱惑。恐怖組織只要灌輸極端思想，就有可

能策動襲擊，很難事先作出預警。正如英國首相文
翠珊所指，面對這些施襲方式，一定要靠世界各
國，尤其是主要大國緊密合作，包括在網絡空間阻
截極端思想的傳播等等。 面對反恐新形勢，俄羅斯
總統普京呼籲各國應捐棄前嫌，組成反恐統一戰
線。美國總統特朗普也表示堅定站在歐洲一邊，反
恐政策絕不動搖。但問題是，美歐俄各方關係並未
正常化，在敘利亞和烏克蘭等重大地區問題上分歧
巨大，嚴重影響到國際反恐合作的成效，這種情況
必須改變。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與世界的聯繫已經
十分緊密，尤其是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過程
中，極可能在中東、南亞、中亞和歐洲等沿線國家
和地區，受到恐怖主義的威脅。因此，中國將繼續
與國際社會一道，積極推進國際合作反恐，共同維
護世界和平與穩定。至於香港雖然距離英國逾9000
公里之遙，但對恐怖襲擊的風險決不能掉以輕心。
香港資訊發達，又是多種族聚居，近年更接收不少
成份複雜的「假難民」，容易被恐怖分子利用；香
港又是國際城市，歐美多有投資項目或代表處、總
領館在港，容易成為恐襲的目標；再加上本港龐大
的國際人流出入，這些因素都決定了香港必須提高
警覺，居安思危，嚴加防範。特區政府保安局已經
在今年頭5個月進行了9次反恐演習，當中亦有針對
「獨狼式」恐襲的演習。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
年，有多項大型高層次的慶祝活動舉行，當局更要
強化各種保安措施，務求做到萬無一失。

恐襲威脅全球 各國合作須加強
特區政府日前公佈《可持續大嶼藍圖》，提

出了大嶼山「北發展、南保育」的未來發展方
向，建議在北大嶼設立三個「智慧型低碳社
區」以及兩個「商業及就業平台」，集中發展
東大嶼都會和擴展東涌新市鎮，其中東大嶼都
會初步預計會填海約1,000公頃。整個大嶼山發
展完成後，預計整體可以容納70萬至100萬人
口，並提供約47萬個就業機會。這個藍圖是廣
泛聽取各界意見之後，在兼顧到環境保育等方
面因素的同時，努力運用大嶼山的巨大潛力，
為香港下一階段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
及廣闊空間。香港多數民意都認為該藍圖切實
可行，希望加快推動有關計劃，切勿再失去寶
貴的機遇，期待新一屆政府能夠在這個藍圖的
基礎上，及早進行具體規劃並推動落實，爭取
盡早讓藍圖化為現實。

早在2004年，政府就提出了發展大嶼山的構
思，在時隔13年之後，具體藍圖終於出台。其
要點是分發展和保育兩方面同時進行：一方面在
東北部進行發展，北大嶼山和東大嶼將聚焦房屋
及經濟發展項目，建設舒適宜居的智慧型、綠化
和低碳社區，同時推動香港整體經濟發展。而東
北大嶼山會發展為休閒、娛樂和旅遊樞紐，提供
多姿多彩的遊樂設施；另方面，佔大嶼山多數面
積的南部地區，重點進行自然生態保育以及保存
其鄉郊特色。例如，活化東涌河作河畔公園、保
育大蠔谷、在填海區應用生態海岸線，保存馬灣

涌的鄉郊特色、在東涌考慮設立自然文化歷史徑
和大嶼山自然文化歷史展覽中心等，又會以大
澳、貝澳和水口作為鄉郊保育政策的先導地區，
推行自然保育建議和教育工作。

客觀而言，上述兩方面的發展目標兼顧了各
方面的需求，首先，香港要繼續發展，就需要
更多的土地和發展空間。而大嶼山作為香港最
大島嶼，面積達147平方公里，許多地方都尚
未開發，是未來香港持續發展的新天地；其
次，在發展的同時，也要考慮到環境保護以及
今後子孫後代的需要，不能竭澤而漁，更不能
破壞整個生態環境系統，必須基本保持原有的
青山綠水風貌。另外，大嶼山也是香港連接粵
港澳大灣區和世界各地的重要出入口，交通網
絡也需要進一步完善和配套。而上述發展藍圖
把這些要素較為完美地組合在一起，具有前瞻
性和較大的可行性，因而受到了香港主流民意
的歡迎和支持。

許多社會人士更指出，既然開發大嶼山勢在必
行，政府當局也制定了具有廣泛共識的藍圖，下
一步就應加快推動具體規劃和落實工作，避免再
出現「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情況。尤其是這
個藍圖牽涉面廣，跨越時間長，越早啟動相關計
劃，香港未來持續發展的動力就更大，所具備的
空間就更廣闊。本屆政府任期很快就要結束，期
待下屆政府承前啟後，在推動大嶼山發展方面加
倍努力，盡快做出成效。

大嶼山藍圖出台 加快推動勿再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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