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小姐黃小姐：：嚇走旅客嚇走旅客

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遊
行，遊行應該去政府總部，而
不是到旅遊區。香港作為旅遊
城市應該要保障旅客安全，示
威者在旅遊區遊行的結果只會
嚇走旅客。

各界批遊客區搞事圖打擊經濟
譴責示威者用鐳射光照警眼 籲警方事前綜合考慮果斷作「反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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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是帶孩子來玩幾天，事前
都不知道會在尖沙咀有遊行，帶
着小孩就有點擔心安全問題。這
種行動會嚇怕旅客，最終受影
響的只會是香港人及香港的發
展。我本來都想多留幾天，但
現在應該會考慮明天就離開。

楊先生楊先生：：擔心安全擔心安全

我剛步出地鐵站，就有示威
者過來騷擾，當然擔心有危
險。為免受波及，我會轉移到
其他地點觀光購物。

吳先生吳先生：：恐受波及恐受波及

看到黑衣黑口罩示威者在遊
客區集聚，覺得我們出來行街
購物都有潛在危險，在遠處聽
到他們的叫囂聲都覺得很恐
怖。

侯小姐侯小姐：：叫囂恐怖叫囂恐怖

遊客點睇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今次第一次來香港，同行朋
友都對尖沙咀附近的名店商場
較為熟悉，但沒想到就遇到了
這樣的遊行，真是掃興。我們
打算盡快購物後回深圳，不想
浪費假期。

曾先生曾先生：：遊行掃興遊行掃興

本來都想與女兒趁假期在尖
沙咀逛街，沒想到會在尖沙咀
這樣著名的遊客區遇上遊行。
我現在就離開，不想女兒見到
遊行場面而驚嚇及有危險。

鄧先生鄧先生：：憂女驚嚇憂女驚嚇

吳良好：反修例風波已變質

全國政協常委吳良好指，示威者故意將遊行地區設在高鐵西九龍站周圍，
本身就是不安好心，不但導致大量高鐵班次被迫停止，而且令到周遭一

帶的商舖、餐廳生意大受影響，損害香港的旅遊業和經濟，更對香港的聲譽造
成損害，必須予以批評和譴責。激進示威者針對西九站發難，反映這場反修例
風波已經完全變質，不斷在地區上點燃火頭，到處搞事，目的就是綁架香港利
益，脅迫特區政府接納其不合理的要求。

梁亮勝：示威充滿政治算計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梁亮勝認為，示威者利用高鐵西九站進行示威，
充滿了政治算計，居心叵測，不僅是製造兩地矛盾，打擊旅遊業和經濟，更是
進一步挑戰香港法治和管治秩序。他認為香港需要強有力的手段，進一步強調
法治和秩序，只有法治得到尊重，秩序才能重新建立。

王國強：純粹製造社會麻煩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王國強表示，示威者以高鐵西九站作
為示威地點，完全沒有任何意義，純粹是製造社會麻煩和困擾市民，以最低成
本來消耗香港經濟，背後目的是搗亂和搞死香港。他希望警方即時訴諸法律，
將遊行示威中的違法分子繩之以法。

馬浩文：高鐵示威非熱愛港
全國政協委員馬浩文批評，部分示威者是「終極破壞王」，在人來人往的高
鐵西九站進行示威吸引關注，又對社會、經濟、民生進行種種破壞，完全是出於
自私的想法，並非熱愛香港的表現。他呼籲警方一定要追究和嚴懲所有違法者。

邵家輝：示威造成連鎖效應
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功能界別議員、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認為，市民絕對有

遊行、集會的權利，但在遊行的同時，也應該顧及其他人士的權利、整體經濟
等情況，而今次的遊行路線正正是旅遊區，很多遊客藉暑假時間來港旅遊觀光
等，也是零售、酒店、餐飲等的黃金日子，如受到示威活動影響的話，將會造
成連鎖效應，影響深遠。
他又提到，從網上知悉，這種遊行方式將蔓延到其他地區，明眼人也看得
出，為反對派的區議會選舉攻勢，但也應適可而止，以大局為重。

何俊賢：暴力令「自由」變質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出，反對派示威者一直打着「言論、集會自由」
的口號，但從近日民建聯街站受到騷擾，這種以暴力令他人「滅聲」的「一言
堂」行徑，只會令「自由」變質。而是次的遊行路線，所經之處為旅遊熱點，高
鐵香港段的終站，相當之繁忙，若遊行活動影響到他人、經濟活動等，已經令
「言論自由、遊行集會自由」變了質，而所造成的損失，將會由全港市民「付
鈔」，也得不到廣大市民的認同。若不斷惡化或蔓延的話，警方需要綜合考慮遊
行集會的情況包括所經路線區域等，果斷作出「反對」或「不反對」的通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子京）昨日有示威者由尖沙咀

遊行至高鐵西九龍站，聲稱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阻礙交通，

騷擾旅客，影響商舖營業，其間還有示威者向在水馬後站崗的警

員叫囂，及使用鐳射激光裝置照向警員等。多名政界人士昨晚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基本法賦予市民享有遊行、集會自

由，但遊行必須建基於互相尊重的大前提下，直斥這些示威者

「只有自己自由」，卻「剝奪其他人自由」，衝擊香港法治精

神，而藉機跑到交通要道、商業區、遊客區遊行搞事，更是衝擊

香港民生經濟，必須予以批評和譴責。同時，警方也需要綜合考

慮遊行集會的情況包括所經路線區域等，果斷作出「反對」的通

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示
威者昨日特意在遊客區發起遊行，
更在廣東道一帶及西九龍高鐵站騷
擾內地旅客。旅遊業界及零售業界
人士昨晚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
評，在遊客區示威遊行只會破壞香
港國際形象，嚇走旅客，指行動無
助解決社會矛盾。

示威累生意續惡化
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

表示，香港的零售業情況由去年第
四季開始已經轉弱，但情況在多場
大型示威活動先後舉行後持續惡
化，零售業界的生意近期明顯減
少。業界擔心反修例的示威活動會
持續破壞香港國際形象，遊行衝着
旅客而來，行動只會破壞香港經
濟。香港經濟受損不單影響商家，
前線職員的收入亦可能因為佣金減
少，及薪酬增幅下降而受影響。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

示，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鐵通車

為旅遊業界帶來新機遇，訪港旅行
團數字早前一度出現連續7個月增
長，但受反修例示威影響，訪港旅
行團數目在6月出現跌幅，而今年
暑假的情況亦不樂觀。反修例示威
已經令業界受到影響，業界對此強
烈不滿，予以嚴厲譴責。
崔定邦特別提到遊行活動昨日移

至九龍舉行，指旅行團要因應遊行
改變行程，不單為旅行社的行政帶
來不便，亦影響旅客的旅遊體驗，
「星光大道是旅客訪港必到景點，
但一些一程多站的內地團可能只是
逗留1.5日，改了行程就未必有機會
到訪。」
油尖旺區議員孔昭華表示，昨日

的遊行令區內多條道路封閉，為區
內居民帶來不便，而區內的食肆生
意亦受影響，廣東道不少食肆昨日
中午只得一兩枱客。他指市民雖然
有遊行集會自由，但指政府已經釋
出善意，希望示威者可以理性地與
政府溝通商討。

旅遊零售業：趕客無助解矛盾

■■示威者將遊行地區設在高鐵西九龍示威者將遊行地區設在高鐵西九龍
站周圍站周圍，，致大量高鐵班次被迫停止致大量高鐵班次被迫停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有示威者遊行時騷擾旅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反對派昨日把反修例遊行示威首次
引向九龍區，由尖沙咀梳士巴利花園
遊行至西九高鐵站，遊行結束後，部
分示威者繼續在油尖旺一帶聚集，並
與在場戒備的警察推撞。尖沙咀、西
九高鐵站只是商業中心、交通樞紐，
與政治沒有任何關係，反對派煽動大
批示威者集中在這些地方，癱瘓商
業 、 交 通 運 作 ， 把 抗 爭 「 遍 地 開
花」，明顯是騎劫經濟民生，增添向
政府施壓、搞亂香港的籌碼，其後果
必然損民利益、與民為敵。

反對派發起的反修例九龍遊行，迫
使高鐵停售多班車票。高鐵為本港市
民的日常生活、工作提供諸多便利，
亦方便內地居民往來香港旅遊、購
物、投資。反修例九龍遊行，令本港
市民和內地旅客行程嚴重受阻，是繼
「驅蝗行動」、「鳩嗚行動」之後，
又一嚴重影響本港旅遊聲譽的事件。
另外，遊行令不少商戶被迫關門，導
致生意損失。

政府總部、立法會是香港的管治中
心，遊行示威者到這些地方表達政治
訴求，具有合理性；但反對派煽動大
批示威者集中在商業中心、交通樞紐
的尖沙咀、西九高鐵站遊行集會，發
洩對修例的不滿，根本就沒有合理
性，實際效果是令商業運作停頓，交
通大受影響，只能說明反對派不惜犧
牲公眾利益，令香港不能運作，以此

逼政府「跪低」，以滿足他們違法無
理的要求。

自反修例引發的一系列違法暴力衝
擊以來，反對派借不同議題，不斷煽
動示威者以極端化的行動破壞全港各
區的安寧和秩序，包括日前的所謂
「光復屯門公園」行為，以及昨日的
九龍區遊行。反對派挑動示威的重點
已不在於「反修例」，而是以此為借
口，在各區都發起示威遊行，令暴力
抗爭向全港蔓延，借此打擊香港的經
濟民生。

反對派把抗爭遍地開花，違法「佔
中」期間示威者佔領金鐘、銅鑼灣、
旺角的一幕極可能重演，各行各業受
到衝擊在所難免，往來交通嚴重擠
塞，旅遊、運輸、零售首當其衝，商
家利益和市民生活生計必然受損，最
終「埋單」的是香港市民。無日無之
的反修例遊行示威煽動暴民政治，導
致局面失控，造成混亂狀態，令香港
淪為「暴戾之都」、「動亂之都」，
香港將因此付出沉重代價。相信沉默
的大多數市民會看清反修例遊行示威
和暴力衝擊的無窮危害，明確支持警
方制止一切違法暴力擾民行為，廣大
市民更要聚集如「反佔中」的強大民
意，向反修例的暴力亂港行為說不，
支持政府和警隊恢復法治
穩定。

反修例示威騎劫經濟民生與民為敵
修例風波持續，昨日反對派、激進派又組織遊行示

威，並首次於九龍區交通、商業核心區舉行。為平息
風波，政府官員、有識之士紛紛呼籲，不同立場的人
士應放下爭拗，加強溝通，重新出發。無疑，這是所
有愛護香港、希望香港好的人士的共同期望。但是，
溝通和解不能無條件無底線，不能以犧牲法治作為代
價。如果不按法治軌道解決風波，不但換不來和解和
諧，反而會令香港陷入無法無天的困局，永無寧日。

反對派、激進派一再組織、煽動遊行示威，把遊行
地點擴至九龍的商業、交通中心，目的就是要令借反
修例發動的違法抗爭遍地開花，逼政府全盤接受他們
的所謂訴求。昨日的遊行示威，反對派提出「撤回逃
犯條例修訂、收回暴動定義、撤銷被捕人士控罪、追
究警隊濫權、立即實行雙普選」等「五大訴求」。這
「五大訴求」，和民陣早前提出的「五大訴求」大同
小異，香港文匯報6月25日社評《認清民陣「五大訴
求」的無理無恥和違法本質》，已對民陣「五大訴
求」作出鞭闢入裡的分析，指出無論從法理，還是社
會正當性和民意取態，「五大訴求」都是無理、無恥
而且具違法性的。

昨日遊行示威的「五大訴求」中，「要求撤銷被捕
人士控罪」一項，公然踐踏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
以政治凌駕法治。香港作為法治社會，政府絕對不可
能為了溝通而接受此訴求。此次示威者新提出的「立
即實行雙普選」訴求，同樣不具法理基礎，政府亦難
以接受。反修例根本與「雙普選」無關，因為反修例
而要求立即實行「雙普選」，理由荒謬牽強。更重要
的是，香港啟動、落實普選必須合憲合法，必須按照

基本法和人大「8．31決定」進行，企圖另起爐
灶，提出違反基本法和人大「8．31 決

定」的普選訴求， 任何一

位特首、特區政府都不可能答應，也無權答應。
反對派、激進派提出「五大訴求」，作為與政府溝

通的先決條件，突破了基本法和法治的框架，偏離了
法治軌道，令任何溝通都失去合法基礎。在此情況
下，特區政府應嚴正、坦率、清晰地作出澄清和駁
斥，依法據理表明「五大訴求」不合法、不合理、不
可行，讓廣大市民清楚明白地認識到，並非政府不願
意聆聽、回應市民訴求，而是不能答應違法無理的要
求。因為如果政府答應這「五大訴求」，意味着政府
放棄法治底線和原則。政府只有清晰表明立場，堅決
駁斥不合法、不合理、不可行的訴求，才能避免普羅
市民、尤其是年輕人被反對派、激進派的歪理謬論所
蒙蔽、誤導。

近月來連場違法暴力示威，部分示威者除了表達訴求
外，還製造多場觸目驚心的暴力衝突，包圍警察總部，
挑釁辱罵襲擊警員，攻佔毁壞立法會大樓的設施，暴力
傷害其他不同政見人士和普通市民，甚至懸掛、展示印
有洋紫荊的黑旗，公然鼓吹「無政府主義」和「恐怖主
義」，散播「港獨」主張。以上種種極端暴力行為，都
是赤裸裸地挑戰法治和「一國兩制」底線。對此，警方
必須嚴厲執法，不能因為反修例的部分遊行示威打着
「和平表達訴求」的幌子，就對遊行示威衍生的暴力行
為姑息容忍。對暴力行為的姑息容忍，只會令施暴者變
本加厲，讓遊行示威不斷演變成騷動，甚至演變成摧毀
香港繁榮穩定的極端群體暴力。

對於反對派、激進派而言，若真心誠意與政府溝
通，首先要收回不合法、不合理的極端政治訴求，必
須呼籲被其煽動的支持者尊重法治、恢復理性，停止
一切暴力行為，這是實現溝通的最起碼的政治道義基
礎。如果不能盡到這起碼的責任，反對派、激進派必
將成為毀壞香港法治的千古罪人。

尊重法治才能真正放下爭拗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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