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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港禁區口關閉
離港禁區口關閉，
，大批旅客門
前止步。
前止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230航班取消
230
航班取消 萬人受影響 暴徒威脅連
「佔」
4天

■昨日大批黑衣人非法佔據機場離境大堂
昨日大批黑衣人非法佔據機場離境大堂，
，
導致機場癱瘓。
導致機場癱瘓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機場癱瘓一日損失慘重
損失 20.6 萬人次

貨運量：

損失 13,863 噸

客運貨值：

損失 101.6 億元

機管局盈利：

減少 2,285 萬元

國際聲譽：

受損難以估計

黑衣人塞爆
機場大癱瘓

客運量：

■資料來源：點新聞

機場運作停頓 大批旅客滯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大批黑
衣口罩黨昨日到機場非法集結，致機場
運作嚴重受阻。香港機場管理局宣佈，
客機運作自昨日下午約 3 時半後全面取
消，估計共有近 200 班航班受影響，大
批旅客滯留機場。香港旅遊業議會表
示，至少 13 團約 320 人原定於昨晚出
發，現需要取消，也有至少46團約1,000
人原定昨晚返港，現需滯留外地。

今早 6 時起重新編航班
機管局表示，由上午 11 時開始，該局
已啟動機場緊急應變中心，與業務夥伴
協調機場運作。至中午 12 時開始，機管
局實施進出管制安排，需持有效登機證
及護照旅客，或是持有相關證件的機場
員工，才能進入一號客運大樓離境大堂
的旅客登記行段，直至另行通知。
大批黑衣口罩黨於中午開始湧入機
場，令往機場方向路面嚴重擠塞。新巴
城巴宣佈 16 條路線改道行駛；機場快線
(A 線)需改道行駛，不停一號客運大樓。
前往機場之乘客需於二號客運大樓下

車，包括 A11、A21、A22 及 A29。龍運
巴士各 A 線巴士亦不停一號客運大樓站
及二號客運大樓站，以機場巴士總站為
終點站。
至下午3時，機場被示威者擠得水洩不
通，更有示威者前往離境大堂的旅客登
記行段，令登機服務也受影響。機管局
宣佈，受公眾集會影響，機場運作嚴重
受阻，客機運作自下午約3時半後全面取
消。除已完成航班登機程序的離港航
班，和正前往香港的抵港航班外，其餘
航班均取消，所有登機服務暫停，估計
共有近200班離港及抵港航班受影響。
機管局並指，該局與航空公司將視乎
機場運作的恢復情況，於今日早上 6 時
起實施航班重新編配，航班升降將會受
到影響。該局與航空公司及各業務夥伴
將保持緊密溝通，希望機場盡快逐步回
復正常運作。

60 旅行團被迫改行程
機管局呼籲旅客在出發前往機場前，
透過機場網頁或「我的航班」流動應用

程式，了解最新航班情況，亦需留意航
空公司有關航班的最新消息，並在確認
航班後才出發前往機場。
國泰航空及國泰港龍航空表示，昨日
約有 65 班離港及抵港航班被取消。由即
時起豁免乘客重新訂位、更改航點及退
票之費用
香港航空表示，昨日及今日共有 40 班
航班被取消，為了加快為乘客安排行程
或退票申請，建議乘客使用「不正常航
班改期服務」自助提交改期申請，或於
網站提交「退票申請」。
香港快運航空表示，昨日及今日共取消
11航班，正透過登記之電郵及手機短訊通
知受影響旅客。如預訂之航班取消，旅客
可獲更改原定航線出發日期、更改為其他
航線，或申請全數退款等安排。
旅遊業議會表示，至少 13 團約 320 人
原定昨晚出發，現需要取消；另有至少
46 團約 1,000 人原定昨晚返港，現未能
回港。回程旅行團包括內地、亞洲團；
出發旅行團則包括前往歐洲、澳洲、地
中海及韓國。

■約 200 名黑衣人離開機場後
名黑衣人離開機場後，
，轉到
灣仔包圍警察總部。
灣仔包圍警察總部。
彭博社

陳帆：機場關乎80萬人飯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大批
非法集結者昨日癱瘓機場，機管局昨
午宣佈取消所有航班，大量旅客因而
滯留機場。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
示，機場不是第一次有市民舉行集
會，但昨日的明顯與以往不一樣，是
蓄意滋擾。陳帆批評，有人以表達意
見為名，影響機場運作，將令香港付
出沉重代價，因本港每日有 20 萬旅
客進出，機場停運亦會影響 80 萬名
貿易、物流從業員的生計，造成的經
濟損失難以估計。
陳帆昨日在政府跨部門記者會上表
示，如果香港被形容為「東方之
珠」，香港國際機場就是那「閃亮明
珠」，是家傳之寶。他反問大家作為
香港一家人，會否將這個家傳之寶踩
爛、掉進垃圾桶？他表示自己就堅決
不會這樣做。
陳帆續說，透過抗爭、訴諸暴力
等方法是香港人不想看見的情況，
呼籲在機場的非法集結者盡快離
開，讓民航事業繼續下去，當局亦
要確保安全下才可考慮重開機場。

■有黑衣人召集同夥去東涌
有黑衣人召集同夥去東涌。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旅客走在示威人群中被迫舉
高行李，
高行李
，寸步難行
寸步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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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澳洲的旅客
來自澳洲的旅客（
（左一
左一）
）不齒
「黑衣黨
黑衣黨」
」行為
行為。
。
網上圖片

而對於黑衣口罩黨的反覆追問，這名澳洲旅客同
樣堅持自己的觀點。從一開始被問及「你認為香港
和中國(內地)是否一樣」時，他就一直不斷強調
「香港和台灣都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全世界認可
的事情。」同時，當黑衣口罩黨表達出「我們花費
着自己的時間保護香港」時，這名澳洲旅客直接打
斷了對方的話，連說三句「你應該去找個工作!」
「去找個工作吧。」之類的話以示不滿。

老外質問
「到底誰破壞體制」
在隨後的幾分鐘時間裡，黑衣口罩黨依然在反

蕭景源）「8．11」暴徒在警方重錘

打擊下敗退，黑衣人又以「女子爆眼」事件借題發揮，發起
「百萬人塞爆機場」非法集結，逾萬黑衣人昨日塞爆機場出入

20:20

境大堂，叫囂要警方「以眼還眼」，衝擊機場運作。進出香港

18:45

黑衣人代表遞交請願信，警方派員接
收，黑衣人繼續在警總外叫口號後散
去
約 200 名黑衣人出灣仔包圍警總，警
員在署內舉旗警告是非法集會，要求
眾人離開

的旅客被迫離開客運大樓，出入機場的交通也受阻，致使機場
陷入癱瘓。機管局被迫取消至少 230 個航班，旅客、機場員工
等料有上萬人受影響，大批旅客如逃難般拖篋出東涌轉車出市
區。黑衣人揚言今日再塞機場。有旅遊業界人士批評，事件已
嚴重損害香港的國際形象，對香港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旅遊及

機場員工、旅客及大批黑衣人離開機
場，因交通癱瘓，部分人士要步行出
東涌轉車

相關行業從業員生計大受影響。

18:00

黑衣人癱瘓機場運作目標達成，大部
分人轉往其他地點

16:50

機管局宣佈，機場運作嚴重受阻，所
有航班即時取消，請旅客盡快離開客
運大樓，受影響旅客請與航空公司聯
絡有關航班安排

被捕，有暴徒在網上自言「勇武
派」慘敗，同時有「和理非」示威
者指責「勇武派」連日衝擊奪走機
場「和你飛」塞機場的光環，有人
揚言以尖沙咀「少女爆眼」事件，
號召展開一連四天的「百萬人塞爆
機場」行動。

15:50

覆不斷地展示着「高高在上」的姿態，甚至表示
「香港的體制遭到破壞」，這名澳洲旅客終於忍
不住反問：「告訴我一件事，到底是誰，是誰破
壞了香港的體制？誰？」對方尷尬地呵呵一笑，
避而不談，顧左右而言他。
這位澳洲旅客後來又追問激進示威者香港
政府到底哪裡有問題，對方只是反問他知不
知道所謂「五大訴求」。這名澳洲人再次指
出：「香港屬於中國，這是全世界都公認的
事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23:00 約300名黑衣人仍佔據機場大堂

19:45

澳洲客教訓口罩黨：香港屬中國，你該找工作
昨晚在香港機場候機廳發生這樣
一幕，黑衣口罩黨屢次刁難、圍堵

一位來自澳洲的旅客，結果被反
擊：「香港屬於中國，這是世界公
認 的!」 「 你 應 該 去 找 個 工 作!」
「去找個工作吧。」
據環球網報道，從昨晚 8 時半開始，在長達近
20 分鐘的時間裡，黑衣口罩黨一直在重複表達同
一種意思，即「你只是在考慮你自己的問題，因
為航班被延誤而不滿，而我們在花費自己的時間
『保護香港』」，高高在上之姿態溢於言表。

癱瘓香港國際機場時序表

15:00

機管局宣佈，除已完成航班登機程序
的離港航班，及正前往香港的抵港航
班外，其餘所有航班全部取消
機管局啟動緊急事故應變中心，宣佈
傍晚 6 時開始實施航班重新編配，限
制飛機升降量，呼籲旅客留意航班最
新消息，如非即日搭機旅客，盡量避
免前往機場

14:20

接機大堂 A、B 區及離境大堂均塞滿黑
衣示威者，前往機場交通亦非常擠
塞，嚴重影響旅客行程

13:00

仇警網民以警方「射爆少女眼」為
由，發起「百萬人塞爆機場」行動，
中午過後機場開始聚集黑衣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前日的暴徒全港「野貓式」破壞
行動，被警方重創，逾百暴徒

恐嚇警方
「以眼還眼」
昨午 12 時，約 200 名黑衣人在入
境大堂A區聚集促警「還眼」，下午
1 時後，機場職員架起鐵欄，B 區也
被佔據，而離境大堂開始人流管
制，進入限制區內的市民，需要出
示登機證及護照才可進入，同時 2 號
客運樓亦有黑衣人聚集。
機管局於中午12時開始，繼續實施
進出管制安排。只有持有效機票或於
24小時內離港的登機證及有效護照的
離境旅客，或機場員工，方可進入一
號客運大樓離境大堂的旅客登記行
段，直至另行通知，機管局又呼籲旅
客預留充裕時間前往機場。
至下午 2 時，黑衣人接近上萬人，
並衝出封鎖區，逼爆機場出入境大堂
及通道，令辦理登機手續的櫃位無法
運作，部分店舖要拉閘。至下午 4

時，機管局指除已完成航班登機程序
的離港航班，以及正前往香港的抵港
航班外，其餘今（昨）日所有航班已
全部取消，至少涉及 230 班。而機場
快綫的預辦登機手續亦已暫停，至於
機場快綫服務仍維持正常。

警嚴陣以待防止堵路
另一方面，警方為防止有人堵塞
北大嶼山高速公路，派出精銳武裝
裝甲車在北大嶼山高速公路收費廣
場戒備，至下午 5 時，有消息傳警方
將在機場清場。警方指當時機場客
運大樓有 5,000 名示威者，並指若現
場有暴力衝擊，警方將別無他選作
適當介入，又強調機場是重要設
施，不容任何人作大肆破壞。

約 200 人轉圍灣仔警總
近傍晚 6 時，大批黑衣人突然離開
機場大堂，以致機鐵站、巴士站迫
爆黑衣人，不少旅客和機場員工被
迫步行到東涌市區轉車出市區。至
晚上 8 時許，機場的巴士路線服務回
復正常。
隨後，約 200 名由機場離開的黑衣
人，到灣仔包圍警察總部叫口號，
一小時後離去。晚上11時，約有300
多黑衣人仍留守機場大堂。

■ 所有閘口亮起紅燈全
部關閉。
部關閉
。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