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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天半30萬客行程受阻
損失貨運150億 航空業促收手

黑衣人連續兩日在機場非法聚集施暴，癱瘓機
場，攻擊市民、內地和海外遊客，搞到天怒人怨。
昨日，他們的暴行升級，發生兩宗黑衣人禁錮內地
人士的惡性恐怖事件，其中一人更是內地《環球時
報》記者，要警方和救護員幾經辛苦搶求，才能將
兩人護送離開。一位法律界人士十分氣憤地向自明
話：「港澳辦發言人楊光日前才警告，反修例暴力
運動已出現『恐怖主義的苗頭』，以此呼籲港人警
惕並且支持警方執法。言猶在耳，佔據機場的黑衣
暴徒，在全球輿論媒體關注下，竟然濫用私刑，以
非人道手段攻擊普通人，連記者也不放過，欲

置他們於死地。他們完全泯滅人
性，與反人類的恐

怖分子有何區別？」
一名內地遊客被黑衣暴徒懷疑身份，就包圍他，

用索帶綁手，然後發現他有內地身份證和港澳通行
證，而港澳通行證上印有「公安出入境管理局」的
字樣，黑衣暴徒立即失控，誣稱他是內地公安、警
方臥底，數十人對他拳打腳踢，折磨凌辱達5小
時；而《環球時報》記者因為身上有「我愛警察」
藍色tee，也被示威者包圍，同樣用索帶綁手，進
行非人道的折磨。
法律界人士話：「有無搞錯，黑衣暴徒當自己是

警察嗎？有什麼權力禁錮正常在機場活動的普通
人，施加嚴重暴力，連正在進行採訪的記者也不放
過。難道就因為記者懷有一件『我愛警察』藍色
tee嗎？這些暴徒不是一直聲言要追究警方濫用暴
力嗎，現在他們在幹什麼？他們濫用暴力才是
真。」

法律界人士續話：「元朗衝突後，縱暴派政客、
黑衣人嚴厲譴責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是黑社會
所為，要求警方依法辦事，緝拿白衣兇手；如今黑
衣暴徒在香港國際機場，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下，
肆意禁錮他們懷疑的人，不分青紅皂白瘋狂毆打，
還要一邊高呼『黑社會』。一邊罵人黑社會，一邊
做連黑社會都可能不會做的事，這不是極度荒唐
嗎？」
「正所謂『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凶神附

體』。今日黑衣暴徒在機場的所作所為，清楚反映
反修例暴力運動已經變質，已經淪為不折不扣的本
土恐怖主義。」「黑衣暴徒仗勢凌人，自恃誰大誰
惡誰正確，不要說普通市民，連記者、警察都照鎖
照打，完全目無法紀，超越所有社會可接受底線，
根本犯下反人類的罪行。」法律界人士聲色俱厲地
說。

香港國際機場是香港的大門，長久以來是展示香
港法治、文明、進步的重要平台。近日暴力衝擊事
件中，黑衣暴徒癱瘓機場，已經嚴重影響乘客，令
香港蒙受巨大損失，昨日再大鬧機場，禁錮毆打內
地遊客、記者，追打警察，把機場變成戰場，法律
界人士直斥：「黑衣暴徒毁了香港的形象，犧牲香
港的整體利益，他們口口聲聲要守護香港，其實正
在用恐怖分子的手段劫持香港，要達到他們的訴
求，否則就玉石俱焚，摧毀香港。市民應該看清他
們的真面目了，不想
『被攬炒』，現在抵
制他們還來得及。再
遲 ， 恐 怕 後 悔 莫
及。」

黑衣暴徒泯滅人性，與恐怖分子無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國際機場連續多日

有非法集會，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昨日指出，非法集結

者癱瘓機場一天，不但令大批港人及旅客行程受阻，

空運貨值也損失超過100億元，破壞香港國際空運樞

紐中心的地位、損害香港的國際聲譽。即機場癱瘓一

天半有30萬人次旅客受阻，150億元貨運損失。民航

系統7間工會亦不滿非法示威活動嚴重擾亂機場運作，

促請非法示威者停止一切在機場的搗亂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香港國際機場連續兩日發生非法集
會，造成機場運作癱瘓，大量航班取
消，部分臨時備降深圳、廣州、珠海等
機場。13日深圳機場大廳值機隊伍中，
不少是衣服上貼了「跨境巴士」標籤的
旅客，「都是香港來的客人，一下多了
不少。」機場工作人員說。有港人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臨時轉場實在是無
奈，「希望返來時香港已經恢復秩序
了！」
「那些黑衣人太恐怖了，好幾千人就
那樣坐在機場，路都不通，我帶着孩子
很危險的。」港人周阿姨原計劃12日
晚，與9歲的孫子一同由香港飛往上海。
「個仔的父母都在上海工作，暑假就跟
我們在香港住，國際學校開學早一點，
13日就上課了，所以12日晚很着急，得
知不能飛之後，在香港機場等了很久才
通知我們可以改簽。」

家人失散 孩童受驚
為了不耽誤孩子上學，周阿姨改訂了
13日一大早的飛機從深圳飛上海。「我
們是連夜到的深圳機場，就在機場的酒

店住了一晚，除了身體很辛苦之外，心
裡也受到不少驚嚇，根本預料不到那些
人會突然做些什麼。」周阿姨指，有看
到很多像自己一樣帶着孩子要趕飛機的
旅客，更有旅客在混亂中，一度與家人
失散，情緒激動。她認為那些黑衣人不
應該阻礙機場運作，已經嚴重阻礙到別
人的正常生活，「我下周獨自一人從上
海返回，現在還沒有訂票，都不知還能
不能飛香港，希望香港機場能盡快恢復
秩序，一切轉好。」

耗時耗力 生意受損
香港機場航班停飛，數萬旅客出行受

到影響，不少港人被迫改簽落地深圳機
場，再乘搭跨境巴士返回香港。在深圳
機場深港機場跨境巴等候區，不少焦急
等待發車的港人發出怨言，港人胡先生
說，自己的生意要經常往返香港和上
海，每次出行都安排得很緊湊，無法直
飛香港，就會耽誤自己至少半日的時
間。
港人孫先生亦是其中之一，原定13日

由武漢飛香港，得知航班取消後，不得
不轉飛深圳。「我的航班改簽收了700元

（港幣，下同）的改簽費，到了深圳機
場，坐跨境巴去香港車費120元，無端多
了近千元的出行成本，時間就更不用說
了，最少3小時耗費在等待上面，影響太
大了。」

深機場增班車紓客流
冠忠環島深圳機場分部人員黃命友接

受採訪時表示，近兩日的客流較平時增
加了五成至六成，每班車基本都是滿
員，「深港機場間的跨境巴24小時開
行，正常一天約90個班次，12日晚有多
個航班備降深圳，臨時增加了大批客
流，當日下午4時至5時就陸續調動了8
輛大巴緊急支援。」黃命友說，昨日亦
已做好應急預案，隨時可再次增調車輛
支援。
黃命友特別指出，往年的暑期，是跨

境巴客流的高峰期，往返線路都不缺
客，但今年7月至今，僅深圳機場分部赴
港的客流就減少了兩成至三成，「這幾
天是因為香港機場事件的影響，才突然
增加了很多客人，其實整個香港局勢是
令到客流持續減少，下半年情況亦不樂
觀。」

香港文匯報訊近期，發生在香港特區的
嚴重違法暴力事件持續升級，美國等西方國
家一些別有用心之徒按捺不住地從幕後跳到
台前，煽風點火、誨淫誨盜，充當極端暴力
分子的教師爺，明目張膽地干預香港事務。
中央廣電總台昨日發表「國際銳評」專欄文
章指出，對某些西方政客此種陰險無賴勾
當，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不會坐視不管。我
們絕不容許外部黑手助紂為虐、搞亂香港！
文章指出，自6月份香港極端分子以反對

修例為名製造一系列暴力事件以來，英美
等一些西方人士便莫名興奮，躍躍欲試，
直至赤膊上陣。從英國前外交大臣亨特要
求香港就6月12日騷亂事件進行調查，到
美國副總統、國務卿分別會見香港反中亂
港分子，某些西方政客打着「人權」與
「民主」的幌子，毫不掩飾大搞雙重標
準。他們刻意混淆暴力活動與和平示威，
公然縱容甚至美化暴力行為，抹黑詆毀特
區政府和香港警方依法捍衛法治和秩序的
正義之舉，污衊中國中央政府削弱香港的
自由與權利，其言行之惡劣，世所罕見。
最近，外部黑手對香港事務的干預越來

越猖狂。英國外交大臣拉布擺出一副昔日
殖民者的架勢，竟然直接給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打電話施壓，完全忘記了自己根本沒

有這種資格！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近日接
觸香港「港獨」組織頭目的照片刷屏，美
國國務院發言人居然對此表示「讚賞」。
這種赤裸裸干涉別國內政的行徑，公然踐
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突破底
線，毫無廉恥。
文章說，外部勢力為亂港行徑助力打氣

的惡果，就是曠日持久的暴力活動給香港
造成了嚴重打擊，東方明珠面臨沉淪危
險。近期香港餐飲業總收益創10年來最
差，四大支柱行業之一的旅遊業受到嚴重
衝擊。如果任衝擊蔓延至金融服務、貿易
及物流等香港支柱行業，香港經濟將遭到
難以估量的損失。
無疑，香港正面臨一場事關前途命運的

「生死戰」「保衛戰」，止暴制亂迫在眉
睫。香港是中國的香港，700萬香港人絕
不會讓西方勢力在這裡為所欲為，絕不甘
心於「東方之珠」光芒消失。
文章正告某些外部勢力，不要誤判形
勢，不要低估中國中央政府和人民捍衛國
家主權、安全、統一，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的堅強意志和堅定決心。無論香港發生什
麽，我們有足夠多的辦法、足夠強大的力
量從容應對和處置。對那些外部黑手的胡
作非為，我們要斷喝一聲：住手！

央廣電：絕不許外部黑手在港胡作非為港人深圳轉飛 出行成本激增

香港聲譽損害無法估計
每天有接近20萬名旅客進出的香港機場是全球客運第三高
的國際航空樞紐，黃國昨日指出，全港有約80萬人在機場工
作，並批評癱瘓機場的行動令大批市民及旅客行程受阻，對香
港造成嚴重損害，「有關行為一天已令貨運量損失近14,000公
噸，空運貨值損失超過100億港元，對香港的國際聲譽的損
害，則難以估計。」
他批評，部分激進示威者阻塞一號客運大樓離境大堂，而向
旅客派發傳單散播「香港不安全」等謠言更是「倒米」，激進
示威者指罵及將意見不合旅客「逼埋牆角」，已損害香港作為
國際空運樞紐中心的聲譽，「這個地位是經過幾十年、一代又
一代香港人艱苦打拚而來，是香港僅有的幾個具有國際競爭力
的優勢產業，我們要十分珍惜。」

民航七工會促恢復安寧
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香港航空貨運及速遞業工會、
香港航空業總工會、香港空運貨站職工會、香港機場地勤服務
職工會、香港機場餐飲業僱員工會及國泰航空服務職工會亦強
烈譴責非法示威者嚴重擾亂機場運作，嚴正要求他們懸崖勒
馬，停止一切在機場的非法示威行動。
7間民航系統工會表明堅決反對以損害香港機場運作和美
譽，來達到一己政治目的的行動，批評部分激進示威者連日來
的行動變本加厲，不但阻塞離境大堂門閘口，更意圖阻止離境
旅客進入禁區乘搭飛機的行徑，已嚴重影響機場使用者和持份
者的權利。
他們要求特區政府、機管局及警方以香港市民的公眾利益為
依歸，依法行使應有職權和落實各項執法行動，全力使整體社
會及機場盡快恢復安寧。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大批激進
示威者連日來堵塞香港
國際機場，導致機場運
作癱瘓。香港貿易發展
局主席林建岳昨日回應
指出，這不是和平理性
的示威，不但對廣大旅
客造成嚴重不便，更是
重創香港一路來千辛萬
苦建立的國際形象。他
對此表示極度遺憾，並
呼籲示威者盡快離開客
運大樓，停止堵塞機
場，讓香港國際機場恢
復正常運作，共同維護
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
及「好客之都」的形
象。
林建岳指出，香港國

際機場是世界上最繁忙
的機場之一，是香港對
外聯繫的交通命脈。堵
塞機場不僅直接衝擊數

以十萬計市民的生計，而且會對
香港的整體經濟造成重創，在目
前香港經濟正面對嚴峻的內憂外
患之下，對香港更是雪上加霜。

形容手段如「食砒霜」
他批評激進示威者以癱瘓機場

作為爭取訴求的手段，等於是
「食砒霜毒老虎」。這種兩敗俱
傷的做法，會將香港推入萬劫不
復的深淵。他希望大家和平理性
地表達意見，希望示威者尊重他
人正常生活和出行的自由和權
利，不要作出損害香港經濟民生
的行為，讓香港恢復秩序，回復
到發展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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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運量：21,000公噸

客運量：30萬人次

客運貨值：150億元

國際聲譽：損失慘重

註：數據為航運業人士估算。

機場癱瘓一天半損失機場癱瘓一天半損失
■■櫃位被堵塞櫃位被堵塞，，旅客無法辦旅客無法辦
理手續理手續。。香港文匯報記者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機場禁區口被堵機場禁區口被堵。。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