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航工會嚴正要求勿再堵機場

「獨人」谷遊行 屈燈柱「𥄫 人」
口講「燃點」實「老點」劉頴匡卸責 隨時「下半場」變暴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香港航空業開始進行整
頓，繼國泰航空上周辭退行
政總裁及多名參與暴力示威
的機師後，機管局本周一
（19日）亦辭退兩名任職近
20年的經理級員工，箇中原
因有兩個說法，一是指該些
員工曾參與遊行，又發表支
持激進示威者的言論；另一
說法則是指他們上周六（17
日）在客運大樓實施人流管
制措施時涉不恰當行為，包
括下令以水馬、鐵欄及索帶
圍封兩個客運大樓的多條消
防通道等。
據悉，兩名經理級員工分
別為一名任職機場陸路客運
及項目策劃的助理總經理，
及一名負責一號客運大樓運
作的經理。機管局回覆查詢
時拒絕回應辭退他們的原

因，只稱「不評論涉及人事的個案」。
運輸及房屋局則表示，該局向機管局了
解，得悉機管局最近經內部程序終止聘
用兩人，由於人事事宜屬機管局內部事
務，局方不宜評論個別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
香港國際機場早前經歷暴徒圍
堵，場面極度混亂，逾200班來
往香港的航班被迫延誤甚至取
消。經多方協調合作，機場始
稍為恢復正常運作及安寧，惟
網上卻再有人呼籲明日（24
日）再次堵塞機場，更聲言要
影響機場的貨運運作。工聯會
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昨
日發表聲明強調，民航系統7間
工會強烈反對該些人不負責任
的行為，並嚴正要求示威者停止
所有衝擊機場、影響機場工人
生計及機場運作的行動。
工聯會民航系統7間工會在
聲明中指出，早前圍堵機場的

行為已對香港國際機場的聲譽
及經濟造成嚴重損害，帶來不
可估量的損失，但激進示威者
一再罔顧香港經濟已下行的事
實，繼續發動衝擊堵塞機場的
行動，企圖以機場作賭注來要
脅政府，是一種極度自私並損
害廣大機場僱員生計和持份者
的行為，7間工會對此予以最強
烈譴責。
聲明指出，機管局及警方於

事件上責無旁貸，有責任維持
整個赤鱲角機場島的正常運作
和安寧。
7間工會強烈要求機管局向

法庭申請禁制令，及對未向警
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示

威行動嚴正執法，依法行使應
有職權和落實各項執法行動，
以保香港市民的公眾利益，維
護機場島的安寧。

勿以經濟命脈作賭注
聲明重申，堅決反對任何以

達到政治目的而影響機場運作
的行動，呼籲會員、工人及廣
大市民不要參與其中，並旗幟
鮮明地反對和抵制一切擾亂社
會秩序的各暴力行為，並強烈
呼籲意圖發動或參與圍堵機場
行動者停一停、想一想，停止
一切衝擊機場的行動，勿再以
香港的經濟命脈作賭注，讓香
港社會及機場重回和諧安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反對
派以反修例為借口，於過去兩個月以
來發動一連串暴力衝擊事件或圍堵
式欺凌，工聯會轄下香港護衛及物
業管理從業員總會昨日發表聲明，
指有關事件影響前線保安人員，亦
令他們成為被欺凌的對象，有保安
員更因此被停職。他們促請激進示
威者不要針對前線保安人員，不要
令他們成為「政治磨心」。
工會表示，日前於將軍澳「連儂

牆」發生斬人事件後，約500人圍堵
頌明苑管理處，要求管理處交代為
何會讓涉嫌襲擊的洪姓疑犯兼住客
進入該屋苑範圍，在場者更無理地
譴責保安員失職，同時要求管理處
的男經理道歉。涉事保安因而被物
業管理公司暫停座頭職務及停職，
工會認為這並非公道的處理方法。

表面行使權力 實際欺凌無辜
工會指出，在現時的社會風氣下，

有部分人將政治牽扯到打工仔身上，
以「消費者」身份提出超越前線員工
的職責和能力的要求。這些人表面上
是行使自己的權力，實際是在欺凌無
辜，「這些人以人多欺壓人少的暴力
行徑和欺凌手法令人難以接受，也非
文明社會所容忍。」
聲明強調，文明社會理應互相尊

重、互諒互讓，用理性的方式看待
事件及解決問題，而不是圍堵無
辜，讓工作人員成為政治訴求的犧
牲品。聲明促請有關人士別針對前
線保安人員，讓他們成為「政治磨
心」，並希望頌明苑的物業管理公
司作出公道處理，以保障保安員的
安全和權益。

護衛物管總會促勿針對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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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欲靜而風不止，今個周末繼續有遊行示威，周六觀
塘的遊行已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由駿業街遊
行到九龍灣零碳天地。遊行訴求除了反對《逃犯條例》
修訂，還提出要關注智慧燈柱收集市民私隱的問題。一
位IT老友指出：「這個所謂訴求根本是誤導市民，政
府已經澄清，現時智慧燈柱的設備只是用來收集城市數
據，完全不涉個人資料，以這個理由鼓動遊行根本是攞

嚟講、靠嚇，同反對派以『反送中』誤導恐嚇
市民一樣。」

政府安裝的智慧燈柱，並非用於收集個人資料，老友
話：「政府講得好清楚，燈柱只是用來收集城市數據，
包括交通、氣象、空氣質素，配合5G時代的來臨，搞
智慧城市。香港的智慧燈柱無人臉識別功能，更不會偵
測或讀取身份證資料，何來收集市民私隱呢？真是無嗰
樣、講嗰樣。」
既然不涉私隱，反對派的遊行點解還要藉此大做文章？

老友認為：「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就是不聽、不看、不信
政府解釋，就是要挖空心思誤導市民、恐嚇公眾，煽動
市民對抗政府，將抗爭活動搞到遍地開花、民不聊生。」
老友指出，智慧燈柱有必要加入一些治安滅罪功能，

「現在自動化、智能化、人臉識別技術是世界潮流，香
港要發展做國際創科中心，在這方面不可以落後於人。
現在你去日本、美國都要採集指紋，美國更搞緊『刷

臉』，英國都會引入智慧技術，這些新技術都是為了保
障社會治安。好人好姐，怕什麼？只有暴徒、為非作歹
的人才會咁驚青。技術是用來保護遵紀守法的人，打擊
作奸犯科的人，難道香港要為了保障蒙面暴徒可逍遙法
外，反對技術進步嗎？這不是很荒謬嗎？」
老友話，凡事靠嚇，是反對派的一貫伎倆，「大家都

見慣不怪啦，搞高鐵『一地兩檢』，反對派形容都好似
『黑洞咁嚴重』；修訂《逃犯條例》，反對派又污名化
做『送中』條例；今次智慧燈柱，他們更描繪到不單止
會搜集個人資料，更會將資料送到內地，隨時一過深圳
河就會被拉被鎖。這些無限上綱、妖魔化內地，大家還
陌生嗎？還會上當嗎？」
老友繼續話：「講真，設備智能化是大勢所趨，無人
可以抵擋。用手機聯網，就不擔心運營商將你手機的資

料送返內地？咁驚，連手機都不要用啦。」
反對派在這個時候轉為炒作智慧燈柱話題，老友認為，

某程度上顯示他們在反修例問題黔驢技窮，「反修例被
他們炒作咗兩個多月，不厭其煩提『五大訴求』，但訴
求明顯不合理、不合法，政府難以亦無法答應。反對派
搞亂香港不得人
心，失去市民支
持，所以他們現
在急於找新話
題，掀起新爭
議，好讓亂局持
續，他們才能混
水摸魚。」

炒作智慧燈柱 又想誤導恐嚇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市民發
起明日在觀塘遊行及集會，原因是不滿政
府發展的智慧燈柱「可能被政府用作監控
用途」。然而，這些指控全部不實，政府
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資科辦）昨日發稿
重申，智慧燈柱沒有人臉識別功能，亦不
能偵測或讀取身份證資料；只會用作收集
城市數據如交通情況、氣象、空氣質素
等，並透過開放數據配合5G的來臨，推
動智慧城市發展。
資科辦指出，為釐清事實，釋除公眾疑
慮，政府已成立多功能智慧燈柱技術諮詢
專責委員會，藉業界專家和學者，檢視相
關的私隱保護與資訊保安技術事宜。資科
辦上月亦公佈50支已安裝的智慧燈柱位
置、功能及設備清單，日後亦會繼續開誠
佈公，發放智慧燈柱的資訊，讓公眾有正
確客觀的理解。
事實上，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上月

已曾就公眾對智慧燈柱的關注作出澄清，
強調設計智慧燈柱已依照《私隱條例》規
定做，保證不會侵犯市民的私隱；數據收
集過程亦會做到「公平、公開、公正」，
着公眾毋須過分擔心。不過，反對派繼續
造謠，企圖煽動更多市民上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機場入境大堂本月9日的非法集
會，大批非法集結者向旅客作出
滋擾行為，包圍辱罵持不同意見
的市民，甚至出手打人。一名抵
港市民因不滿被騷擾，與示威者
爭執，遭一名黑衣人揮拳打傷，
警方前日在大埔拘捕一名涉案男
子。
被捕男子姓何（63歲），涉嫌

「非法集結」及「襲擊致造成實
際身體傷害」被帶署錄取口供
後，現已獲准保釋候查，下月上
旬再向警方報到。
事發於本月 9日下午約 6時

半，在機場一號客運大樓接機大
堂，一名剛抵港的姓梁（51歲）
男市民，因不滿示威者高叫口號
的行為滋擾到旅客，隨即被部分
非法示威者包圍，雙方一度爭

執。當事主與一名機場職員溝通
時，突遭一名穿黑衣、戴墨鏡的
光頭男子揮拳襲擊，對方施襲後
迅速逃去。
事主面部、鼻樑及左眼受傷，

事後自行到醫院求醫及報警。案
件隨後由機場警區情報及支援組
人員接手調查，及至前日終鎖定
目標，掩至大埔區拘捕涉案男
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
世界經濟放緩已令香港消費市道大
不如前，連串的暴力示威更嚇怕了
不少旅客，同時降低本地的消費意
慾，令零售餐飲行業雪上加霜。香
港零售管理協會昨日呼籲全港商舖
業主減租五成，為期6個月，否則
不少零售商可能需要裁員甚至結
業。
協會的聲明指出，近期零售市道

急速下滑，會員反映生意額由6月
開始急轉直下，銷售額的跌幅已由
單位數擴大至雙位數，大部分零售
商於8月初至今的銷售額更大幅跌
逾五成。「零售商在營運成本高昂
及收入銳減的情況下，承受龐大的
現金流壓力。若情況持續惡化，預

料不少零售商或會裁員甚至結
業。」
協會已向全港商舖業主發信呼籲

減租，同時亦呼籲政府向零售商提
供即時紓困方案，例如財務資助及
差餉寬免。
香港多區的大型示威活動已經歷

時超過兩個月，受此影響，香港零
售管理協會此前已修訂2019年全年
整體銷售額預測，由原先的單位數
增長，改為雙位數跌幅。協會主席
謝邱安儀早前表示，大部分會員公
司均表示6月及7月份零售額錄得
單位數至雙位數跌幅；7月至8月是
零售業傳統的暑假銷售旺季，若示
威持續，會員公司的生意會大受影
響。

零售業籲商舖業主減租五成

六旬翁涉機場非法集會打人被捕

曾多次發起遊行集會最終卻演變成暴
力衝擊的劉頴匡昨日表示，已收到

警方就明日觀塘遊行發出的「不反對通
知書」，遊行路線幾乎與早前跟警方協
商得出的結果一樣，警方批准活動至晚
上7時。
劉頴匡昨日聲稱，相信是次獲批「不
反對通知書」是基於他在遊行路線上
「作出大幅度讓步」，因此遊行路線
「未必最理想」，又稱是次遊行以「燃
點香港，全民覺醒」為主題，除了促請
政府回應所謂「五大訴求」外，同時亦
關注區內的智慧燈柱可能被用作「監控
用途」。
他聲稱會根據警方發出的「不反對通

知書」批出的路線帶領「和平、合法及
安全的遊行」，至於遊行後有否其他後
續行動，則「要由個別人士自行決定」
云云。

陳振彬：有人走偏警應速辦
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表示，雖然今

次遊行路線主要經海濱一帶，但不少商
戶及居民仍表示十分擔心，「由於物華
街及協和街等地方擠迫且人口稠密，他
們擔心一旦參與遊行者佔據該處道路，
會對出入構成嚴重不便；也有商戶表明
若見情況唔對路，會即時關門。」
他續說，許多觀塘區議員均會於明日
留守區內留意事態發展，最重要是希望

參與遊行者能和平表達訴求，不應將訴
求建築在他人痛苦及不便上。他同時促
請警方能嚴正執法，一旦發現有人偏離
路線便應即時處理，「許多衝突事件正
是因一小撮參與遊行者偏離遊行路線，
警方卻沒有即時執法造成。」

顏汶羽：市民不願看到亂象
民建聯副秘書長、觀塘區議員顏汶羽

表示，尊重市民和平遊行集會的自由，
但區內不少街坊均擔心一旦遊行發生暴
力場面，會影響他們的出入及交通，因
此期望發起人及參與者能確保明日的遊
行能和平有序地進行，不要發生暴力情
況，影響市民正常生活。他強調，任何
亂象均屬市民不願看到，促請政府盡快
與不同意見的市民展開對話，吸納意
見，收窄分歧，為香港打開新的一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獨人」劉頴匡造謠指政府發展智慧

燈柱監控市民，更借此煽動市民明日參與觀塘的遊行，該活動昨日獲

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遊行以駿業街遊樂場起步，終點為九龍

灣零碳天地。劉頴匡不負責任地稱，遊行有否「後續行動」，「由個

別人等自行決定。」有觀塘區議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區

內不少商戶及街坊均憂慮遊行會再一次演變成暴力衝擊，希望警方能

在亂局出現時即時嚴正執法。

■一名市民在機場遭一名黑衣人打
傷，警方前日在大埔拘捕一名涉案男
子。圖為當日案發視頻。 資料圖片

■■民航工會要求示威者停止所有衝民航工會要求示威者停止所有衝
擊機場的行動擊機場的行動。。圖為早前圖為早前「「萬人接萬人接
機機」」行動堵塞機場行動堵塞機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資科辦發
稿重申，智
慧燈柱（見
圖）沒有人
臉 識 別 功
能，亦不能
偵測或讀取
身 份 證 資
料。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