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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站通往中文大學的D出口昨日仍然
封閉，其餘出口正常開放，但有4名

至6名職員在附近看守。車站有部分入閘機
顯示屏尚未修復，需要職員使用手提式八
達通讀卡器或由職員手持流動讀卡器協助
乘客入閘，但對乘客入閘沒太大阻礙。
同時，由於月台上的列車資訊顯示器尚未

完全修復，因此往羅湖、落馬洲方向的月台
上有3名車站職員各自手持指示牌站在各個
樓梯口向乘客提示列車駛往哪兒，月台上亦
加強人手巡邏和看守，秩序大致暢順。
站內的中國銀行提款機則仍然圍上白布

及紅白色膠帶，未能提供服務，其他商店
亦未有正常營業，僅得一家售賣護理產品
的商店照常營業。店員表示，該店在封站
的一個月內都沒有營業，昨日自己是根據
公司指示才上班。

街坊：車程加倍 車費好甘
由於馬鐵網絡未能覆蓋整個馬鞍山區，

大學站就成為馬鞍山居民的交通樞紐，經
由該站進出各區。在大學站封閉期間，居

民返工返學變得迂迴曲折。
居於馬鞍山頌安邨的余小姐表示，封站

期間她每天需要走超過10分鐘的路程乘搭
馬鐵到大圍站轉車，令車程時間增加近20
分鐘。當她手持大量行李回內地探親時，
更需要以計程車代步，每一程80元，估計
一個月的的士費近800元：「今次（大學站
被破壞）遭殃的是馬鞍山居民，因為該區
交通工具雖然多，但距離屋邨很遠，不方
便乘搭。」
在馬鞍山上學的楊同學表示，封站一個

月令居住粉嶺的他上學需要提早近半小時
起床，乘搭東鐵線到沙田站再轉乘巴士，
車程較以往長20分鐘，車費更貴了五成，
並曾因為堵車而導致遲到，或者因為安全
問題家人替他向學校請假。

怕危險 成個月無去探祖父
居住馬鞍山區的黃小姐表示，4歲的女兒

在大埔墟上學，封站後需要一早起床帶孩
子出門擠巴士，小孩子又因早起發脾氣，
經常沒有耐性等巴士而大吵大鬧，有時候

真的覺得非常麻煩和不好意思。「希望不
要再發生同類（暴亂、封站）的事情，因
為真的嚴重影響日常生活。」
住在大埔的王小姐與丈夫帶着兩名女兒

到錦英苑探望祖父。她表示，自己過往逢
周末都會去探望祖父，但封站以後就沒再
去探望，「除了因為交通不方便外，亦擔
心會有衝突爆發，帶着兩個女兒真的不敢
周圍去，萬一有危險跑不及怎麼辦？」
運輸署同日則公佈，自6月以來，全港各

區共有約740組交通燈受不同程度的破壞。
在各有關部門協調和合作下，所有受破壞
的交通燈已經完成修復。各部門會繼續加
強交通燈的保護工作，並呼籲為道路使用
者的安全設想，公眾切勿破壞交通燈及其
他道路設施。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在fb發帖表示，被嚴
重破壞的東鐵線大學站重開，運輸署亦宣
佈所有被破壞的交通燈已全面恢復運作，
希望這是代表着香港社會將逐漸回復正常
運作，市民出行的方便和安全得到保障。
「但願社會恢復平靜，人人暢道通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黑衣魔上月

非法「佔據」中文大學，更大肆破壞附近交

通設施，其中東鐵線大學站屢遭蹂躪損毀

嚴重，需要封站約一個月搶修。作為附

近居民的交通樞紐，居民在封站期間猶

如活在孤島中，出入幾經折騰，浪費額

外的時間和金錢，故大學站昨日重開，

對他們而言是極大喜訊。有市民說：「終

於唔使搭的士去駁車！車費好甘。」有人

則表示：「成個月無去馬鞍山探祖父！」他

們都希望黑衣魔珍惜來之不易的社區建

設，讓馬鞍山及香港回復平靜、安穩。運

輸署同日亦宣佈，約740組遭破壞的交通

燈已全面恢復運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在facebook發文表示，希望這代表着香

港社會將逐漸回復正常運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修例
風波的暴力衝擊持續數月，香港旅遊業
步入寒冬，11月訪港旅客數目按年大減
56%至260萬人次，航空業被受拖累。

載客載貨量均較去年下跌
國泰航空集團日前公佈11月國泰和

港龍航空合併結算的客運及貨運量，數
據顯示，11月的載客量與貨物運載量均
較去年同期有所下跌。有報道引述分析
師指，估計國泰或會裁減1,000個職
位。國泰在回應時僅表示，公司已宣佈
凍結人手。

根據國泰航空的數據顯示，兩航空公
司在11月一共載客逾262萬人次，較去
年同月下跌9%，而今年首11個月的載
客量較去年同期下跌0.4%，運力則增
加5.7%；運載貨物及郵件合共逾17萬
公噸，較去年同期減少3.9%，而今年
首11個月的載貨量較去年同期減少
6.4%，運力則維持不變。
國泰航空顧客及商務總裁林紹波表

示，國泰於11月面對的挑戰仍然嚴
峻，旅遊意慾持續疲弱，尤其中國內地
及東北亞旅客訪港的需求持續疲弱，惟
過境客運量

的增長可抵消部分跌幅。他表示，由於
公司更加倚重受影響較少的過境客運，
加上競爭激烈，整體收益率因而顯著受
壓。
有報道引述分析師指出，由於香港當

地動盪局勢導致全球其他地區旅客避免
訪港，國泰航空可能裁員多達1,000
人，並認為國泰將不得不採取預防措
施，其中之一是裁員。對於分析師的評
論，報道亦引述國泰航空代表指公
司已宣佈凍結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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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絲」成日聲稱
「藍絲」腦殘，但自己
陣營先後俾「612人道
支援基金」同「星火同
盟」圈錢就圈到毫無反
抗能力，近日又有個
所謂「香港公民鏈」
組織話要發行「抗爭
幣」，聲稱「每一個
『抗爭幣』都是由
『對抗爭支持而產
生』」，叫大家捐錢
換幣，再去同樣認同
「抗爭幣」嘅商戶度消
費。唔少「黃絲」網民都
睇唔明佢哋究竟想做乜，有
網民直情留言話︰「已經感覺
到伏味，到時肯定群魔亂舞……」
雖然「星火同盟」被揭發涉嫌洗黑錢、
「612基金」成日都被指唔支援「抗爭者」，
但「黃絲」為咗所謂嘅不割席，都一再包庇，
甚至往往都聲稱係有人「插贓嫁禍」、「存心
分化」佢哋。不過，事實上佢哋就似乎上一次
當學一次乖，所以當「香港公民鏈」前日喺
facebook開post宣佈，話搞咩「抗爭幣」同
「國難士多」，有關消息被《立場新聞》post
出嚟之後，大家嘅警覺性都高咗好多。

牽扯612星火賣周邊「五金」鬧爆
呢個所謂「抗爭幣」，就係叫支持者捐錢

俾指定組織，捐100蚊港幣就會喺個組織度收
返100蚊「抗爭幣」，如果個組織冇幣俾人，
就會啟動「發行機制」兌返相應「貨幣」出
嚟，總之就係將真錢變代幣，然後大家又可以
攞住啲代幣去「國難士多」或者認可商戶度買
嘢咁話。目前嘅認可商戶竟然頭兩個就係
「612基金」同「星火」，至於個「士多」目
前主要賣「香港加油」商品。

其實講嚟講去，大家除
咗覺得麻煩咗之外，都
唔知有乜質實好處，而
啲錢到底落邊個袋，大
家都唔係好明，而「國
難五金」就率先割席
話︰「你老×臭×唔好
成日拎我個名啦，唔×
關我事呀×你老×！」
「Yong Chan」亦揶揄
「香港公民鏈」︰「為
咗發『國難財』真係無
所不用其極。」
「Mingfai Ma」就嘗

試分析︰「黃色商品/服
務提供者要用港幣買材
料/出糧，但收咗『抗爭

幣』唔知可以用嚟做乜。其實呢個coin（幣）
功能類似『hkongs』（其中一間黃色網店）禮
品卡，只係無野（嘢）backup（支撐），唔
可換番（返）實體貨物或錢。」

批《立場》幫「騙局」賣廣告
「Billy Tang」話︰「已經感覺到伏味，到

時肯定群魔亂舞……」「Lee Irice」亦話︰
「其實要幫『手足』，『黃店』寧願直接請，
都唔想搞呢類集資幣，因為呢類幣最後得益者
一定係始創者，跟（根）本幫唔到真正有需要
嘅人。」「Vicky Ma」勸大家︰「小心渾水
摸魚之輩。」「Alan Kwan」斷定︰「騙徒手
法，層出不窮。」
有人就認為時間「好巧合」。「白兵」指

出︰「大家小心，虛擬貨幣唔易玩。……
『星火』一比（俾）人凍結戶口就有『抗爭
幣』？」「Darren Hon」直情嬲埋《立
場》︰「鬼到×街，《立場》登埋d（啲）咁
野（嘢）。」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黃營「抗爭幣」圈錢
網民：呃捐伏味濃

一場修例風波，圈錢嘅又點
會只得嗰幾個以「支援抗爭」

為名嘅基金吖。嗰個冇乜人知佢哋幾時成
立、有啲咩人、做過乜嘢、代表邊個嘅所謂

「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IAD）」，今
年10月31日喺facebook話已經眾籌到超
過300萬，仲聲稱「日內向大家公佈財政報
告」，但之後喺fb都冇見過佢哋份報告。不
過，近日就有人將佢哋行極簡路線嘅財政報
告掟上網，發現佢哋每個活動都係得一條大
數，根本唔知佢哋用咗啲錢喺邊。
日前有自稱為港大學生嘅人向fb專頁「學

民苦主大聯盟」投稿，狠批自己完全唔知
「IAD」係點組成，更加唔知嗰個張崑陽之前
係點代表港大去加入「IAD」，「想講佢真係
零民意授權，我仲要特登查佢background
（背景），原來佢以前係BuSu（浸大學生會）
啲人，之後tran（轉）咗嚟hku讀。我同其他
fd（朋友）一直覺得『iad』好怪，好似學聯
翻版咁，仲要眾籌三百萬都冇講點用。」
個港大生話，IAD所謂嘅國際游說冇用，

「搞到似係贊助佢哋歐美遊咁。」至於眾
籌啲錢去咗邊，個港大生話自己搵到佢哋
份財政報告，但就做得求其過中學生，

「一個trip（外遊）一個數。我點×知佢哋
有用（冇）偷咗啲錢啊？」

3個月燒廿幾萬「豪遊」冇監管
睇返佢掟出嚟張財政報告截圖，搞個集

會搞咗8.5萬，去台灣「游說」就用咗2.2
萬，但去澳洲只係唔使9,000，仲有個雜項
係5,000，但就冇講包咩，前後3個月就使
咗20幾萬。
雖然個張崑陽已經退出IAD，但個港大生

就認為︰「根本就係佢發現『iad』真面目開

始俾人揭穿，想拍拍蘿友就走！彩就佢攞曬
（晒），啲人仲讚佢知錯能改！」佢仲斷
言，張崑陽第時會繼續用所謂國際影響力去
騎劫學界，然後入政界做嘢，「佢呢個人根
本就係學聯班人一手扶植，毫無民意授權。
作為學生真心只係被代表啊×！」
除咗呢啲嘢，港大學生會嘅《學苑》之

前都報道，IAD成立咗幾個月都冇完整憲
章，學生會都監察唔到佢哋嘅發言，呢啲
咪就係所謂嘅大專學界「代表團」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大專代表團」嘥錢 數簿求其寫混賬

自修例風波以來，聲稱「支
援義士」的網上眾籌就如雨後

春筍。警方前日以洗黑錢罪拘捕與「星火同
盟」有關的三男一女後，「熱血公民」立法會
議員鄭松泰即「食人血饅頭」，乘機宣傳「熱
狗」自己的「支援基金」。
在4名與「星火同盟」有關者被捕後，鄭松

泰就在其fb轉發了相關新聞，及「星火」的
「義務大律師」麥雅媛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稱，
「星火同盟從來都不負責被捕人士的法律開
支，律師只是透過平台接觸被捕人士，提供
法律服務。」他以這兩則新聞來「說明」，
「熱狗」為什麼要成立、推出「國民支援」

所謂「人道支援網絡」，擺明乘機宣傳。
被視為「熱狗」支持者的「學民苦主大聯

盟」fb專頁就講得更直白：「火星（星火）
只係第一炮。清算陸續會出現。只有註冊組
織唔會受到波及，要捐錢就捐畀熱狗。」
「Alan Mo」就留言吹奏「熱狗」：「其實比起
『註冊組織』呢道屏障，熱狗本身先係更有
力嘅理由。佢哋遇險咁多次，都為自己手足
乃至支持者，盡量減免損傷；更有多次為幫
助手足及素人，犧牲組織利益的事例。今次
國泰民安人道支援都一樣，真正case by
case去為義士籌劃支援方案，亦係基於『共
產黨有意封殺支援基金』的前提去設計。」

「星火」支持者「Kirsten Yates」就留
言鬧鄭松泰：「×街，當初你叫手足聽你叫
信星火同盟，你宜家玩嘢啊！×頭，砍×
死你.....」「鄭松泰」在留言中爆粗回應：「×
你，咪扮嘢啦，睇你個名就知係一毛。」
「Kaffee D Macher」就話即使「星火」無法
運作，「應該可以搵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幫
手嫁喎~~」「Truman Chan」即時攞之前
「612」俾人批評經常唔批支援金嘅新聞，揶
揄：「每單暴動罪要180萬，所以要慳住洗
（使），一毫子都唔郁得（除非係俾泛民收取市
價的義務律師就可以）。」鄭松泰即刻回應話
係「突破盲腸」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蟲泰抽星火水 狂Sell「養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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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凍結人手國泰凍結人手 分析師料或裁千人分析師料或裁千人

■■大學站昨天上午十時部分修復重開大學站昨天上午十時部分修復重開，，乘客心情愉快乘客心情愉快。。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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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幣抗爭幣」」被疑是新騙局被疑是新騙局。。

■■有人上傳疑似有人上傳疑似IADIAD的財政報告的財政報告，，前後前後33個月就使咗個月就使咗2020幾萬幾萬，，但全無分項但全無分項。。

■■大學站附近巴士服務大部大學站附近巴士服務大部
分恢復分恢復。。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部分店舖恢復營業部分店舖恢復營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