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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下調遊港警示 姚思榮：苗頭轉好

■暴力衝擊重創旅遊零售等行業。圖為灣仔一間清貨
結業店舖。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修例風波觸發連
串暴力衝擊，多個國家及地區一度對香港發出旅
遊警示。隨着香港近月局勢轉趨穩定，韓國下調
對香港的旅遊警示，由原來的第二級「謹慎前
往」下調至第一級「注意風險」，是首批調低香
港旅遊警示的國家或地區。香港立法會旅遊界議
員姚思榮形容，這是香港旅遊業轉好的苗頭，並
期望陸續有其他國家或地區調低或解除對香港的
警示。
韓國去年8月對香港發出第一級「注意風險」旅
遊警示，其後在 11 月提升至第二級的「謹慎前
往」級別。韓國外交部昨日表示，由於香港局勢
轉趨平穩，針對香港的旅遊預警，由第二級「謹
慎前往」下調至第一級「注意風險」。根據《韓
聯社》報道，韓國外交部將繼續注視香港示威情

況和治安形勢，適當時候調整對香港的預警級別。
韓國的旅遊警示級別分為 4 級，分別為「注意
風險」、「謹慎前往」，以及第三級的「建議撤
離」和最高的第四級「禁止旅行」級別。

去年 12 月旅客量跌逾半
截至去年底，全球有超過40個國家及地區向香
港發出旅遊警示，不少旅客因而對香港望而卻
步。旅發局的數據顯示，去年全年訪港旅客數字
逾 5,590 萬人次，按年暴跌約 910 萬人次，跌幅
為14.2%，是2014 年以來最低。仔細分析去年上
下半年的情況，可見去年上半年訪港旅客人次增
幅凌厲，錄得 13.9%增長，但 6 月爆發示威浪潮
後，旅客數字逐月下挫，單是12月的訪港旅客人
次就按年下跌51.5%。

姚思榮表示，香港局勢一直以來備受外界關
注。自社會衝突事件發生以來，現在韓國調低旅
遊警示級別有帶頭作用，雖然只是一個苗頭，仍
未夠說服力，也能喚起其他國家或地區重新檢視
香港情況，特區政府應主動與各國講述香港的現
況，提高公信力。

促政府主動向外談實況
他期望近期暴力事件緩和的訊息能傳到內地及
海外，令農曆新年旅客數字逐步回升。目前，大
家未能預計市道會否好轉，需要統計農曆新年的
旅客量跌幅有否收窄才能得出結論，但他相信農
曆新年將至，市面的消費氣氛濃厚，加上香港情
況比以往有好轉的跡象，暴力程度下降，相信能
夠令旅客放心來港旅遊。

二噁英無增加 中區荃灣呈降勢
黃錦星開 Live 對比新舊數據 踢爆泛暴派指控無根據

黑衣魔在過去 7 個多月在全港大肆破壞，警
方在別無選擇下施放催淚彈平亂，泛暴派卻造
謠稱催淚彈釋放致癌物質二噁英。事實上，一
度遭黑衣魔佔據、警方須持續施放催淚彈的「重
災區」─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其多份校園環
境檢測報告都證實校內二噁英濃度遠低於安全
標準，但昨日仍有被誤導的市民在環境局局長
黃錦星的社交平台直播中提出質疑。黃錦星引
用環保署最新數據指出，去年每月各區錄得的
二噁英數據，與往年大致相若，且呈下降趨勢，
中西區及荃灣的數據更較前年回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黃錦星昨日下午在社交平台做直播解答市
民的提問。有市民關注警方多次施放催

淚彈所引致的所謂二噁英問題。黃錦星表
示，理解市民對催淚氣體中二噁英含量的關
注，特區政府上周已公佈去年全年香港空氣
中的二噁英濃度數據，顯示去年每月數據與
過去數年情況相若，維持正常的季節變化。
他續說，二噁英指標會因為風向，在夏天

■黃錦星在fb直播中回應網民對環保政策事宜的提問。

時會較低，冬天時會較多，和過去 5 年比較
有下降的趨勢，而翻查環保署二噁英濃度數
據，中西區及荃灣去年全年平均數為
0.018，比前年錄得的數據為低。

最大來源實為露天燒雜物
專家此前指出，並無證據證明催淚彈會釋
出二噁英，反而二噁英的最大來源是露天焚

■二噁英的最大來源是露天焚燒垃圾。圖為去年暴徒在中大縱火。

燒垃圾。過去 7 個多月，暴徒火燒眾多商
舖、汽車、垃圾等。環保署資料顯示，在施
放催淚彈地區附近空氣監測站錄得的粒子水
平並無出現異常，反而在個別日子，縱火事
件令附近監測站錄得的懸浮粒子濃度高於正
常水平兩倍，更持續數小時，顯示縱火活動
對附近地區空氣質素造成影響。
理大分別在12 月底及 1 月初先後披露校內

環評報告，空氣樣本的二噁英、總多氯聯
苯、多環芳香烴及常見於催淚彈成分的鄰─
氯代苯亞甲基丙二腈（CS）全部遠低於安
全標準。

兩大學報告符安全標準
另一個被暴徒佔據的校園中文大學，也發
佈 3 批殘留物檢測結果報告，包括泥土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香港
電台作為政府部門，花費公帑營運，
但在修例風波中屢次偏頗報道，引起
許多港人不滿。香港政研會昨日到政
府總部外請願，並向建制派立法會議
員遞交 6 萬名市民的簽名，反對政府
現階段向香港電台增撥經費。
港台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部
門，但在修例風波中屢次出現偏頗報
道，近期更每周邀請民陣暴徒擔任一
次評論員。去年 8 月 24 日，香港政研
會發起了「天下圍公」行動，赴港台
集會抗議。今日，他們會再次發起
「天下圍公2」行動，快閃「包圍」港
台，抗議港台從未正視市民投訴、完
全漠視民意。
該會並呼籲參加者人手一份投訴
信，要求香港電台即場接收，並希望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和廣播
處長梁家榮回應市民投訴。
在集會前夕，政研會昨日向建制派

立法會議員遞交了 6 萬名市民的簽
名。主席鄧德成質疑港台每年用 10 億
元公帑，以所謂新聞自由，發放不合
邏輯及未經證實的資訊，有節目主持
人在訪問建制派的嘉賓時更態度差
劣，立場偏頗，影響市民對特區政府
的印象。

遞 6 萬簽名
該會提出 6 項建議，包括開放港台
31 台時段，讓不同政治立場市民自行
製作民間節目；成立內容監管制度，
邀請市民代表加入，確保製作不會偏
離主流民意；成立賬目評議會，讓市
民監管公共資源不會被浪費；要求港
台製作正面的警隊專訪，從正面報道
警隊執法遇到各種不公和困難，包括
面對「黑記」挑釁等情況等。

蔣麗芸葛珮帆促檢討
接收簽名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

■香港政研會昨到政府總部外請願，並向建制派議員遞交6萬名市民的簽名。
芸表示，港台作為使用公帑機構，但
未能有效宣揚政府政策，部分節目更
立場偏頗，希望港台自我檢討，回頭
是岸。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則表

「邦加僑友會」
撐警護港

■「香港邦加僑友會」成員到警察總部為阿Sir打氣。

香港文匯報訊 為表達對警方致力維
持治安的敬意，「香港邦加僑友會」及
一眾街坊昨日到灣仔警察總部慰問。參
與市民說，在持續 7 個月的暴亂中，暴
徒破壞港人的心血，令人心痛不已，而
警察是制服暴徒必不可少的一支重要力
量，希望警察繼續嚴正執法，守護香
港。
「香港邦加僑友會」一行逾 50 人在警
察總部門口拉起「慰勞警察、不辭勞
苦」橫額，高舉「警察辛苦了」的標
語，並高喊「阿Sir加油」的口號。
「香港邦加僑友會」理事長周鴻生表

示，港台收政府公帑，但其新聞報道
的立場非常偏頗，特區政府應立即對
香港電台的定位和運營展開檢討，確
保新聞報道公正中立。

示，他 40 年前從印尼來到香港生活，見
證香港逐步邁向繁榮，但持續 7 個月的
暴亂，令香港打工仔遭殃，如因為暴徒
堵路，有的士司機哭訴生意下跌逾半，
無法養家。他批評暴徒不斷搞破壞，最
終毀掉的是經濟及民生，希望警察繼續
嚴正執法，守護香港。
從上海遠道而來支持警察的章先生呼
籲，有智慧及理性的市民勿要輕易被居
心叵測者煽動，並相信特區政府終有一
日會帶領香港走出困局。
參與集會的市民岑先生說，警察數
月來冒着生命危險辛苦工作，但就遭
遇那麼多反對的聲音，相信受到了極
大的委屈，很需要得到廣大市民的支
持。

本、空氣樣本，以及催淚氣體殘留物含量，
結果全部符合安全標準，反映相關污染物在
泥土和空氣樣本，及 5 種催淚氣體殘留物含
量之數值，對健康的危害是微不足道。
連「駁火連場」的兩間大學校園都未發現
空氣、泥土和水源受催淚彈污染，更遑論是
其他地方，可見泛暴派指催淚彈釋出二噁英
是無根據的指控。

監警會報告延發佈 湯家驊：尊重法治

政研會今
「圍」
港台 抗議偏頗報道嘥公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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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監警會前日
（16日）決定延遲發佈審視修例風波的首階
段報告，直至一宗司法覆核案有裁決結果才
再作決定。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
驊昨日表示，監警會公開報告嚴格，要確保
不會與法律程序有衝突，屬於尊重法治的表
現，而過往政府部門在面對同類情況亦會叫
停，直至法庭有結果為止，否則可能予人
「與法庭鬥快」的印象。
監警會在前日舉行的特別內務會議上，指
涉及修例風波的首份階段性報告原訂於今年
初發佈，但高等法院上月 20 日批准一宗就
監警會進行審視工作的權力的司法覆核申
請，雙方將提交證據予法庭進行聆訊。會方
的法律顧問認為，鑑於司法覆核申請已進入
司法程序，除非在法庭聆訊期間，否則會方
不宜就該司法覆核發表評論。
會方在與法律顧問討論相關法律程序，並
考慮司法覆核結果可能帶來的各種影響後，
一致通過延遲發佈有關的階段性報告，待司
法覆核作出裁決之後再作決定，並將竭力尋
求司法覆核聆訊早日獲得裁決。

謝偉銓：繼續次輪調查

監警會副主席謝偉銓昨日對報告延遲表示
遺憾，希望有關的司法覆核聆訊可盡快進
行，惟現階段未能落實發佈日期，要視乎不
同因素，如司法覆核申請者的配合程度等，
但監警會第二階段的調查將繼續進行。

容海恩：盼不會拖太久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容海恩指
出，如果監警會考慮到報告的完整性，想將
司法覆核的結果加入報告，延遲發佈亦無可
厚非，但市民對報告有一定的期望，希望報
告的發佈時間不會拖太久。
提出有關司法覆核的泛暴派社工呂智恆
稱，不會因此而撤回司法覆核申請，又稱監
警會「由始至終」都沒有法律賦予的調查權
力，由他們調查的舉動以至發表報告均屬
「越權」，是次司法覆核旨在煞停越權行
為，倘監警會繼續調查，一旦敗訴就需要承
擔法律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