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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快訊港澳快訊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魏可楓）受社會氣氛影
響，香港海洋公園入園的外國及內地遊客出現跌幅，8月
起整體入園人數跌幅更達雙位數。公園將於10月大搞
“哈囉喂全園祭”，讓一班嘩鬼為港人驅走負能量；同
時樂園亦推出住宿及入園參與哈囉喂活動（兩日遊）優
惠套餐，希望以優惠保持入住率。

海園“哈囉喂全園祭”驅走負能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粵港澳電訊機構
21日在香港成立“大灣區5G產業聯盟”（聯盟），
加強三地高新技術企業緊密合作，推進產業協同發
展，並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智慧城市群的創新發展，
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大灣區5G產業聯盟成立 推協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由澳門特區政府
體育局及澳門田徑總會主辦的“慶祝澳門特區成立
20周年——2019澳門銀河娛樂國際馬拉松”將於12
月1日舉行。澳門體育局局長潘永權表示，今年賽事
特設“回歸杯”獎項，在馬拉松及半程馬拉松男、
女子澳門運動員組別奪得冠、亞、季軍的運動員，
將獲得豐厚獎品。

2019澳門國際馬拉松12月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廣
州報道）“粵港服務業交流會”暨
《2019在粵香港服務業企業名冊》
（下稱《名冊》）22日在穗發佈。
近300多位粵港企業人士齊參與，其
中不少在粵創業的港青分享各自的
成功經驗，呼籲更多香港青年可以
積極擁抱大灣區機遇，勇敢創業。
在他們看來，大灣區日新月異的科
技創新力量讓港青們在更多傳統行
業中更便捷地實現創業。

勇敢踏出步子就能有收穫
幾何馬奇（廣州）科技有限公

司行政總裁葉正喬是一位“90後”
的年輕創業者，他回看過去兩年的
創業經驗，認為勇敢踏出步子去了
解內地城市對港澳青年創業的優惠
扶持和基地中心，就能夠獲得“開
門紅”。葉正喬透露，創業初期營
業執照、制度差異等問題都得到政
府部門的幫助，讓自己騰出更多時
間專注創業內容本身。談及如今的
寵物項目，葉正喬信心滿滿地表
示，用科技完善傳統的寵物照料服
務，開發更多的寵物特色“視頻”
服務，讓更多的年輕寵物用戶有更

專業的品牌服務體驗，是接下來努
力的方向。

透過內地互聯網開始創業
廣州地標建築K11設計師之

一、楊家聲建築師事務所董事長楊
家聲在廣州從事建築設計已超20
載。在楊家聲看來，隨着他有份設
計打造文創園區和青年創業等孵化
器基地項目越多，他越能深刻感受
內地青年創業的無所畏懼。他指，
園區很多內地“80後”、“90後”
年輕人創業的門檻並不如外界所想
的難和高，比如做服裝，可在園區

實施“前店＋後廠”模式，又如拍
微電影，很多都是借助互聯網開始
第一步創業。在他看來，港青可更
積極和富有勇氣地接觸內地互聯網
來開始創業，比如最簡單的電商，
或者是微商，都可以讓一些年輕人
開始低成本創業。

值得一提的是，是日發佈的
2019年《名冊》已收攬超千家在大
灣區廣東九市的香港服務業企業資
料。駐粵辦主任陳選堯表示，《名
冊》已連續發佈六年，便利內地企
業和公眾聯繫在廣東的香港服務提
供者探討合作機遇。

在粵港青分享成功經驗：灣區科創助低成本創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詹漢基成都報
道）超過700名香港青年正在四川參加
“四海一家．川港同行”青年交流團，體
驗當地特有風俗，增加對祖國歸屬感。是
次活動重頭戲為22日於中國大熊貓保護
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舉行的大熊貓命名儀
式，熊貓中心宣佈將剛出生的龍鳳胎大熊
貓命名為“四海”及“一家”，表達對川
港友誼的祝願。

儀式邀請到國家林業和草原局野生動
植物保護司副司長、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
中心黨委書記張志忠，中聯辦社會工作部
副部長張昭，四川省青年聯合會副主席任
世強，四川省港澳辦處長曹峰、新家園協
會董事會主席許榮茂、會長林俊波及許世
壇、副會長黃煥明及黃偉、熊貓中心常務
副主任張和民及劉葦萍等一同出席及見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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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粵香港
服務業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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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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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近距離觀察熊貓。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學生會員證門檻低 扮採訪阻執法真偽難辨

記協20元一張證 易淪暴徒易淪暴徒護身符護身符

■■在暴徒街頭縱火現場在暴徒街頭縱火現場，，大批身穿反光衣的人聚大批身穿反光衣的人聚
集拍照集拍照，，惟他們的記者身份真假難辨惟他們的記者身份真假難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獨人”扮“無冕王”挑釁警方
在近月連場遊行

示威以至暴力衝擊期
間，都有“獨人”佩
戴疑似記者證或身穿
寫有“記者PRESS”
的反光衣假扮“無冕

之王”，在示威區穿梭於警員與激進
示威者之間，甚至有恃無恐地挑釁前
線警務人員的情況。

製炸藥被捕搖身變“記者”
“上得山多”的鄭偉成，本月5

日凌晨3時許終被警方以非法集結及
非法藏有彈藥罪名拘捕，拘押48小時
後，以1萬元（港元，下同）保釋。
鄭偉成在獲保釋後，還振振有詞批評
警方“打壓新聞自由”。由於他的相
機被扣查，就公開呼籲市民捐贈價值
約8,000元的Nikon P1000相機，或
資助他買新相機。

當時網上已有影片記錄鄭偉成被
捕過程。影片顯示他其時在觀塘警署
外遭警員截查，他自稱來自一家名叫
“前線觀察”的傳媒機構，更展示寫
有“前線觀察”的記者證。惟香港文
匯報記者在網上搜索，並沒有發現任
何以“前線觀察”為名的網站和社交
媒體專頁，未能確定這間網媒是否存
在。

鄭偉成是“港獨圈”活躍分子，
2015年立法會政改議案表決前夕，警
方在西貢蠔涌亞視前廠房搜出一批爆
炸品，其後拘捕鄭偉成等5人，當時
鄭偉成還報稱任職地盤工人，何以他
因“管有炸藥”及“串謀製造炸藥”
罪監禁34個月後，搖身竟變成記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

■網民揭露“獨人”扮記者。
網上圖片

對有記者被暴徒或“黃媒”凌虐詐聾

扮啞的香港記者協會，被香港文匯報踢爆

疑濫發會員證。香港文匯報兩名記者分別

佯裝學生及自由撰稿員放蛇，發現記協會

員證的申請門檻甚為寬鬆，其中學生會員

證只需付20元（港元，下同）就得手。有

關職員透露，記協會員證不等於正式的記

者證，但有時也可當記者證用。香港文匯

報還發現過去有不少暴徒恃住有各種不知

名記者證“護身”，參與非法集結更肆無

忌憚地阻撓執法甚至挑釁警員。由於有關

證件難辨真偽，令警員也搞不清眼前“記

者”的真假。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在暴力示威現場，記者自由遊走於警方與激
進示威者之間進行採訪。部分激進示威者

因此覬覦記者這獨特的角色，過去曾有暴徒被
揭發使用不知名新聞機構發出的記者證，香港
文匯報記者在放蛇後發現，記協會員證的申請
門檻甚為寬鬆，容易成為暴徒的“護身符”。

申辦會員證幾“來者不拒”
記者佯裝學生日前到記協辦事處查詢，當

職員得悉記者申請會員證時，便以一副“來者
不拒”的口吻說：“你可以網上填表，或者現
在即場填都得。”記者遂問需不需要學校簽發
的證明，職員搖搖頭說：“如果你是學生的
話，只要出示學生證副本。再加一名記協現有
會員的推介就得。”記者再問：“需要出示比
如話一些校報之類的作品嗎？”職員也搖頭
說：“不用。”

職員解釋，記協證件分為會員證及記者證
兩類，會員證的申請資格較寬鬆，學生、自由
撰稿員等都符合資格，學生入會年費只需20
元；記者證申請資格就較嚴格，只簽發給全職
記者，申請人必須提交所屬新聞機構的蓋印或
證明，即使是網媒記者亦合乎資格。

那記協的學生會員證與正式記者證卡面有
什麼不同？職員說：“學生會員證上面會寫着
STUDENT（學生）。”那麼出示會員證能否
參與採訪？職員煞有介事地說：“要視乎他們
（主辦單位）接唔接受。”
在連場暴力示威中，不少青年或學生參與

其中，記協的答覆不難令人質疑各大院校的學
生，是否能申請一張記協會員證就能通行無阻
地在示威現場遊走，為非法集結者提供“支

援”甚至挑釁維持秩序的警員，及阻撓警方執
法。

記協主席楊健興在回覆查詢時，未有正面
回應申請會員證的門檻是否過低，僅稱該會是
跟足政府的《職工會條例》，“同其他工會沒
什麼分別。”他又辯稱，過去一段時間，會員
證批發數字沒有明顯上升。

至於會員證會否和記者證混淆？楊承認，
兩張證件“有點相似”實“不足為奇”，又稱
記協早已向警方傳遞記者證式樣，前線警員理
應“有能力分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尹涵）近幾
個月，煽暴派、縱暴派以及暴徒均大
肆煽動社會仇警，更大搞白色恐怖。
警方2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指，自6月
起，已經有1,614名警察及警察家屬
遭到不法“起底”，個人資料及家人
資料在社交媒體上被廣泛披露，更有
人利用資料去作出惡作劇和恐嚇行
為，有極端分子更鼓吹殺警員及警員
家人，甚至大談用什麼樣的刀才會致
死等。警方強調，網上的違法行為同
樣會受到法律的制裁，6月至今警方
已就此拘捕了16人，所涉罪行包括未
經同意披露他人資料，及非法進入電
腦系統取得資料。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警司
莫俊傑向在場記者展示了極端分子在
網上散播謀殺警員及其家人的言論截
圖，如其中一則煽動“殺警”的帖文
中，就聲稱“不再叫罵，直接殺警；
不再堵路，直接殺警；不再圍警署，
直接殺全家”等等。

莫俊傑說，由6月開始，至今有
1,614名警員家屬個人資料遭起底，
有警員個人資料於網上被披露，包括
警員姓名、身份證號碼、照片、出生
日期等信息均被廣泛發佈；連警察子
女的就讀學校、班級、照片等資料亦
被公開。其後，有不少被起底警員及
家屬受不同程度滋擾、恐嚇，包括電
話滋擾、虛假借貸、網上訂購等。有
警員家人則收到信件，內容是指知道
警員住址，甚至警告將以殘暴方法殺
害家人。莫俊傑指出，這些均是涉及
刑事的違法行為。

莫俊傑表示，最令人擔憂的是，
這些在網絡上的暴力言語已經進入現

實中。莫俊傑舉例，有人到警察宿舍破壞，噴上
“禍必及妻兒”等恐嚇字眼；更有人投擲磚頭入
警察屋企，連小朋友的房間也遭到破壞。

他強調，不論哪一方發出有關言論都屬違
法，警方在處理無論是針對警方還是示威者的網
絡違法行為時，都會不偏不倚，並提醒市民，網
上違法同樣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及呼籲感到受害
的人聯絡警方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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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有前線記者
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近月愈來愈多來自不知名
新聞機構或網媒的記者在示威現場，作出過激
言行，“他們似示威者上身咁（一樣），指着
警員鬧（罵），或者挑釁警員，與記者保持中
立的專業操守相違背，我不能確定他們的新聞
機構確實存在。”來歷不明的記者在暴力示威
現場，令真記者更危險，“他們（假記者）挑
釁警員，警方便當暴徒處理，兵慌馬亂的情況
下，也未必相信我們是真記者。”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梁天
偉表示，在上世紀60年代，政府新聞處曾簽發
官方記者證以正視聽，但近年已廢除這種政策，
加上早年政府容許部分經註冊的網媒採訪政府記
者會和傳媒活動，記者的身份就更難核實，“雖
然網上有註冊（新聞機構）名單可供查詢，但也
難避免有人以網媒之名進行採訪。”

記者當道真記者當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根茂）為煽動中學生
參與政治活動，反對派無所不用其極。22日，約
千名黑衣人參與所謂“中學生反修例集會”，大
會以“暑期課外研討會”為名，邀請包括“港
獨”組織頭目等人公然播“獨”及鼓吹仇警，向
參與的年輕中學生“洗腦”，企圖煽動他們參與
罷課等各種政治活動。

“香港獨立聯盟”陳家駒大肆散播謠言，聲
稱若特區政府只同意“五大訴求”的部分訴求，
而市民又接納的話，“未來可能全城cctv、用信
用系統，買什麼產品或用fb都被人監控，未來讀
的書用普通話”等等。激進反對派進師盟成員戚
本盛亦在場不斷煽動仇警言論，聲稱“警察不再
是維持治安”，更企圖“道德綁架”，聲稱學生
若不關心政治就是一個“自私的人”，又煽動學
生要反思“政府的正當性”。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指，所謂“和理非”由6
月到現在都拒絕與暴徒割席，實質上已經是和暴
力分子“分工合作”。他並不責怪學生，但強烈
批評煽動學生參與罷課者，又批評22日面向學生
的集會充斥單面思維、立場。何漢權強調，學生
罷課完全不能解決當下社會困境，反而會將分裂
帶入校園，期望各辦學團體可表明反罷課態度，
盡量減少對學校學生的影響。

播“獨”煽仇警洗中學生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