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港聞

2018年11月12日

星期一

責任編輯：楊 石 唐偉雄

砌詞光復火爆挑釁 逼商舖落閘

港獨分子東涌做騷趕旅客
亂港派唯恐東涌不亂，昨趁假日大量旅客經港珠澳橋來港，發
起所謂 「光復東涌」 、 「舉報黑工」 煽動針對旅客的示威行動，行
動主要成員全是 「港獨」 分子，發起人 「獨青」 王進洋，聯同 「學
獨聯」 的陳家駒、鼓吹 「港獨」 和 「台獨」 的新民主同盟荃灣區議
員譚凱邦，以及北區水貨客關注組召集人梁金成等約十多人，手持
橫額走到東薈城對出空地，瘋狂滋擾遊客，不理警方勸喻，拒絕返
回預設示威區，一班亂港分子又借機大做 「亂港騷」 。

王進洋

譚凱邦

梁金成

新聞追蹤
周慶邦（文／圖）、黃洋港（圖）

由於亂港派事先張揚到東涌搞 「示威
」，警方高度重視，昨早派出約一百名機
動部隊警員（PTU）及重案組探員，到東
薈城一帶部署。

東涌居民齒冷：入搞乜？
昨午一時許，支持遊客的團體 「珍惜
群組」抵達東薈城外空地掛起寫上 「本是
同根生，陸港一家親」的橫額及叫口號，
支持大橋通車，歡迎遊客到港消費，反對
派即上前責罵起哄，經警員勸喻後才離開。
一個多小時後（近三時），王進洋及
陳家駒等甫到港鐵東涌站，即大搖大擺拉
起寫上 「舉報黑工」橫額，卻遭東涌居民
齒冷，有居民更高聲斥喝： 「入嚟東涌搞
乜嘢？」雙方爆發口角，居民在警員護送
下離去。當王進洋等走到東薈城對出空地
附近，被自稱 「龍心」的網絡紅人林克霖
指責， 「龍心」亦由警員隔開及勸走。
此時，王進洋企圖走近遊客，警員即

上前截停，表示已安排示威區給他們在區
內表達意見，但王等人依然肆意走動。警
方強調王進洋等人的遊行屬於非法集會，
若行動繼續會遭警告，王進洋等人就宣布
解散集會。之後王進洋、陳家駒、譚凱邦
和梁金成等約十人，竟轉移滋擾一些坐在
一邊休息的旅客，又刻意在媒體前做騷。
在場警員沿途監視，其間，有附近商舖受
到滋擾影響，一度暫停營業。

葉劉到場視察遭叫囂挑釁
下午約四時，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等
人抵達東涌視察時，王進洋等人即拿着 「
大聲公」上前叫囂挑釁，多名警員築成人
鏈護送葉劉淑儀等人離去。在場的新大嶼
山巴士、冠忠巴士主席黃良柏表示，大橋
開通後不應拒絕遊客到訪，他呼籲王等人
停止滋擾活動，詎料反被譚凱邦指罵，後
來，黃良柏由警員護送離開。 「港獨」分
子的 「光復騷」到傍晚才 「散場」。

工聯會：三成內地團疑無牌

警方過去兩日於東涌向內地團查問。
據了解，警方初步發現，至少二十間內地
旅行社涉嫌違規，由於要先徵詢律政司意
見，所以暫時傾向不採取行動。此外，警
方發言人昨表示，新界南刑事總部正調查
一案件，懷疑有無牌旅行代理商，營辦旅
行代理商業務。

有
話說

心情受影響
譚先生（廣東旅客）
原本打算到萬寧購
物，但該店受到滋事分
子影響，暫停營業，令
自己本來愉快的心情也
受影響。今次是首次來
港旅遊，遇到這些事，
感到有些失望，希望香
港政府可維持秩序，給
旅客一個舒適環境。

冀完善配套
喬先生（廣東旅客）
港珠澳大橋通車，引
起來港旅遊的意欲，今次
是第一次來港。我看見有
人滋擾旅客，覺得他們無
必要這樣做，他們不應將
責任推給旅客，希望香港
政府正視並完善配套，讓
當區居民和訪港旅客同樣
有一個舒適環境。

澳門大賽車數日後舉
行，本港警方為打擊車手
利用本港進行賽前非法賽
車等活動，在剛過去周末
，一連三日展開代號 「火
炬 」 及 「QUICKCHASER
」的全港性反非法賽車、
反超速、反非法車輛改裝
、酒後駕駛及危險駕駛等
違法行動，共票控近500名
涉嫌超速司機，扣查20輛
疑非法改裝車輛，及拘捕

志成員袁嘉蔚、新民主同盟譚凱邦、
學生獨立聯盟陳家駒，均曾表明支持
王進洋。
王進洋上周日更在社交網站發文
，揚言要針對大橋帶來的旅客人流，
發起 「光復東涌」行動，更 「介紹」
了行動外的 「解決方案」，包括 「安
排遊客去欣澳B5巴士線」，自稱這是
目前 「最好的方案」，又揚言發起 「
光復行動」時，會先禮後兵，稱 「自
己唔介意參與激進嘅社運行動」。

潘先生（住東涌10年居民）
香港作為旅遊城市，
旅客多不是問題，但政府
要有方法分流和監控。東
涌現有社區設施，原本設
計是服務當區居民，政府
可否參考日本大阪，在交
通樞紐附近興建一幢新商
場，專門服務旅客購物。

昨午五時許，她於該美容中心接受
治療後暈厥。醫生立即為她急救，
惟事主仍然無反應，美容中心職員
報警，將女事主送院接受治理。案
件由油尖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據
悉，探員在該中心檢走一些藥物，
正調查女事主曾否在該中心接受治
療，過程有否涉及違規。
據資料，現年86歲的李宏邦，
為著名整形外科醫生，於2003年曾
涉及曾為七旬婦人抽脂致死一事。
2009年醫務委員會對於五項對李宏
邦的指控，裁定四項成立，其中三
項重罰停牌五個月，不予緩刑；另
一項予以譴責。另外，2003年李宏
邦診所亦涉及為女子加高鼻樑手術
失敗的訴訟，女事主入稟小額錢債 ▲尖沙咀一間美容集團有婦人昨午在中心昏迷，警員到
場調查，小圖為李宏邦醫生
審裁處索償五萬元。

大賽車前夕 港三日票控500車超速

2015年曾以 「本土派」 「傘兵」
旗號參選區議會東涌南選區落敗的王
進洋，與 「港獨」分子臭味相投。他
視梁天琦為偶像，2016年立法會新界
東補選時，王進洋曾為梁天琦站台。
王亦與 「香港民族黨」陳浩天、東九
龍社區關注組陳澤滔、青年新政等 「
港獨」分子關係密切。他曾自認是黃
毓民信徒，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為
「熱普城」鄭松泰助選。
香港眾志黃之鋒、羅冠聰、前眾

倡建新商場

疑打肉毒桿菌 哮喘婦命危
【大公報訊】尖沙咀堪富利士
道一間樓上美容集團，發生懷疑美
容事故，一名有哮喘病的中年婦人
昨午在中心昏迷，送院情況危殆。
據悉，涉事的醫生最初向警方表示
，女事主在沒有預約下到來要求診
治哮喘，服藥後即暈倒，不過，經
警方盤問下，有人改口供承認曾替
女事主面部注射肉毒桿菌，其後她
突然暈倒，心跳一度停頓，隨即為
她進行急救。
據悉，有傳媒曾致電該美容集
團聯絡李宏邦醫生，李回應傳媒時
，承認女事主是他的病人，但他以
警方正在調查為由，拒透露事發時
，他曾為女事主進行什麼治療及有
否打針等。
至於昏迷婦人姓張（52歲），

王進洋與陳浩天臭味相投

13名涉嫌酒後駕駛及危險
駕駛男女。警方表示會不
時採取行動打擊道路違規
情況，保障道路安全。
另外，警方在石澳道
執勤期間，拘捕一名懷疑
酒 後 駕 駛 的 姓 林 （25 歲 ）
男司機，及發現八輛私家
車（見圖），疑經非法改
裝死氣喉或加裝車尾定風
翼等，遂將它們拖走扣留
作詳細檢驗。

透視

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等人
抵達東涌視察

業界倡口岸打擊違規導遊

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理事長兼香港
旅遊業僱員總會理事長梁芳遠於昨午在大
橋香港口岸視察近一小時，他認為秩序尚
算良好，他估計約30%旅行團屬違法經營
，並無安排本港 「地接社」接應。據她了
解，昨日上午11時前，約有20團旅客來港
「即入即出」，經大橋入境後馬上離境，
估計與本港打擊黑市導遊有關。她建議旅
遊業議會、勞工處、警方等部門聯合執法
，在口岸打擊違規導遊，並希望當局推出
分流旅行團及散客、增加旅遊巴停泊位及
獎勵優質旅行社等措施，防止問題惡化。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陳張樂怡表示，若
內地旅行社只是為旅客安排跨境交通，旅
客在港行程自理的話，則毋須僱用香港導
遊。不過，近日有不少內地團被內地領隊
帶到昂坪360，行程安排或涉及違法。旅遊
事務署表示，內地領隊在港提供旅遊服務
，涉嫌違反逗留條件，如果內地旅行社只
為旅客安排跨境交通，旅客自行安排在港
行程，毋須僱用香港導遊。

◀警員勸喻王進洋返回示威區，但王進洋懶理

警員截查及登記疑似內地
領隊的文件，未有發生混亂
情況

【大公報訊】記者謝進亨報道：港珠
澳大橋自通車後，東涌先後有大批違規旅
行團湧現，工聯會昨日到場視察後，懷疑
約有30%旅行團由無牌導遊帶隊，甚至沒
有香港導遊接待。然而，警方連日打擊下
，情況大幅改善，有違規旅行團甚至更改
行程，經大橋 「即入即出」。而大橋自上
月23日通車後，經歷第三次周末出入境高
峰。入境處表示，昨日截至晚上8時，逾
8.6萬人次經大橋口岸出入境，包括41548
人次出境、44888人次入境。總人次較上周
同日同時段減少約5%。

▲ 「港獨」 分子梁金成及譚凱邦等參加示威行動

▲

大公報記者

▲

蔡樹文

勿讓港獨分子借大橋旅客鬧事
港珠澳大橋通車後，內地旅客湧入東
涌引起地區及傳媒關注，連續多天成為傳
媒的頭條新聞。
對內地旅客湧入東涌， 「港獨」分子
趁機 「抽水」，他們使出慣用伎倆，向無
辜的旅客 「挑機」，試圖製造及激化香港
與內地之間的矛盾，搞什麼 「光復」行動
，賺取政治本錢。
電視畫面所見， 「港獨」分子竟然變
身 「執法」者，在公眾地方肆意要求查閱
內地人身份證明文件，美其名要核實他們
的導遊身份，超越了所謂集會示威，絕對
是違法 「執法」。
大橋通車後衍生的問題，既有當局事
前估計不足、安排不當，亦有違法組團問
題，不能簡單地將問題往旅客身上推，將
旅客作為發泄對象。旅客本身都是違法旅
行團的受害者，必須從源頭堵塞違法旅行

團才是正道。
當我們將目光投向旅客塞爆東涌時，
當局有必要重新檢視大橋口岸區，連接各
旅遊景點的交通安排是否合理？口岸區是
否有足夠公共交通，讓旅客到不同地區旅
遊、購物呢？是否有足夠、有力的措施，
從源頭解決違法團來港，讓大橋旅客回歸
常態？問題若未能短期內獲得解決，恐會
衍生出與旅客不相關的問題。對此，與大
橋管理有關的部門和機構，不容掉以輕
心。
旅遊作為香港支柱產業，我們必須要
善用大橋通車後創造的商機，必須善待所
有來港旅遊的客人，不能歧視某些地區的
客人，否則，有辱香港 「旅遊之都」、 「
好客之都」的美譽。對大橋旅客，只能疏
導和善用，不能斬腳趾避沙蟲。更不容 「
港獨」分子趁機鬧事，破壞香港形象。

警卧底建功 反黑拘31人最細15歲
【大公報訊】一名隸屬警新界南總區
反三合會的探員，以卧底身份，成功於過
去10個月滲入三個活躍於新界南及西九龍
的黑幫，蒐集犯罪證據，到昨日警方採取
拘捕行動，於全港拘捕31名男女，年齡介
乎15至53歲，被捕人分別涉嫌自稱三合會

成員、以三合會成員身份行事、販運危險
藥物，及使用他人身份證等，警方不排除
會有更多人被捕。被捕的29男2女當中，15
歲的青年已輟學，報稱任職零售業，至於
其他被捕人士，有報稱無業、裝修工人、
售貨員及汽車銷售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