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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昨日公佈本港第2季度經濟情況，錄得

溫和增長3.3%，高於預期的3.2%，較首季的

2.9%加快，本港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同時調高至

2.5至3.5%。受惠於內需增強，次季經濟增長

按季改善，其中自由行消費力和基建投資為

本港提供持續強勁的內部需求，成為了本港

經濟動力兩大火車頭。政府應繼續發揮自由

行效應，確保大型基建工程加快上馬，穩住

內需，推動經濟持續發展。同時，須避免樓

泡爆破衝擊香港經濟。港人亦應同心排除政

治化干擾，齊心協力發展經濟，才能保持現

有良好的經濟勢頭。

數據顯示，本港零售銷售貨量較去年同期

急增15%，上半年本港消費開支急增，是整體

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其中，訪港旅客人數

和消費顯著加速，進一步刺激本港消費意慾

持續旺盛。自由行措施已邁進第10個年頭，

過去為香港抵住了多次經濟低潮，今次第二

季經濟情況顯著向好，再次說明了自由行消

費力對香港經濟的助益。政府更應進一步完

善自由行措施，多做有利兩地經濟交流的活

動，把握好內地為香港輸入源源不絕的經濟

增長力，保持香港經濟持續增長。

政府推動基建加快上馬，亦成為支持本地

經濟增長的動力。 政府過去積極開展十大基

建工程，包括港珠澳大橋、沙中線工程和西

九文化區等，全面落成後可為香港經濟每年

創造千億元經濟效益和逾25萬個就業機會。

今次數據指出有關機器及設備的投資強勁，

反映基建工程促進商業投資，經濟效益逐步

顯現。基建發展有助拉動經濟，在未來外圍

形勢不穩定之下，政府更要確保各項大型基

建加快上馬。

雖然本港經濟出現良好勢頭，但樓市存在

泡沫風險，一旦爆破將對本港經濟形成深遠

影響。在美國聯儲退市計劃及環球經濟不穩

定因素下，政府的樓市辣招仍需維持，確保

樓市穩定，避免衝擊金融體系引發經濟骨牌

效應。

香港近來政治爭拗不斷，不利於香港經濟

發展勢頭。今年持續40日的碼頭工潮便削弱

了香港的出入口競爭力。經濟復甦成果得來

不易，港人此時更應集中精力搞好經濟，鞏

固現有經濟勢頭，才可保持香港的繁榮穩

定。

(相關新聞刊A1版)

中國代表團日前就中國東海部分海域200海里以

外大陸架外部界限劃界案，向《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設立的大陸架界限委員會進行了陳述。此次

陳述以法律和科學依據，進一步強化了東海大陸

架自然延伸的事實，有助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

有力地駁斥日本企圖侵吞我東海領土領海的歪

論，以維護國家主權、海洋權益。

2012年12月14日，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的要求，中國政府正式提交了《中國東海部分海

域200海里以外大陸架劃界案》，首次明確了中國

所主張的部分東海大陸架外部界限的具體位置。

這次陳述是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大陸架界

限委員會議事規則要求進行的規定動作，也是中

國在國際場合重申東海大陸架向東延伸到沖繩海

槽的一貫主張，充分展示了中國立場和科學證

據，從科學角度進一步強化了東海大陸架自然延

伸的事實，標誌 中國東海大陸架劃界在法律、

科學上都是無懈可擊的。

此次陳述還為中國的東海維權提供重要的依

據。眾所周知，中日在東海大陸架劃界的問題上

一直存在分歧。中國政府一貫主張，中國在東海

的大陸架自然延伸到沖繩海槽，即以沖繩海槽為

界，以西部分為中國海域，以東部分為日本海

域；而日本主張以等距離「中間線」與中國平分

東海大陸架，而釣魚島的位置正好處於日本所謂

的「中間線」上。日本的「中間線」原則，國際

上主張此觀點的僅30多個國家，屬於少數。按此

原則，日本不僅在法理上把釣魚島據為己有，獨

霸「中間線」日本一側的全部海底資源，還可侵

吞中國一側的巨大海底油氣資源。中國從來不承

認「中間線」原則，向聯合國就東海大陸架劃分

主張進行陳述解釋，是在國際上對日本混淆視聽

的主張作出駁斥，讓國際社會看清楚，日方欲將

「中間線」強加給中方，以其自定的「中間線」來

否定中國的主權權利，侵犯中國的海洋權益，與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背道而馳。

中國已提出要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堅決維

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目前，中國的

海洋權益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經略海洋，推動

海洋強國建設，乃當務之急。在維護海洋權益的

問題上，中國既要堅持用和平方式、談判方式解

決爭端，積極運用國際慣用方式，在法律上、輿

論上進行海洋維權，更要做好應對各種複雜局面

的準備，提高海洋維權軍事力量，為維護和拓展

海洋權益，開發運用海洋資源，建設海洋強國提

供有力保障。 (相關新聞刊A3版)

鞏固增長優勢 防樓市衝擊經濟 以法律科學依據 維護東海權益

落區聽訴求 特首籲文明對話
不應以聲浪肢體阻人發言 倘再爆衝突警續公平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
振英明日再到觀塘視察民情。就多個團
體計劃到場舉行公眾集會，警方昨日發
表聲明指，他們至今接獲一個團體的

「舉行公眾集會意向通知書」，並會按現
行的機制考慮是否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警方會繼續接觸及勸喻其他表示有意舉
行活動的團體，依法向警方作出通知。
聲明又強調，警方尊重市民表達意見、
言論及集會的自由，而警方一貫政策亦
是全力協助市民進行和平的公眾活動，
同時亦有責任確保公共安全及公共秩
序，呼籲公眾人士表達訴求時亦必須遵
守香港法律和社會秩序。

暫收一團體申集會

在警方昨晚發出的公開聲明中指，根
據公安條例，任何超過30人的公眾遊行
及超過50人的公眾集會，均須於活動舉
行前7天親身到警署通知警方，以便警

方與主辦團體就活動細節進行商討，從
而作出相應人手調配、人流安全管理及
特別交通措施，以減低對公共安全及公
共秩序的風險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影
響，而警方至今收到一個團體的「舉行
公眾集會意向通知書」，並會按現行的
機制考慮是否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尊重言論集會自由

聲明稱，警方得悉有多個團體計劃於
星期日於觀塘功樂官立中學外舉行公眾
集會，警方已盡量循可行途徑接觸有關
團體，勸喻他們就其公眾集會活動依法
通知警方，以便警方協助他們合法和安
全地進行有關公眾活動，「警方尊重市
民表達意見、言論及集會的自由。警方
一貫的政策是全力協助市民進行和平的
公眾活動，同時亦有責任確保公共安全
及公共秩序。公眾人士表達訴求時亦須
遵守法律和社會秩序」。

聲明再三呼籲到該處集會的人士保持
克制及冷靜，並依從現場警務人員的指
示及勸喻，發揮警民合作精神，以理
性、和平的方式表達訴求，並會因應現
場情況作出相應的人流安全管理措施，
確保有關活動能在安全及有秩序的情況
下進行，強調「警方絕不容忍任何暴力
事件或黑幫行為；任何人如有違法，不
論任何背景，警方絕不會視若無睹，一
定會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地處理」。

重申辦案公平公正

此外，就個別傳媒質疑警方查案準
則，警方昨晚發出另一聲明回應指，報
道提及的案件，已交由相關警區重案組
跟進，定會秉持相同準則，不論當事人
任何背景，警方都會不偏不倚、公平公
正處理。警方發言人重申，警方一般會
因應案件性質、人手、資源和調查時間
等因素，決定負責跟進案件的單位。

梁振英昨日在其網誌發表題為《文明對話》
的文章。他稱，繼日前在天水圍與市民直

接交流後，明日下午將再到觀塘聽取市民意
見，並會聯同高永文及黃錦星兩名局長一同出
席，盼望會場內外的各方人士都能遵守文明社
會的規則和秩序，「我落區就是想直接與市民
對話，聆聽大家的心聲及訴求。任何人都不應
以聲浪或肢體動作妨礙他人的發言，更不應堵
塞通道」。

警方將不偏不倚執法

梁振英又稱，他日前落區期間，少數人在會
場外爭執，並涉嫌使用暴力襲擊他人，警方已
根據法律，以公平、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態度處
理，深信警方明日亦會一如以往不偏不倚地執
法，「如果今個星期在觀塘的交流會再出現類
似情況，不論違法人士的背景和政治立場，警
方亦會一如以往，不偏不倚地執法」。

論壇於明日下午2時30分至4時，在觀塘功樂道
90號觀塘功樂官立中學舉行。由於會場座位有
限，市民如欲入場，需於當日到距離學校約15分
鐘路程的民政事務署諮詢服務中心取票，280張
入場券會在早上約9時開始派發，入場券會以先
到先得方式，並會視乎情況於當日上午約9時派
發。

明日論壇外放多重鐵馬

鑑於社民連及多個反對派政黨已預告會再次
到場示威，當中社民連會以「默站」方式示
威，如遇到挑釁也不會還擊，預料屆時參加者
會分散行動。為免論壇衝突收場，學校對出行
人路已經放置多重鐵馬，食環署已派人到學校
門口洗地，亦有工人更換學校外牆的鐵絲網。
示威區將設於學校對開一段功樂道行人路，屆
時會否封閉馬路，民政事務署指要視乎實際情
況。為配合安排，附近的浸信會亦會提前至12時

半結束主日崇拜。

梁美芬籲各派互相尊重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出席一個論壇後表
示，梁振英明日落區再次遇到警察和示威人士
爆發衝突是在所難免，她呼籲各個派別的人士
表達意見外，要互相尊重，共同努力維持香港
民主邁向高質素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
梁振英明日再次落區，到觀塘聽取市民意
見，激進反對派揚言繼續「踩場」，完全無
視日前首場地區論壇所引發的暴力衝突。

「人民力量」新任主席袁彌明聲言，將動員
過百人到場示威，以「手牽手」方式迫近
會場，恫稱「已做好有人傷亡的準備」，又

「預告」在場內以不同方式狙擊梁振英，試
圖令論壇「腰斬」收場。

譏社記玩「齋企」無人理

「人民力量」昨日召開記者會，講解針
對梁振英第二次落區的示威「部署」，該
黨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大口舊)指，不會響應

「社民連」發起的「默站」行動，因為
「只係企 度，無人會理你」。袁彌明表
示，他們會以10人一排，用「手牽手」的
方式「推進」會場，務求在梁振英進出會
場時，向他近距離示威，聲言倘有暴力襲
擊，會「打不還手」，更稱「如果有黑勢
力，可能會有傷亡」，但他們「在所不
計」，又指屆時會設置有醫生駐場的急救
站。

袁彌明估計明日會有逾百名支持者聚集

「踩場」，更會在今晚10時派出約30名成員
通宵排隊，搶奪入場券。在首場論壇被逐
離場的「人力」成員譚得志（快咇）揚
言，他將在場內高舉標語及叫口號，試圖
打斷梁振英的發言，更公然稱「希望令到
論壇腰斬」。

此外，陳偉業表示正搜集證據，向警方
舉報日前天水圍論壇舉行時，有市民向警
察講粗口的個案，又聲稱已收集到10個個
案，計劃下周一到警署報案，要求警方派
重案組調查，以示公正。

狀黨「抹黑」 特首辦批漠視事實

壹傳媒屈「吹雞挺梁」
新社聯發律師信促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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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籲市民集會守法守秩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首梁振英日前到天水圍落區，
場外反對派示威者挑釁而導致暴
力衝突。親反對派報章《蘋果日
報》連日來大篇幅報道，聲稱當
日擔任論壇主持的新社聯會長梁
志祥，涉嫌拉攏「江湖猛人」撐
場，該報並長時間全方位跟蹤採
訪，勢要「抹黑」新社聯。俗語
有云「禍不及家人」，眼見報道
無中生有及事態嚴重，嚴重影響
新社聯的聲譽，新社聯決定日內
向壹傳媒發律師信，要求壹傳媒
道歉，並保留所有追究權利，至
於涉事的新社聯理事陳嘉輝由於
遭受電話滋擾，早前已經報警並
轉由重案組接手處理。

梁志祥妻連日遭跟蹤滋擾

《蘋果日報》早前引述不明來
歷的「地區人士」消息稱，梁志
祥涉嫌在特首落區前兩日要求

「江湖猛人」帶隊「挺梁」。梁志
祥接受傳媒查詢時嚴正澄清，當
他收到民政事務處通知，要求他
擔任地區論壇主持後，他只是致
電通知大部分天水圍區議員及鄉
事代表包括曾樹和及鄧賀年等出
席，從無與有關人士飯局，又稱
雖然他與「四眼民」鄧瑞民是中
學同學，但多年來絕少聯絡，認
為報道無中生有如同文字欺凌。

陳嘉輝報警 重案組調查

因應「涉黑」指控嚴重，新社
聯決定日內向壹傳媒發律師信，
要求壹傳媒道歉，並保留所有追
究權利。鑑於壹傳媒長時間派員
跟蹤與梁志祥相關人士，包括其
妻子等，令他們深感困擾，而被
形容是梁志祥親信的陳嘉輝亦遭
受電話滋擾，早前已經報警並交
由重案組接手處理，盼望事件不
要禍及家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出席天水
圍論壇時，遭反對派示威者惡
意阻撓，但反對派事後反而諉
過警方「執法不公」，公民黨昨
日更發出新聞稿，聲稱抗議特
首「撕裂香港」，不要「黑特
首」。行政長官辦公室發言人昨
日發表聲明重申，公民黨指

「行政長官與黑勢力有關」的內
容毫無事實根據，又強調行政
長官在網誌中已清楚表示，希
望各方人士文明對話，並指當
日少數人士的爭執及暴力行
為，警方已根據法律，以公
平、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態度處
理。行政長官對公民黨漠視事
實的態度深表遺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行政長官梁振英由競選到當選

均積極落區聆聽民意。繼日前

到天水圍與市民直接交流後，

梁振英明日將再聯同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高永文及環境局局長

黃錦星，到觀塘出席第二場論

壇。梁振英昨日在網誌上坦

言，落區就是想直接與市民對

話，聆聽大家的心聲及訴求，

但日前落區期間，有少數人在

會場外爭執並涉嫌使用暴力襲

擊他人，深信如再有類似情況

出現，則不論違法人士的背景

和政治立場，警方亦會一如以

往不偏不倚地執法，盼望各方

人士都能遵守文明社會的規則

和秩序。

■「人民力量」聲稱會派出過百人到場示

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梁振英表示，落區是想聆聽市民心聲及訴求，盼望各方人士能夠文明對話。圖為梁振英日前在論壇上發言。

資料圖片

CY下周一起離港休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

梁振英將於8月19日至29日離港休假。梁振
英離港期間，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將由19
日至27日署理行政長官職務，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將分別在28日
及29日署任行政長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