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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商會譴責暴亂反拉布
批踐踏法治損經濟 籲各界齊心向違法行為說「不」

激進派暴徒在新春佳節於旺角街頭掟磚縱火，嚴重破壞社會秩序，
更造成逾百名警民受傷，香港各界對此深感憤怒。香港六大商會

昨日舉行聯合記者會，回應旺角暴亂以至立法會長期拉布等事件。六
大商會認為，這不僅踐踏香港法治精神、損害香港國際形象，更破壞
香港的社會安定與經濟繁榮，呼籲社會各界齊心協力向一切暴力行為
說「不」。

楊釗盼青年明白自由有規範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楊釗強調，法治精神一直是香港為之驕傲的價
值，但近日發生的旺角暴亂，已嚴重影響了香港的法治精神，「有什
麼問題我們可以討論，但君子動口不動手，但現在開始好像不只是動
口，現在還動手，因此這件事嚴重影響香港的法治精神。」
他強調，香港有言論自由，而非有「暴力自由」，又期望年輕人能
明白自由是有所規範，不要再作任何暴力行為。

李秀恒：暴力行為須負刑責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李秀恒坦言，當晚的暴亂場面，就如同網

上戰爭遊戲。參與旺角暴亂的年輕人，可能因為經常「打機」，幻想
自己是網絡世界的英雄，最終演變為現實上的暴力行為，「只有暴力
行為，沒有中間路線，打贏了就興奮。」
他呼籲年輕人分清遊戲與現實世界，「不是按個Start掣就可重新開
始」，更應多與群體接觸，及明白這些暴力行為須負上法律刑責，
「不是打怪獸般簡單。」

阮蘇少湄：損投資者對港信心
香港總商會副會長阮蘇少湄批評，「佔領」行動和近日發生的旺角

暴亂這一連串的違法行為，損害了香港的國際形象，更擔憂有人已將
暴力與香港畫上等號，影響外國及本地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香港經
濟也因而下行。

鄭文聰：不接受任何暴力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鄭文聰則強調，不會接受任何暴力行為。

龍漢標盼尋回「漸失」核心價值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秘書長龍漢標表示，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是

和平理性、和衷共濟、尊重法治。他期望香港人重新尋回這些「似乎
已失去」的核心價值。

林健鋒：對暴徒絕不會容忍
立法會商界議員林健鋒指出，旺角暴亂令全城震驚。暴徒當日以不
理性、罔顧他人性命、冷血的手段襲擊警員，香港社會對此是絕不會
容忍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議會外，反對派煽動激

進年輕人暴力示威，導致旺角暴亂；議會內，反對派議員

通過拉布等手段，阻撓特區政府政策及措施的落實。香港

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總商會、香港工

業總會、香港地產建設商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昨日罕

有召開聯合記者會，齊聲譴責旺角暴亂事件。他們批評是

次暴亂踐踏了香港法治精神、損害香港國際形象，更破壞

香港的社會安定與經濟繁榮，呼籲香港社會各界齊心協

力，向一切暴力行為說「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
旺角暴亂事件涉及不少年輕人，恒
生管理學院校長何順文昨回應時強
調，不認為暴力可以解決問題，並
鼓勵學生成為解決問題的人，而非
製造矛盾。他又指，政府和青年都
需要就問題檢討和尋找解決方法，
並勸勉教育工作者，在社會分裂和
政治紛爭下謹守崗位，做好教育工
作並堅守信念。
何順文昨日指，自己在新春期

間離港，日前才回港，由於暴亂
事件出於突然，自己未有深入了

解，認為社會不應該太早定下結
論，但他個人絕不支持暴力，認
為暴力解決不到問題。
何順文又鼓勵年輕學生應多作

獨立思考，要成為提供解決辦法
的人，而非製造矛盾。
他續說，無論社會怎樣分裂，
政治有何紛爭，作為教育工作者
應謹守崗位，做好教育工作，
「教育事業非看一天、一年，而
是很長遠的時間。」他對學生抱
有很大的期望和信心，亦希望教
育工作者和傳媒均可堅守信念。

何順文籲青年思暴力能否解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
香港銀行公會昨日發表聲明，反
對任何暴力和違法行為，並呼籲
社會各界共同維護國際投資者信
心，維持香港的競爭力。
銀行公會在聲明中表示對近日

旺角發生的暴力衝突的關注。公

會強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及世界頂尖級城市，社會秩序及
法治精神一直是營商環境的重要
基石。香港得以成為國際企業和
外國投資者垂青的市場，全賴穩
定的社會環境。公會反對任何暴
力和違法行為。

銀行公會反暴力 冀共護營商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正面對外
圍經濟因素轉差的挑戰，香港六大商會在聯合記
者會上指出，香港本地生產總值正逐年遞減，零
售及旅遊業已遇上了寒冬，反對派在立法會拉
布，將嚴重影響民生及基建發展。他們呼籲反對
派議員摒除成見，以大局着想，停止拉布，以理
性務實態度溝通，將焦點重新放回發展經濟和改
善民生，為促進香港經濟與社會長遠發展攜手努
力和作出承擔。

楊釗盼反對派求雙贏非雙輸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楊釗在昨日記者會上批評，

立法會拉布嚴重影響民生及基建發展，已造成整個
社會發展停頓，「特別是議員就高鐵追加撥款拉
布，時間上將達死線，若不通過會嚴重影響香港
經濟民生，再拖下去更會影響就業情況。」他期
望，反對派議員能「高抬貴手」，求同存異，尋求
雙贏而不是雙輸，讓香港社會繼續得以發展。

李秀恒嘆「彼此也在捱」困局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李秀恒引用《難為正

邪定分界》一曲歌詞，指有人「努力興建」，有
人則「盡情破壞」，最終「彼此也在捱」，慨嘆香
港正是面對這樣的困局。他強調，香港應在此時努

力發展經濟，而不是等待到經濟「一潭死水」時才
「攤大手板」，希望反對派議員停止拉布。

阮蘇少湄籲社會大眾正視拉布
香港總商會副會長阮蘇少湄指出，香港過去的

成功，全靠優秀的基建，「在今個立法年度，政
府提交的多個項目中，到今天為止，只有百分之
八的項目受到（獲得）批准，可以想像立法會現
在的情況已經可以說是運作完全失效。」反對派
議員故意為難或拖延撥款通過，只會令香港長遠
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她期望社會大眾正視拉布問
題，共同建設更美好的香港。

鄭文聰批難令公帑用得其所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鄭文聰直指，拉布直接影響

香港的經濟：「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由2013年的
3.1%，跌至 2014 年的 2.5%，而 2015 年則為
2.4%，今年度更估計只有1%。」他批評，拉布每
日浪費了255萬元公帑，令公帑未能用得其所，
「這些錢對我們香港很有幫助，可幫助醫療、社
福、扶貧，但現在就不是將錢用在好的地方。」

張學修籲市民齊心反拉布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張學修批評，反對派

議員為了撈取自己的政治資本，令立法會無法做
實事，完全違背社會主流民意。他呼籲香港市民
應齊心合力反對議員拉布，又期望反對派議員能
為香港福祉着想，以理性務實的態度溝通，珍惜
香港的經濟發展。

林健鋒：港人齊發聲保安穩
立法會商界議員林健鋒指出，本年度立法會受拉

布影響，只有數項工程獲撥款通過。香港社會各界
應齊心發聲反拉布，讓港人可有安穩的生活。

梁君彥憂港長「拉」難「翻身」
立法會工業界議員梁君彥批評，反對派議員不

是花時間質問特區政府，而是使盡所有議事程序
拉布，令人擔憂香港長此下去將會很難「翻
身」，影響未來發展，又呼籲反對派議員可放下
一己私利，不要只為票源着想，而是為全港市民
福祉做決定。

廖長江：議會變相無履職
立法會商界議員廖長江則指，立法會其中一個重

要職能是監察特區政府，「拉布令議會不斷浪費時
間，議員最終為了避免特區政府跌落財政懸崖，很
多時都是被迫放棄發問，變相沒有履行職責。」

本地經濟拾級下 籲為民生作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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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全國政協常委、江蘇社團總
會常務理事會會長唐英年昨日批
評，旺角暴亂事件中的暴徒，所為
已超出法治社會底線，必須受嚴厲
處分，外界更不應為暴亂找藉口。
唐英年昨日出席江蘇社團總會

新春酒會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
他對旺角暴亂感到震驚，並批評
示威者的做法是暴民所為，已超
出法治社會的底線，應受最嚴厲
的法律處分。倘有人以犯法作為

抗爭手法，是對法治的無知，有
關行為社會上不會接受。
被問到是否特區政府施政有問

題才導致是次暴亂，唐英年強
調，不應為暴亂找任何藉口。香
港市民對政府有不滿，在回歸前
後都有發生，暴徒不應將行為歸
咎民怨，又指事件應由司法制度
處理，而法庭會決定這些行為是
否違法及怎樣懲罰暴徒，以體現
法治核心價值，特區政府無必要
成立獨立委員會。

唐英年：暴亂無藉口應嚴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立法
會昨日結束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
多位特區政府官員在最後一節有關法
治和管治的環節中致辭時均嚴辭批評
旺角暴亂事件。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表示，不能將令人痛心的暴力事件包
裝成「官逼民反」或「以武抗暴」；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強調，暴力不可能
符合法治精神不容置疑；保安局局長
黎棟國則呼籲社會反思，暴力只會更
流血受傷，不會為香港帶來任何出
路。

林鄭：包裝暴力毀港聲譽
立法會昨日連續第三日辯論施政報
告致謝議案。林鄭月娥指出，特區政
府會全力支持警隊維持治安的工作，
確保香港作為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的
聲譽，不因小撮暴力分子而受損，又
反駁將暴亂事件和政府管治不彰扯上
關係的「泛民」議員，指政府管治不
會十全十美，「但是政府管治不佳，
不等於有人可以將一場展現在市民眼
前、令人痛心的暴力事件，包裝成為
『官逼民反』、『以武抗暴』，或者
是一場因政府暴政引起的警民衝
突。」

批變本加厲拉布癱議會
林鄭月娥又批評反對派拉布，令多
項民生措施無法如期落實，損害行政
立法關係，情況每況愈下，拉布蔓延
至立法會大會，令立法會運作瀕臨癱
瘓。「行政機關為了保持和改善行政
立法關係，一直都是以大局為重，處
處忍讓。但很可惜，退一步沒有帶來
海闊天空，息事並不寧人，部分『泛
民』議員變本加厲地作出破壞性行

為，蓄意窒礙政府施政和大型基建項
目的推展，置香港長遠發展和市民福
祉於不顧。」
她批評，部分「泛民」議員以拉布

手段抗爭，動輒不出席會議，刻意製
造流會，意即凡是他們不喜歡的政策
就不能出台，並非民主精神的體現，
令議會完全失去為社會解決問題的能
力，令人擔憂沮喪，特別是反對派就
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拉布已嚴重影響民
生措施落實，懇請「泛民」議員停止
拉布，務實審議，讓立法會的運作重
回正軌。

袁國強：訴求非損法治藉口
袁國強強調，法治不應被政治化，

政治訴求更不應被美化為破壞法治的
藉口，任何政治理念和訴求都不能成
為暴力行為的答辯理據，並反駁有人
聲稱「法治有不同層次」的說法，強
調暴力行為不可能符合法治的精神，
這是不容置疑的。

黎棟國：暴力後港更傷
黎棟國致辭則指，在警方將暴徒繩
之於法的同時，社會也需要一同反
思：暴力抗爭不會帶來任何出路。在
暴力過後，香港只會更流血、受傷，
「香港是我們的家，每位市民都應該
珍惜香港，不讓旺角暴亂事件再次發
生。」

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被否決
一連三日的致謝動議辯論舉行逾

30個小時，最終在分組點票中，直
選組別未能過半數而被否決，反對
派議員提出的7項修正案亦全被否
決。

3高官狠批反對派「官逼民反」謬論

在最後一日的施
政報告致謝議案辯
論中，旺角暴亂續
成為辯論焦點。民
建聯立法會黨團召

集人葉國謙批評，「本土派」是
激進暴戾的惡勢力，反對派議員
為暴徒辯護就等同暴徒。

葉國謙昨日在會上提到，香港
的內傷未有因違法「佔領」行動
的結束而痊癒。過去一年，「本
土派」激進暴戾的惡勢力不斷在
香港肆虐橫行，宣示以武力抗爭
達政治目的。此歪風正荼毒青
年，損害香港法治，香港的治安
亦變得愈來愈差，香港也變得愈
來愈亂。

他批評：「反對派議員如果再
繼續如此為暴徒辯護，協助他們
鼓吹暴亂有理，或『以武制暴』
的歪理，幫忙洗白這類所謂『本

土』理論，他們就等同暴徒一
樣。」

金融界議員吳亮星、金融服務
界議員張華峰等亦批評，旺角暴
動破壞香港法治。吳亮星表示，
今次明顯是一次有組織的破壞活
動，肆意發動暴亂，影響法治。
張華峰表示，香港法治不斷受到
衝擊，暴徒在年初一摧毀法治根
基，反思如何維護法治基石已是
迫在眉睫。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葉國謙：為暴徒張目等同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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