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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反修例」橫額阻交通釀危險
有人更乘機播「獨」教界批強佔公眾地方行為霸道

政商界人士籲北歐商會了解事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為阻撓修
訂《逃犯條例》恢復二讀、三讀，使出各種慣用伎
倆，其中，與「港獨」派關係密切的民陣，計劃在
周日(9日)發起第三次遊行。近日已經有不少激進
人士在網上鼓吹發起「再佔領」行動，還巨細無遺
詳列行動細節。
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斥，
在修訂《逃犯條例》的審議過程中，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以粗暴行為回應，並把議會變成「格鬥場」，
製造一個很壞的先例。更有甚者，這些議員仍不斷
鼓吹「抗爭」，令人擔心市民受誤導，做出一些激
進暴力之事。
近日，網上有不少激進的網民煽動，在參與民陣

遊行後，直接「佔領」立法會及政府總部一帶的地
方，還煽動市民「集體罷工/罷市/罷課」、「全港
公共事業的工會/職工」按章工作及提供不收費服
務，甚至煽動媒體工作者集體罷工等。

梁志祥：煽動暴亂絕不姑息
全國政協委員、新社聯會長梁志祥批評，對於一

些自稱「抗爭者」的人士，公然在網上鼓動市民將
「6．9」遊行改為抗爭集會，顯示其有目的搗亂社
會秩序，有策略、有預謀煽動市民觸犯法紀。梁志
祥更指，市民有權參與集會、遊行，但必須在合情
合理之下進行，政府也會聽取市民的意見。但這種
違法的破壞社會秩序，高調標題為「抗爭集會」，

是絕對不能接受的。而自稱「抗爭者」人士更圖謀
將行動升級去包圍立法會，根本上是有意圖製造新
一場暴亂。任何煽動集結暴亂，都可以構成刑事罪
行，而在網上做這種煽動，同樣涉及觸犯刑事，絕
對不能姑息。

何啟明：藉遊行擾社會秩序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示，香港為國際上擁

有最穩健法制地方之一，不同意見人士能透過合法
方式去表達不同意見。但是，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屢
次以粗暴方式破壞議會制度，向公眾帶出一個錯誤
信息，讓大眾以為暴力、反社會行為等才「合潮
流」。而這些排山倒海的網上煽動，再加上反對派
連日鼓吹例如霸佔會議廳等，並非偶然、孤立的事
件，而是激進反對派人士藉遊行之名進行的系列組
合拳，實為圖謀搞亂社會秩序。

顏汶羽：謀破壞挑矛盾亂港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出，反對派推動的遊行

目的不單是表達意見，更是圖謀製造破壞及挑起矛
盾，搞亂香港。顏汶羽呼籲，市民要保持克制，和
平表達意見。不要參與破壞香港的行動，更不應做
出「佔領」、堵塞的行為，影響社會的正常運作。
《逃犯條例》只是針對逃犯，沒有犯事的市民根本
無須擔心，反對派歪曲抹黑修例，企圖令市民恐
慌、令社會混亂。

各界斥反對派「搞激」煽暴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

英、美商會就修訂《逃犯條例》發表
「聲明」之後，北歐商會旗下的幾個
商會「接力」發表「聯合聲明」，
就修例提出不實之詞。多名政界及
商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雖然立法會修訂《逃犯條
例》審議委員會，受到反對派議員
搗亂，無法以正常的程序處理修訂
事宜，但無論政府官員及其他建制
派議員們都很有誠意，立法會保安
事務委員會更召開20個小時會議作詳
細討論，政府更作出六項的修訂，北
歐商會應了解清楚事實。
香港丹麥商會、香港瑞典商會、

香港芬蘭商會、香港挪威商會發表
聯合聲明，指四間商會的成員由逾
百間在港的北歐公司組成，既有初
創企業，亦有跨國企業，一直受惠
於由「一國兩制」提供的穩定和具
透明度的營商基礎，完整和具質素
的司法制度為香港成為國際商業中
心的基礎。聲明聲稱，注意到香港
立 法 會 正 「 走 捷 徑 」
（fast-tracked），未有如慣常程
序，經全面諮詢和立法審視的方

式，處理修訂《逃犯條例》，又稱
若通過將對在港營運的國際企業影
響深遠，並為香港的貿易和商業聲
譽，帶來被破壞的風險。

盧文端：勿偏聽片面之言
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

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指
出，受到反對派的阻撓，立法會未
能按照一貫的程序，透過法案委員
會的途徑，審議修訂《逃犯條
例》，實在感到十分之可惜。但立
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為有關草案舉
行了20個小時的特別會議，議員們
已有足夠時間向官員提出詢問，官
員也藉此作了很詳細的回答，加上
政府聽取各界意見後，也作出六項
修訂，而這些修訂更針對商界的擔
憂。希望外國商會不要偏聽反對派
的片面之言，作出無謂的憂慮，而
各商界亦能與政府，保持良好的互
動的過程，處理好今次的修例工
作。

邵家輝：六修訂營商安心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議員表示，當

初受到反對派的阻撓，議員無法透過
法案委員會的途徑，詳細及具體地進
行討論，令一些疑慮無法解開，但隨
着特首及負責的政府官員在不同的途
徑，包括與不同的商界代表會面，作
出很詳細的溝通。立法會保安事務委
員會更召開20個小時的討論，把很多
不清楚的地方也解釋清楚，更重要是
特區政府亦作出了六項修訂，營商者
應該可以安心。

許華傑：勿被反對派嚇倒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許華

傑認為，就修訂《逃犯條例》上，
政府早前提出的「八不移交」及最
新的六項修訂，釋除了商界的擔
憂。
加上，特首多次重申要啟動移交

程序有相當嚴格的規限，不可能
「某一個人」就可以任意移交。更
重要一點，就是在今年的全國兩會
上通過外商投資法，加強外商在內
地投資保障，任何遵紀守法的商人
都不必害怕。許華傑指出，外商應
該全面性了解今次修訂內容，不要
被反對派的「言論」嚇倒。

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理工大學、城市大學、浸
會大學及教育大學校園內，昨日陸續發現有

「反修例」橫額懸掛，部分學生會代表事後在其
facebook專頁上承認責任。城大學生會「臨委會」早
前被香港文匯報踢爆，其口裡宣稱各屬會「上下一
心」，卻在評議會開會通過「反修例」遊行及相關宣
傳品財政預算時，因人數不足流會收場；該學生會
「臨委會」昨承認在楊建文學術樓 (Ac1) 掛上直幡，
並附註直幡其後被校方移除。

理大學生會知衰拆除
理大學生會則圖文並茂稱在校園多處掛上橫額，其
中一幅寫有「NO CHINA」字句，另有一幅位於紅
磡海底隧道對上天橋位置，該會其後承認這涉及道路
安全問題，決定將其拆除。
浸大學生會亦承認在逸夫行政樓對開「浸大橋」上
懸掛橫額，圖中所見橋下車來車往，是不少公共交通
工具必經之路。香港文匯報就該橫額向浸大查詢，發
言人回覆指，基於安全原因，大學保安已移除浸大橋
上的橫額。
其餘大學的情況類似，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時事委員
會承認在學生會大樓外牆掛上橫額；教大學生會「臨

委會」承認於中央廣場掛上橫額；中大學生會亦承認
在校園內掛橫額，並鼓動中大同學參與周日遊行。

何漢權：干預立法違港法治
對於大學校園接連出現「反修例」橫額，教評會主
席何漢權批評有關行為明顯是干預及阻止立法程序的
進行，違反香港法治精神。「政府認為需要修訂，將
法案交到立法會上進行辯論與表決，這是合法的運作
方式，有人卻未經討論便一口咬定這是所謂『惡
法』，更以政治動員試圖阻撓干預，行為是破壞香港
政制運作。」
何漢權強調學生本身已有「民主牆」園地發表意

見，個別人士卻硬要霸佔校園其他公共位置懸掛橫
額，行為極其霸道，部分的選址更是在交通要道之
上，「假如不幸發生意外，誰人負責，豈不是陷大學
於不義？」而鼓吹師生參與周日上街遊行，當中所涉
及的安全問題其實也是同出一轍，有關人等作出所謂
「呼籲」前，應先考慮後果。
他並提到，個別大學懸掛橫額中寫有「NO CHI-
NA」字句，實際意義無異於「港獨」標語，明顯是
破壞「一國兩制」，散播「港獨」訊息，有違香港基
本法，此歪風絕不可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反對派連日鼓吹學界參與「反修例」周日遊行，手段無

所不用其極，也從不考慮行動所帶來的後果。多所大學學生會昨日先後在校園內懸掛

「反修例」橫額，個別更位處交通要道上，對附近社區構成潛在威脅。有大學回覆查詢

指，基於安全原因，已安排大學保安移除。教育界人士批評個別學生會為表一己政治主

張，強佔公眾地方，行為霸道，個別橫額更疑混入鼓吹分裂訊息，質疑有人魚目混珠，

乘機播「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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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一日內發生兩宗針對警方的投擲燃燒
彈縱火案。暴徒明目張膽襲擊警方設施和車
輛，是對本港法治和港人安全的嚴重挑戰。
公然挑戰執法公權力的暴力惡行如此猖狂，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鼓吹挑戰法治的流毒遠未
清除；在社會環境和氛圍的影響方面，這次
圍繞修訂《逃犯條例》的爭拗中，反對派與
激進派沆瀣一氣，在議會、民間搞無底線抗
爭；外部勢力亦以前所未見的力度插手香
港、阻礙修例，尤其是包庇違法暴徒黃台仰
等，影響惡劣。是非顛倒，妖孽猖狂。種種
誤導信號疊加，令到社會戾氣上升。事實證
明，反對派妖魔化修例，再掀激烈政爭、撕
裂社會，對香港法治、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傷
害。警方必須依法嚴懲暴力，打擊歪風；政
府和各界應該高度重視公眾活動的安全風
險，以有效措施做好防範工作。

香港是獲得國際稱道的法治城市，警隊是
維護本港法治的支柱和象徵，有人接連向警
署擲汽油彈，明顯不將警方和法治放在眼
裡，對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民意和公義都
難以容忍，不會姑息養奸。據報，警方已捉
拿有黑幫背景的疑犯。社會各界除了譴責針

對警方的暴力行為外，更要深究違

法暴力抬頭、公然挑戰法治的背後原因。
反對派近年以激進言行表達訴求的情況變

本加厲，違法「佔中」是典型。正如高院法
官在黃之鋒等人衝擊政總上訴案的判詞指
出：「一些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的
口號、鼓動他人犯法……這些傲慢和自以為
是的想法，不幸對部分年輕人造成影響，導
致他們在集會、遊行或示威行動時隨意作出
破壞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的行為。」「佔
中」打開了借「違法達義」之名、行暴力抗
爭之實的潘多拉魔盒，令違法暴力的行為愈
演愈烈。其後發生的旺角暴亂，催生肆無忌
憚鼓吹「港獨」、主張「勇武抗爭」的本土
派，將違法暴力的氣焰推至頂點。本來，隨
着旺暴案的法庭審判、本土派被DQ，梁天
琦身陷囹圄，黃台仰棄保潛逃，違法暴力的
氣焰有所收斂，社會秩序逐漸恢復正常。

可惜，樹欲靜而風不息。近期特區政府提
出修訂《逃犯條例》，堵塞法律漏洞，完全
合憲合法、合情合理。但反對派將之視為扭
轉劣勢、重新坐大的難得機會，無所不用其
極將修例政治化，不擇手段阻撓修例。反對
派立法會議員衝擊立法會會議，癱瘓議會運
作，辱罵、圍堵到議會解釋修例的官員，對
議事規則和法律視如無物，把街頭暴力行為

搬入立法會議事堂。反對派議員濫用暴力表
達訴求，向社會作出極其惡劣的負面示範。

此次修例，發生在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
下，外部勢力打「香港牌」，不惜顛倒是
非，動用一切可利用的棋子，以煽惑人心，
擾亂香港，遏制中國發展。近期有外媒突然
爆料，早在一年前，德國已給予黃台仰、李
東昇二人難民庇護。二人近日更在海外高調
唱衰香港、詆譭修例。德國收留黃台仰二
人，將刑事犯當作政治犯，而且選在本港修
例的敏感時刻發放消息，形同暗示本港準備
再以違法暴力反修例的激進分子，西方已為
他們留定「後路」，可助暴力違法分子免受
香港法律懲罰，儘管放膽抗爭、盡情施暴。

隨着立法會大會審議修例的日子臨近，反
對派開動所有機器，鼓動更多不明真相的市
民上街，企圖炮製虛假民意，逼政府撤回修
例。反對派幕後金主黎智英，在網台發出充
滿火藥味、具黑社會語言色彩的動員令，形
容周日遊行「是最後一場仗，同中聯辦晒
冷」；更令人不齒的是，公民黨立法會議員
楊岳橋在社交網頁貼文，暗示此次警署外的
縱火案是「警方自導自演」，反映了相當部
分反對派法律界中人，立場先行、固守偏
見，反修例的偏執已蒙蔽了專業理性的判

斷；楊岳橋曾講過「留案底令人生更精
彩」，如今再顛倒是非、胡言亂語，更加顯
示其以政治凌駕法治，縱容暴力違法，枉為
法律界中人。

本港反對派和外部勢力對違法暴力公然縱
容，導致激進分子莫名興奮、蠢蠢欲動。消
息指，「學生動源」等激進組織和網民已在
綱上「呼籲」，在周日遊行時發起衝擊行
動，重演「佔中」，「再爭取潛逃外國取得
政治庇護」。反修例已成為反對派勾連外
力、處心積慮反中亂港的政治行動，刺激各
種激進手段搗亂秩序，此時發生針對警署的
縱火案，一點也不出奇。

「佔中」、旺暴教訓一再證明，香港亂
了，受害的是全港市民。廣大市民必須理直
氣壯抵制反對派的誤導煽惑，不要讓無日無
之的街頭抗爭、違法暴力，打破香港的法治
和寧靜。明天以及未來一段時間，會有圍繞
修例的大型公眾活動，政府要做足風險評
估，有效維護秩序；主辦者有責任做好自我
管理，保障參與者安全；公眾更應該自我評
估各方面的安全因素，讓自己免於遭遇危
險。

是非顛倒導致暴徒猖狂 挑戰法治惡行必須嚴懲 公眾活動須防安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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