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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人衝自己鬆 害人子弟淪喪人性
今日《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在立法會恢復二讀，
反對派為阻礙修例，出盡一切卑劣手段，連學生哥
也不放過，大肆煽動罷課。日前的反修例遊行，有
只得十來歲的小朋友被捲入其中；其後發生衝擊警
方的暴力衝突中，也有不少年輕人，媒體報道指，
警方登記了 300 多名示威者的資料，八成是 25 歲以
下。有教育界老友對此極其不忿，向自明直斥：
「反對派每次都利用年輕人做炮灰，叫人衝、自己
鬆，為達政治目的，害人子弟，淪喪人性！」
自反新界東北計劃衝擊立法會的事件開始，之
後的「反水貨行動」、違法「佔中」、
旺角暴亂，直至此次

反修例的暴力衝突，都可見到一些年輕人衝在最
前，掟磚、放火乃至襲警，對法治視如無物。教育
界老友慨嘆：「出現這種情況，實在令人心痛。香
港是法治社會，港人以尊重法治為社會核心價值，
崇尚理性平和討論社會議題。有年輕人與香港主流
價值觀背道而馳，行激進暴力之路，罪魁禍首是反
對派。」
教育界老友指出，港大法律副教授戴耀廷近年大
力鼓吹「公民抗命」、「違法達義」，又話為公
義，即使違法亦代價輕微，「最多不過食餐飯的價
錢」；公民黨楊岳橋更講過，「留案底令人生更精
彩。」這些花言巧語，再加上「粗口老師」林慧
思、「佔中社工」曾健超等「專業人士」的長期洗
腦，確實騙到一些頭腦發熱的激進年輕人，令他們
不知輕重，一再以違法暴力表達訴求，以示「力爭
公義」。但其實，這些年輕人被人當棋使而不自
知。

教育界老友表示：「我最為這些『炮灰青年』不
值的是，戴耀廷等人將『公民抗命』、『違法達
義』講得這麼偉大神聖，大家有見過戴耀廷的子女
為『公民抗命』、『違法達義』而『衝鋒陷陣』
嗎？只怕都在國外讀番書、歎世界。」
講到在國外讀番書、歎世界，近期不能不提一個
人，就是黃台仰。在旺暴之前和期間，黃台仰一再
叫囂「勇武抗爭」、「以武制暴」是唯一出路，明
明是自己煽動、參加了旺角暴亂，遭到檢控就否認
有叫人擲磚、放火，最後更棄保潛逃。他在臨走之
前，還留下一句話，叫大家「寧為玉碎、不作瓦
全」。如今，黃台仰獲德國庇護，由「喪家之犬」
變成「政治難民」，不僅可在德國讀大學，更可在
歐洲逍遙快活。教育界老友說：「這不是典型的叫
人衝、自己鬆，又是什麼？佢老友，正在坐牢的梁
天琦，不知有何感想？」
在黃之鋒等人衝擊政總案中，上

訴法庭有一段精警判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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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界老友表示：「法官判詞是對反對派誤導年
輕人違法、搞亂香港，最準確的註解。此次反修
例，反對派再將年輕人當作衝擊法治、向政府施壓
的 『 爛 頭
卒』。如今
更應把法官
的判詞拿出
來，提醒年
輕人勿再上
當受騙，自
毀前途。」

中企四會齊撐修例促懲暴徒
批亂港陰謀 挺政府解說釋疑 籲議員理性審議

中律協婦聯青聯挺警嚴正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反修例暴徒暴力衝擊立法會，令社會
各界均感憤慨。香港中國企業協會、香港中資銀行業協會、香
港中資證券業協會、香港中資基金業協會昨日發表聯合聲
明，表明支持盡快審議通過《條例草案》，並強烈譴責暴
力行為，強烈譴責別有用心搞亂香港的行為。他們
呼籲立法會以平和、理性及尊重的態度去審議有
關的條例草案，維護香港公平、公正、公義的
核心價值，構建更完善的法治環境，共建一
個更加和平、理性、文明、包容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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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譴責暴民襲警傷記者

新界青聯：譴責暴力 支持修例
■中律協贈福利金慰問
受傷警
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
慶威 攝

會罷市，因為他們本身盈利
並非很多，還要負擔每一天
的租金和員工的薪金，所以
相信參與罷市的小店數量很
少。
吳宏斌並強調，社會運
作的某些板塊是不能夠停
的，比如醫生、護士和警
察，這些領域的人士應該
清楚自己的工作責任。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
則在聲明中强烈譴責一小
撮人在日前遊行結束後，
在政府總部及灣仔附近
暴力衝擊警察防線。 該
會強調，中小企在如今
艱困的營商環境中要去
突破，除了需要特區政
府在各方面政策上的支
援外，更需要一個安全
穩定的營商環境。是次
修訂將有助堵塞現行的
法律漏洞，避免香港成
為窩藏犯罪分子的地
方，希望社會各界能以
理性態度討論條例。

新界青年聯會強烈譴責暴力行為，並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修訂《逃犯條例》。該會指
出暴力行為並非言論自由及表達自由的表現，只會破壞香港市民良好的公民形象及香港和
平理性的示威傳統。「作為熱愛香港的青年人，我們不願意看到被暴力對待以致支離破碎
的社會，更憂心年輕一代被這些滋事分子所荼毒。我們希望還廣大市民一個冷靜理性、和
平可愛的美麗香港。」

公僕團體齊聲譴責暴力

修例添營商保障 中小企總商會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特區政
府從善如流，修訂條例並提出多項額外
的人權保障措施，商界普遍表示歡迎。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昨日表
示，香港正面對中美貿易摩擦等外部不
穩定風險因素，內部還有人要反來反
去，現在最重要的是，港人要和諧團
結。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昨日則發表
聲明指《逃犯條例》修訂有助保障香港
中小企在一個安全穩定的營商環境下繼
續營運，希望立法會議員以務實的態度
審議，通過是次修訂。
吳宏斌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特
區政府已經聆聽商界和市民的意見，包
括刪除部分適用於條例的罪行，目的是
要令市民和中小企業的老闆安心，廠商
會對此表示支持。
就反對派發起反對修例今日罷市，吳
宏斌認為，發起罷市沒有什麼意義，反對
修例者已經在前兩天表達自己的意見，現
在卻發動一些手段來威逼政府就範，這
樣給人的感覺猶如「輸打贏要」。
他直言，罷市必然對中小企業造成影
響，他們往往擔心社會的秩序被搞亂，
沒有人出來消費，生意也會隨之有損
失。他並認為，商業區的小店基本上不

慰問受傷警 籲民眾明理守法
陳曼琪表示，該筆款項是由一名熱心的律師會員捐出。同時，該
會也收到眾多律師會員慰問受傷警員，支持警隊嚴正執法及支持特
區政府修例的意見。
她強調，香港是法治的社會，協會全力支持警方嚴正執法，並嚴
厲譴責 6 月 9 日暴力衝擊立法會的違法行為，同時衷心慰問受傷警
員，高度讚揚警方在事件中表現專業，維持治安，又重申該會全力支
持特區政府修訂
《逃犯條例》
，以堵塞法律漏洞，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
譚惠珠表示，希望市民不要用暴力形式表達意見，衝擊立法會、襲警和
教唆襲警都是犯罪行為。市民如果對於公眾事務有想法，可以使用書信或
者聯絡區議員轉達意見，勿用極端方法。
她又批評反對派包圍立法會是完全沒有必要的，而參與暴行不是一種表達
意見的方式，犯了罪更對前途有很大的影響，此前的違法「佔中」就是一
例，不少年輕人因此惹上官非，並呼籲民眾要用和平的方式表達意見。
她還關注到近日在手機通訊群流傳的信息，教人如何襲警和裝備自己，衝
擊立法會。她指出，這是教人犯罪，希望大家不要受這些壞的言行影響，因
為香港如果不平安，受苦的只是香港人。
香港島婦女聯會一眾代表昨晨則手持寫有
「香港警察加油」
、
「向前線警務人
員致敬」
等字句的自製標語，到政府總部廣場集會。她們高喊
「支持警察，維護法
紀，譴責暴力，保衛家園」
的口號，向前線警務人員致以慰問，並譴責違法示威者衝
擊立法會傷害警員。
聯會主席張雅麗表示，違法示威者用硬物攻擊警員，致使警員受傷，造成頭破血流的事
件，令社會憤怒與傷心。她強烈譴責違法示威者有組織計劃實施犯罪，並將事件升溫至暴
力事件。婦女聯會是次集會旨在向執法過程中受傷的警務人員致以誠摯慰問，並將繼續支
持香港警察，支持香港的法治社會。

會在聯合聲明中指出，自 1873 年輪船招
商局在港設立分支機構至今，中資企業
在香港經營發展已超過 145 年，在近一個半世
紀的歷程中，香港中資企業與香港風雨同舟、
休戚與共、攜手成長。
尤其是香港回歸祖國以來，特區政府堅定維
護「一國兩制」，依法有效施政，營商環境不斷
改善，駐港中資企業在實現自我發展的同時，亦成
為香港經濟的建設者，民生改善的促進者，更是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的堅定支持者，與香港同胞一道，共同維
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共同守護香港的和平安寧。

近日，香港社會圍繞修訂《逃犯條例》出現了種種亂象，更發生
了暴力衝擊立法會的違法行為，導致有警務人員和媒體記者受傷。就
此，四會代表廣大在港中資企業聯合聲明如下：
一、堅定支持林鄭月娥行政長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盡快審議通過
有關的條例草案。修例是因應在台灣發生的一宗謀殺香港人的殺人案而提出
的，事件凸顯現時在處理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和移交逃犯制度方面的缺陷。
只有依法修訂條例，才能彰顯法治精神，維護香港核心價值，才能避免香港成
為
「逃犯天堂」
、
「避罪港灣」
，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我們歡迎林鄭月娥行政長官昨（前）日會見媒體時提出的繼續密集解說
以釋除公眾疑慮、加強人權保障等四個方面的措施，務實推進修例工作。」
二、強烈譴責暴力行為，強烈譴責別有用心搞亂香港的行為。「我們強烈
譴責部分示威者破壞法紀及罔顧他人安全的行為，這是對香港法治的嚴重挑
釁，我們對滋事者的暴行表示強烈譴責！呼籲對其違法行為進行嚴懲！香港
是我們的共同家園，我們強烈譴責帶有政治目的，刻意嚴重誇大修例影響，
試圖製造恐慌，令香港陷於混亂狀態的行為。」
有關的條例草案今日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我們呼籲立法會以平
和、理性及尊重的態度去審議條例草案，維護香港公平、公正、公義的核
心價值，構建更完善的法治環境，共建一個更加和平、理性、文明、包容
的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子京）香港中律協嚴厲譴責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的違法行為，
並於昨日捐贈30萬港元給警察福利基金，慰問受傷的警員。香港島婦女聯會代表亦到政府總部
廣場集會，在慰問前線警務人員的同時，並譴責違法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傷害警員。新界青
年聯會強烈譴責示威者漠視法紀、損害公眾利益的暴力行為，並強調為了維護社會公
義，完善司法制度，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修例實事在必行。
有近千名律師會員的香港中律協，創會榮譽顧問譚惠珠大律師、創會會長陳曼
琪、會長盧懿杏、創會副會長黃國恩等骨幹成員昨日到香港警察總部捐贈30萬港
元予警方代表。

■婦聯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人員協
會、香港公務員總工會、國家行政學院
香港同學會發出聯署聲明，譴責周日凌
晨示威者的暴力行為，盼和平理性討論
修例。三會表示，周日的
「反修例」
遊行
大致能夠和平地進行，但有部分示威者
有計劃地肆意攻擊立法會及執法人員，
導致多名警員受傷，以及企圖霸佔交
通要道，危害公眾安全，他們感到極

度憤怒與遺憾，並予以嚴厲譴責。
三會認為，對破壞社會的暴力行為，大部分
的香港市民都不認同，他們支持警方果斷執法
及對違法行為嚴正跟進，並重申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支持政府繼續進行《逃犯條例》修
訂工作。他們期盼以理性和平方法繼續討論修
例，亦深信政府定能兼顧不同意見做好修例工
作，以堵塞法律漏洞，維護法治和確保社會公
義得到彰顯，造福香港市民。

十八區滅罪委會批暴徒襲警
■廣西社總支持修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摯 攝

廣西社總促反對派棄成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摯）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昨
日就《逃犯條例》修訂發
表聲明，會長蔡加讚強調
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修例，
填補漏洞，彰顯公義，並
強烈譴責暴力示威事件，

又對在衝突中受傷的警員
致以深切慰問。他促請反
對派議員放下成見，回歸
理性討論，務必以維護香
港法治精神為優先考慮，
盡快支持通過修例，免得
罪犯窩藏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十八區撲
滅罪行委員會歷任及現任主席昨日發表
聯合聲明，支持修訂《逃犯條例》，並嚴
厲譴責周日凌晨衝擊立法會的暴徒。
聲明指，日前有大批市民以遊行表達
對
《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法例
（修訂）
條例草案》
有不同的意見和關
注。對於在和平和有秩序的情况下，行
使公民權利表達意見的市民，他們非常
尊重。但對於有小部分有計劃地戴上口
罩衝擊立法會者，毀壞設施，以鐵棍及
雜物攻擊警察，他們予以嚴重譴責。
他們批評這些人的行為罔顧法紀，嚴
重傷害香港的法治，並試圖逃避法律後

果，實在不能容忍。他們感謝和讚揚警察
以專業及克制的態度應對這些示威者。亦
對受傷的警員表示殷切的關懷和問候，並
希望他們早日康復。
聲明強調，他們堅定支持《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不單可堵塞法律上的
漏洞，亦可維護香港的安定，免淪為逃犯
的天堂，他們歡迎政府最近建議的額外措
施，包括《條例草案》只涵蓋可判處7年或
以上監禁的最嚴重罪行（即通常在香港高
等法院審理的案件），這些措施已加強保
障可能被移交的疑犯的利益。他們支持及
希望政府將草案直接提交立法會，繼續努
力解釋，使草案盡快通過和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