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建華籲揪出暴衝幕後黑手
暴徒手法專業非普通示威者 痛心毀港法治精神

董建華昨日與香港傳媒高層會
面，談到日前的社會亂況，尤

其是談到立法會被一再衝擊破壞
時，更不禁激動哽咽。
他說，當日自己一直守在電視機
前，一直看到該些「示威者」撤離立
法會大樓。
他強調，不論是什麼原因，都不
應該衝擊象徵香港法治的立法會，
批評有關衝擊行為摧毀了香港的一
切一切，包括香港寶貴的法治價值
觀。
他指出，香港從未發生過這樣的
事，香港是一個法治之區，理性包
容，有任何不同的意見都可以表
達，但是大家始終要尊重、維護法

治，要從香港的整體利益出發，為
香港的繁榮穩定共同努力。
從電視上看到這些人純熟的操作，

董建華認為，衝擊的人不是一般的
示威者，他們的手段專業，強調警
方一定要徹查追究這些人和他們背
後的操縱者，將主謀繩之以法，才可
彰顯法治，「這一點很重要。」

讚警克制專業值得驕傲
董建華強調，香港警隊是維護香

港法治的重要力量，令香港成為全
世界首屈一指的安全城市。這一次
警方克制、專業的表現，讓香港人
為有這麼好的警隊而感到驕傲。他
表示，要特別多謝警隊在維護香港

法制方面的巨大努力和貢獻。

強調中央對林鄭很信任
至於是次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

例》，社會上有很大爭議。董建華
說，大家都看到，特首林鄭月娥已
經為政府工作的不足向全社會真誠
道歉，也表示會汲取教訓。在7月
1日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酒會
上，她又特別講到，要時刻聽取社
會的聲音，了解市民的心聲，並且
對今後施政作出了全面的方向性規
劃。

盼市民共努力找到發展方向
他表示，林鄭月娥很有心為香港

做事，且知道今後在哪些方面要更
加努力，而中央對她很信任，希望
廣大市民一起努力，找到香港未來
發展的方向，做好後續的一切工
作。

反對派藉反修例一事大肆抹黑
國家，不少年輕人受到煽惑，全
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昨日指出，
國家正在起飛、發展的勢頭上，
加上大灣區的發展，非常需要香

港的專業服務業、專業人才，為香港尤其是年
輕人提供了非常大的機遇，籲年輕人應該多了
解國家，「這是他們的未來，不要錯失這個機
會。」
董建華指出，國家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能

做到GDP增加6.4%是相當可觀的。他和不少美
歐人士交流時，對方亦很好奇中國如何做到這樣
的發展，甚至對該數字有懷疑。
他強調，該數字當然準確，並指出外國人有這
樣的疑惑，是因為不了解中國近年創科發展的迅
速。在6.4%的GDP增長中，有57%都來自創新
科技，也是因為如此，中國的經濟才可蓬勃發
展。
董建華並重提自己當年的家傳戶曉的言論︰

「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
他說，國家正在起飛、發展的勢頭上，再加上大

灣區規劃不斷落實，國家非常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
業、專業人才，尤其是年輕人參與當中。
他形容，這是香港的最大優勢，年輕人的機會
巨大，應多了解國家，把握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包括立法
會議員梁美芬、吳永嘉、何君堯，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和資深大律師清
洪等135名法律界人士昨日發表聯署聲
明，嚴厲譴責示威者衝擊立法會。聲明形
容，7月1日是立法會176年歷史上最黑
暗的一日，撼動「一國兩制」的底線，超
越法治社會的底線，絕對不能縱容，並全
力支持警隊嚴正執法，將暴徒繩之以法，
維護香港社會安寧。

135名業界人士聯署譴責
梁美芬在立法會大樓外代表香港法律界

向傳媒宣讀聯署聲明。他們在聲明中形
容，今年7月1日是香港立法會歷史上最黑
暗的一日：一班暴徒利用鐵籠車、鐵支等
攻擊性武器撞破立法會玻璃幕門，撬開鐵
閘，更使用腐蝕性液體和有毒化學粉末襲
擊警員，令多名警員受傷。

在攻入立法會大樓後，暴徒肆意破壞大
樓內的公物，摧毀有百多年歷史的香港立
法會的尊嚴。任何珍惜香港法治和議會制
度者，都絕對不能接受這種奇恥大辱。
其間，暴徒更以黑色噴漆，塗污會議

廳主席台上面掛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區徽、揮動代表「港獨」
的「龍獅旗」，更撕毀基本法，不僅已
觸犯《區旗及區徽條例》，所為已經完
全超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範圍，
顯然有別有用心的政治主張，為的是破
壞「一國兩制」的形象。
聲明強調，該等暴徒為了一己政治目

的擾亂香港秩序，行為已經超越了香港
人的底線，而香港絕對不能向暴力妥
協。就此，香港法律界嚴厲譴責衝擊、
破壞、侮辱立法會大樓的暴行，全力支
持警隊嚴正執法，將暴徒繩之以法，維
護香港社會安寧。

籲同行清晰向市民表態
法律界聯署聲明還呼籲，無論是律師、

大律師、法律學者、法律系畢業生和學
生，在這時候必須向市民清楚表達，這些
暴徒的惡行已完全超越了一個法治社會的
底線，絕對不能縱容，否則香港將後患無
窮，連「一國兩制」的根基都會被動搖；

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反對立法的市民也應該
挺身而出，與暴徒劃清界線，和法律界一
起向暴徒說不，向暴力說不。
他們並呼籲大眾珍惜香港現有的自

由，在法治及法律的基礎上表達意見，
絕對不能超越法律及基本法的底線，更
加不能撼動「一國兩制」的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區全國政
協委員昨日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日前暴力
衝擊立法會大樓的極端激進分子所為，並批評
他們踐踏香港法治，衝擊香港核心價值，破壞
香港社會秩序，損害香港廣大市民的根本利
益。他們堅決支持依法追究有關人等，同時呼
籲全港市民共同守護家園的安寧和穩定。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在聲明中批評，一些極
端激進分子在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的重要紀
念日，藉口反對特區政府有關條例修訂，瘋
狂砸開立法會大樓的玻璃幕牆、強行闖入立
法會大樓、在會議廳內肆意塗污特區區徽、
公然撕毀基本法、展示象徵「港獨」的龍獅
旗，並破壞立法會內歷屆主席畫像和眾多物
品，導致莊嚴的立法會大樓到處都是被破
壞、搗毀、侵蝕的斑斑痕迹。
他們對這些極端激進分子的暴力行為和狂妄
行徑，感到極為憤慨和痛心。「我們認為這些
極端激進分子的嚴重違法行為，是踐踏香港法
治，衝擊香港核心價值，破壞香港社會秩序，
損害香港廣大市民的根本利益。對此，我們給
予最強烈的譴責。」

堅決支持依法追究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表明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和
警方依法追究這些違法犯罪者的刑事行為，並
且必須追究到底；呼籲全港市民攜手起來，堅
決維護香港法治和社會秩序，共同守護家園的
安寧和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很多年沒有試過這麼長時間看電視，我也不知道看了

幾多個小時，一直看到他們用鐵支、鐵籠車衝擊立法會大門、外牆，心痛得不得了。」立

法會大樓日前被暴徒衝擊、肆意破壞刑毀，令香港社會震驚，也令熱愛香港的人痛心。全

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昨日指出，香港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嚴重的違法暴力事件，有關人等

手段專業，不是普通示威者，強調警方一定要徹查追究這些人和他們背後的操縱者，將他

們繩之以法，才可以彰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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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界責暴行「史上最黑暗」港區委員籲全港市民護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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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強調，警方一定要徹查追究
衝擊者。 資料圖片

■135名法律界人
士昨日發表聯署聲
明，嚴厲譴責示威
者衝擊立法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7
月 1日香港發生的暴力衝擊立法會事
件，央視昨晚再發快評《穩定才是香港
發展的根本保障》，指當前全球經濟格

局深度調整、國際競爭日趨激烈，作為
國際化大都市，香港正面臨巨大的挑
戰。香港經不起折騰、經不起內耗。只
有團結起來、穩定為上，才能求發展、

共繁榮。
評論指出，暴力衝擊嚴重損害了香

港的法治形象和香港市民的根本利
益。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穩定之
於香港的意義不言而喻。很多香港市
民發出「長此下去香港沒得救」的擔
憂……這是香港有識之士對暴力行為

最清醒的認識，也體現了香港各界維
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共同心聲和期待。
評論強調，香港是一個多元包容的社

會，有不同意見，完全可以開誠佈公地
討論，也可以採取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
訴求。只要是為了香港好，就可以不斷
凝聚共識，逐步解決問題。

央視快評：保港穩定才能求繁榮

暴徒7月1日衝擊立法會，令大樓設
施嚴重損毀，立法會運作全面癱瘓，
相信要相當長時間才能復會，多項關
乎經濟民生的條例和措施要押後處
理。反對派贊同一小撮暴力違法者的
破壞行為，不僅破壞法治，而且阻礙
經濟民生發展，所有港人被迫要為暴
力埋單，更加證明此次暴力衝擊禍害
之深之廣。

立法會是負責審批政府撥款的重要
機構，破壞立法會運作，損害各行各
業的利益。大會原定二讀有關《財政
預算案》的退稅寬減措施，現在未能
處理，191萬名納稅人涉款170億元的
退稅要延遲；社會福利署購買物業提
供社福設施的撥款受阻，影響社福機
構改善服務；財務委員會議程上還有
逾40項撥款申請有待審議，公務員加
薪、小學校長及教師加薪升職，以及
百億元計的隧道及公屋工程，都要推
遲4個月甚至1年，變相令到交通基建
和公屋的落成日期延後，隨時成本大
增，市民要繼續忍耐塞車之苦，輪候
公屋者要等更長時間，建造業從業員
更可能手停口停。這一切，都拜暴徒
衝擊破壞立法會所賜。

反對派、激進派糾纏修例風波，不
斷撕裂社會，包括癱瘓立法會，負面
連鎖效應陸續有來。特區政府表示，
現時一切可能引起社會爭議的議題，

都會暫時擱置，當中有不少是與經濟
民生息息相關的議題。例如可以增加
公營房屋供應的土地共用先導計劃，
政府已經表明延期，等待社會氣氛較
為寬鬆時再推出。「明日大嶼」填海
計劃，更被放到議程最後，不知何時
才能落實，本港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
更難解決。

特首林鄭月娥在回歸22周年慶祝酒
會上致辭時指出，目前香港有很多重
大民生問題急需處理，土地、房屋、
醫療、安老等範疇，政府可以做、需
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如何增加房屋
供應讓市民安居樂業，如何增加公立
醫院人手改善醫療服務，如何改善基
層生活紓緩貧富懸殊，都是特區政府
面對的急務。展望未來，香港要發展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要融入粵港澳大
灣區，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更
要應對貿易戰帶來的複雜外部形勢。
凡此種種，都與廣大市民的切身利益
和香港的持久繁榮息息相關，不能再
因為修例政爭而停下來。

修例風波已告一段落，社會各界應
放下分歧，以和平理性的態度解決分
歧，盡快讓社會回復正常秩序，全力
支持特區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不能再任由政治騎劫經濟民生，不能
再任由暴徒、政客繼續搞亂香
港，騎劫香港的未來。

癱瘓立會運作 全社會被迫埋單
對於近期連串違法暴力衝擊事件，尤其是 7 月 1

日極端激進暴徒衝擊和破壞立法會，社會各界繼續
強烈譴責，支持警方嚴正執法，追究暴徒責任。法
治精神是香港作為法治社會的最重要基礎，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無人能凌駕法律之上，只有將違法暴
徒繩之以法，才能彰顯法治公義，避免香港法治崩
壞。反對派還在試圖把暴力惡行合理化，諉過政府
和制度，根本是姑息縱容違法暴力，違背香港人珍
視的法治精神、危害香港繁榮穩定的法治基石。

暴徒喪心病狂破壞立法會大樓，激起全城震怒。
包括法律界、工商界在內，各界人士齊聲譴責暴徒
無法無天的行為，形容此次衝擊製造立法會176年
來最黑暗一日，嚴重超越法治社會的底線，絕對不
能縱容。各界要求警方必須嚴懲暴徒，維護法治、
平安、祥和。

法治精神是本港社會珍視的核心價值，絕大多數
市民信仰法治，堅守和捍衛「無人能凌駕法律之
上」的最基本法治原則，任何人不論性別、年齡、
社會身份地位，不論持何政見，都要遵守法律，違
法就要承擔必要的法律責任。

對於衝擊立法會的駭人聽聞暴力行為，反對派不
斷強調，是因為政府對年輕人的訴求無動於衷，年
輕人也無計可施，才以衝擊來表達不滿，不惜「犧
牲自己」對抗「制度暴力」。這些說法明顯為違法
暴力推卸責任，以「動機崇高」、「為勢所迫」為
借口將暴力合法化、合理化。

但這種說辭得不到司法的加持。在立法會示威區
的垃圾桶縱火案，法官判詞指出，不論目的多「崇

高」，亦不能作出違法行為。所謂「崇
高的理想」，只是當事人對個

人行為的主觀理解，暴力就是暴力，使用暴力的客
觀效果就是對他人、對社會造成傷害，這一點不會
因為施暴者的目的而有所改變。在「雙學三丑」硬
闖政總申請刑期覆核案，上訴庭法官亦指出，犯案
者不能以「為勢所迫」為藉口而使用暴力，所謂
「為勢所迫」並不構成求情或輕判的理由。若是接
受此類藉口為求情或輕判的理由，人們只要自以為
是便可肆意行事，因為他們最多只需要承擔很輕微
甚至是對他們來說微不足道的法律後果；這樣，公
共秩序便很容易崩潰。

同樣，此次衝擊立法會大樓的暴徒，不管他們
有什麼理由，違法暴力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若他
們不需付出必要的法律代價，就是對所有守法者
不公平，更是對香港法治精神的毁滅性打擊。因
此，絕對不能接受反對派無理荒謬的要求，不能
對暴徒網開一面，警方一定要搜集充分罪證、徹
底查明刑責、追究到底。反對派堅持「不篤灰、
不割席、不指責」，把矛頭指向政府，只問立
場、不問是非，必然令暴徒更加有恃無恐，違法
暴力變本加厲，這才是對香港法治精神的最嚴重
傷害，也是推更多年輕人落違法暴力的火坑。沒
有法治精神，香港的繁榮穩定、安居樂業也蕩然
無存。

香港始終是「法治之都」、「平安之都」，絕大
多數市民不希望香港淪為「暴力之都」、「暴動之
都」，暴力絕不能容許，違法絕不能姑息，追求法
治正義，依然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和主流民意，這個
社會大環境下的人心向背沒有變、也不會變。反對
派顛倒是非，破壞法治，袒護暴力，損害港人利
益，不得人心，必定遭民意的反噬。

追究暴徒刑責 彰顯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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