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陣遊行有「前科」拒改終點有陰謀
警指途經金鐘有風險促改灣仔 人大政協：警方判斷專業

反對派各黨派借「和平遊行」之名，
協助掩護暴徒施暴，事後更不斷公開
「漂白」有關人等的暴行。全國政協副
主席梁振英昨日發帖，批評在遊行期間
或遊行結束後掟磚者就是暴徒，而反對

派議員拒絕和掟磚的暴徒割席，「不割席只有兩個可
能原因：一是是非不分；二是有意讓暴徒隱身埋伏在
和平示威遊行的人群當中。」
梁振英昨日以《示威者、扒手、色狼和暴徒》為題發

帖，「遊行示威的人群當中，如果有人打荷包，這人
就是扒手；有人非禮，這人就是色狼；這兩類人出現
在遊行隊伍，極有可能被圍毆。同理，在遊行期間或
遊行結束後掟磚的人，就是暴徒，沒有任何合法合理
解釋，警察如果只驅趕而不全面全力緝捕，就是失
職。」
他批評，反對派議員拒絕和掟磚的暴徒割席，「那

是否也不會和上述的扒手、色狼割席？不割席只有兩
個可能原因：一是是非不分；二是有意讓暴徒隱身埋
伏在和平示威遊行的人群當中。」

「泛民」行後方 因揹唔起後果
在另一帖文中，梁振英同時踢爆這些為暴徒「美

言」的反對派議員心中的盤算：「『群眾運動』離不
開這個規律：一是易放難收；二是參加者品流複雜，
運動不斷變質；三是群眾以為自己是自發，其他人是
自願參加，其實幕後有策劃者、指揮者和統籌者，各
有目的，互相利用，各自抽水；五是曠日持久之下，
割席的越來越多，splinter groups 越來越細小，剩下
的人越來越偏激，暴力傾向越來越明顯。」
他揶揄道：「這些規律，『泛民』最清楚，近日，
除了幾個傻兮兮的，其他都已經閃到後方，為什麼？
因為他/她們擔當不起後果。」

幕後左右群眾 衝擊有組織
網民「Chun Kau Wong」留言道：「啱晒！最蠢
仔在最前，中蠢蛋在後，想做英雄又無把握又膽小的
在最後，組織者（幕後）在人羣左右。事實勝於雄辨
（辯），接二連三暴徒的衝擊事件是有系統的兼有組

織的。」「Grace Wong」直言：「佢地（哋）正想利用動亂
攪（搞）港獨，點會割席！」「Cho Chi Wan」狠批：「（反
對派議員）係（喺）度推波助欄（瀾）有目共賭（睹），不要
讓他們推卸責任！一定要窮追猛打為要。」
「Stephen Lui」就針對公民黨主席梁家傑日前在香港大學

校長論壇上，以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為「例」支持暴力揶揄道：
「相信不久梁家傑子女會出現參與衝擊行動，因為他相信暴徒
是孫中山翻生。」「Andy Ho 」恥笑道：「傻仔才會這樣
做。我相信涼瓜澀（梁家傑）一定唔會。牠們一向叫人衝自己
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近百位
來自香港社會各界的知名人士今日下
午在金鐘添馬公園舉行以「守護香
港」為主題的集會，但主辦單位發現
有人抄襲及仿冒大會發出的官方宣傳
單張，蓄意誤導公眾、混淆視聽。對
此，「守護香港」發言人予以強烈譴
責，並保留法律追究的權利。
「守護香港」集會今日下午5時至7

時在金鐘添馬公園舉行，但有反對派中
人近日抄襲及仿冒大會發出的官方宣傳

單張。
包括更改集會日期、地點以至聲稱集

會因天雨已取消等，「守護香港」發言
人對此予以強烈譴責。
「守護香港」發言人強調，香港是

法治社會，對知識產權擁有完善的保
護制度，如果惡意進行模仿抄襲，或
者套用到其他事項，這種手段既下流
無恥，也涉嫌觸犯相關法律。「守護
香港」對上述行為予以強烈譴責並保
留法律追究的權利。

「守護香港」譴責網上假冒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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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多次舉行所謂「和平遊
行」，但每次遊行後都會出現

暴力衝擊，被質疑所謂「和平遊
行」只是為了掩護暴徒施暴。就民
陣明日再舉行遊行，警方在昨日發
出的不反對通知書指，由於有消息
稱有人鼓吹在7月21日當日，在金
鐘一帶部署「行動」，且相關「行
動」可能破壞社會安寧，包括衝擊
政府總部等。
警方經評估後認為，如果遊行隊
伍途經金鐘，會對公共安全及秩序
構成極高風險，故要求民陣把終點
改為灣仔盧押道，不可入金鐘，並
要求活動在晚上9時完結。
民陣召集人岑子杰稱，警方要求
強制遊行隊伍以灣仔莊士敦道及盧
押道交界為終點，限制是「超出常
理」的，並對警方稱只可開放3條行
車線而拒絕開放兩條電車路「感到
詫異」，又稱有團體當日同樣會遊
行至中聯辦，隊伍必會經過金鐘、
中環，卻沒有「受阻撓」，聲稱警
方是在針對民陣，民陣秘書處將開
會決定「下一步行動」。

陳勇：開始「和平」結束「暴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指出，民
陣近幾次遊行，雖然一開始都是
「和平」的，但每次結束後，卻都

出現了暴力，且一次比一次厲害，
甚至發展到各個社區，例如屯門、
沙田，「如果他們繼續這樣，會令
市民感到更加擔心，尤其是家裡有
小朋友、長者的市民。」
他續說，以過去的經驗教訓看，
「主辦方（民陣）可能是被利用，
也可能是縱容。」但無論如何，警
方在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時，都需要
為市民的安全考量，從他們的專業
角度判斷。「現在唯一能夠令全港
市民放心的做法，就是服從警方的
安排。」
陳勇指出，大家之所以不敢相信

民陣，也是因為衝擊不是單次事
件，而是「次次都出事」，反觀建
制派或其他團體舉辦的集會，並未
出現過類似衝突，「人家舉辦就能
和平，他（民陣）舉辦就出現暴力
事件甚至流血事件，這怎麼讓全港
市民相信他們呢？」
他呼籲，每一位熱愛香港的市民
都應該在周六站出來，為了自己、
為了家人、為了香港，今日到添馬
公園參與和平集會，共同發出「不
要暴力、不要血腥、不要再受到恐
怖困擾」的聲音。

陳曉峰：平衡權利平衡安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律師陳曉峰表

示，此前，同樣的機構舉行的類似活
動期間確實是發生了事端，警方在發
出不反對通知書時，必須考慮到實際
情況，既要平衡基本法賦予的遊行權
利，也要平衡好市民的安全。
他說，任何人若對警方的決定有

異議，亦是可以上訴，但一定要根
據程序做，而不是「大聲夾惡就
得」，又呼籲熱愛香港的市民團結
起來，幫助香港重回正軌，繼續安
定和諧地發展，不要用暴力或成為
暴徒的幫兇，希望大家潔身自愛、
顧己及人。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黃英豪直
指，民陣舉辦的活動可謂「劣跡斑

斑」，從某種程度上講，民陣也是
對自己舉辦的活動不負責任，導致
暴力衝擊頻仍，故警方在不反對通
知書中列明條件、提出要求是值得
尊重的，是為了社會秩序、民眾安
全的決定。

黃英豪：民陣活動「劣跡斑斑」
他並呼籲，香港市民應當積極發

出自己反對暴力、維護法治的共鳴
之聲，也希望大家今日站出來，共
同「守護香港」，「在藍天白雲
下，不戴口罩、不戴頭盔、不蒙
面、不衝擊，一家大小可以一起為
香港發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涵）警方昨日向民陣發出關於周日

（21日）遊行的不反對通知書，考慮到遊行隊伍途經金鐘會

對公共安全及秩序構成極高風險，警方要求民陣把終點定為灣

仔，不要進入金鐘一帶，同時要求活動在晚上9時完結。民陣

其後稱對警方決定「非常不滿」，聲稱警方是在「打壓」云

云。對此，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民陣近期舉辦的多場活動都演變成了暴力

衝擊，這是客觀事實，警方從市民安全角度考慮，作出了專業

判斷，民陣不應「大聲夾惡」。

■「守護香
港」主辦單位
發現有人抄襲
及仿冒大會發
出的官方宣傳
單張。

資料圖片

■梁振英踢爆反對派議員心中的盤算。 fb圖片

▲有人曾在民陣七
一遊行隊伍中煽動
示威者前往立會支
援暴徒。

資料圖片

◀有暴徒在民陣七
一遊行期間，以極
暴力手法衝擊立法
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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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發展局公佈上半年整體訪港
旅 客 共 3,487 萬 人 次 ， 按 年 上 升
13.9%，但剛過去的6月份升幅已明
顯收窄至僅升8.5%，呈現明顯放緩
勢頭。在連串反修例風波的暴力示
威衝突後，對本港形象的負面影響
逐漸浮現，旅遊、酒店及零售業界
籠罩一片負面情緒。本港是外向型
經濟體，在外部經濟疲軟的情況
下，內部的社會不穩將令經濟情況
雪上加霜，希望各界以整體利益為
重，盡快讓社會秩序回復正常，不
要砸了香港旅遊的金漆招牌。

整體訪港旅客數量於今年 1 至 5
月的升幅顯著，一直有雙位數的按
年升幅，惟上月反對修訂《逃犯條
例》的行動愈趨暴力之後，6 月整
體訪港旅客錄得 514 萬人次，雖然
仍 有 上 升 ， 但 升 幅 已 收 窄 至 僅
8.5%。其中上月12日及16日兩次大
型示威的兩個星期中，整體訪客量
已分別下跌4.3%及1.3%，明顯反映
出暴力示威活動開始打擊旅客的來
港意慾。

由於長途旅客來港一般提前一兩
個月預訂酒店，所以訪港旅客數字
的變化有一定滯後性。若示威活動
持續，對旅遊業的影響預計會在未
來一、兩個月浮現，拖累本港的旅
遊收益。尖沙咀、上水、沙田一再
發生暴力衝突，令商戶及遊客大受
驚嚇。如果暴力衝突在全港各區
「遍地開花」，一定會對香港「購

物天堂」和「好客之都」的國際形
象造成極為負面的影響。沒有人想
在一個隨時有暴力衝突危險的城市
旅遊、消費；內地遊客隨時會被貼
上「水貨客」的標籤，成為針對目
標，更可能打擊內地遊客來港旅遊
的意欲。

暴力示威持續，旅遊業和零售業
受影響首當其衝。業界數據顯示，
6 月餐飲和零售業生意額已經錄得
雙位數跌幅，個別地區店舖受示威
影響更有兩成半跌幅。零售業協會
亦擬修訂今年全年整體零售額預
測，由低單位數增長降至雙位數負
增長。地產代理業界亦預料受生意
額影響，今季租金亦會回落一成之
多，其中以中環至銅鑼灣一帶影響
最大。旅遊和零售業是香港主要服
務行業，關乎三、四十萬人的飯
碗，行業生意萎縮，很多人可能減
薪、失業，沒有人想見到這種情況
發生，希望暴力衝突盡快平息，讓
香港各行各業恢復正常經營。

基本法保障香港人有集會和遊行
的自由，只要以和平理性方式表達
訴求，政府和社會都會尊重和包
容，但現時的暴力衝擊，明顯超越
社會可接受的範圍。社會不安，對
本港經濟只有百害而無一利，守法
的市民必須抵制一切暴力行為，維
護香港的整體利益。

遏止暴力衝擊 勿毁香港旅遊招牌
「守護香港」系列活動首場集會今日下午在金鐘添馬

公園舉行。反修例風波引發無休止的暴力惡行，衝擊法
治，動搖管治，顛倒是非，給香港造成重大而深遠的危
害。香港已處於重要關頭，每位熱愛香港的市民，是時
候挺身而出，通過和平集會，表達反對暴力、維護法
治、保障繁榮穩定的心聲，向社會傳遞「暴力不能代替
法律」、「政治不能凌駕法治」的強烈信號，表明崇尚
法治理性和平，才是香港主流價值觀、主流民意，讓香
港重回正軌。共同守護香港美好家園，廣大市民，添馬
公園不見不散。

反修例的暴力衝擊變本加厲，愈演愈烈，莊嚴的立法
會大樓遭佔據破壞，滿目瘡痍；警察總部被圍攻，維護
法治的警察被打得頭破血流，有警察連手指都被咬斷，
駭人聽聞；散播仇恨的「連儂牆」、暴力衝突「遍地開
花」，全港各區幾乎淪為「戰場」；遊行示威和暴力衝
突「不切割」，有預謀、有組織的亂港暴力衝擊陸續有
來，香港難得平靜。

更令人擔憂的是，一眾反對派已淪為煽動暴力衝擊的縱
暴派，美化暴力，包庇暴徒，胡言什麼「沒有暴徒，只有
暴政」；對暴徒沒有隻字片語的譴責，要求政府「不檢控
所有示威者」，更不斷叫囂追究警方「濫權責任」；反對
派政客一再阻礙警方執法、充當暴徒的「保護傘」，資深
大律師梁家傑竟然大言不慚認為：「暴力有時可能是解決
問題的方法」。個多月來，暴力氾濫橫行，政治凌駕法
治，作為香港法治穩定最重要防線的警隊，執法都面臨嚴
峻挑戰，前線警員冒着極大生命危險，情況不容樂觀。違
法暴力的歪風若再不遏止，繼續蔓延擴散，香港繁榮穩
定、市民安居樂業勢必蕩然無存。

我們究竟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是要法治的香港，團
結、安定、文明的香港，還是暴力的香港，爭拗、撕

裂、不文明的香港？所有有良知、愛香港的廣
大市民，理所當然會選擇一

個 法 治 、 團

結、安定、文明的香港。因為暴徒無法無天，令香港陷
入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受害的是700萬港人。

此時此刻，沉默的大多數不能再沉默，必須義無反顧站
出來，首先要表達護法治、重理性的清晰聲音。香港尊重
不同意見、尊重和平遊行，但絕對反對暴力、反對違法衝
擊。暴力衝擊不代表主流民意，更非主流社會所容。黑白
不能顛倒，邪不能勝正。縱暴派還不收手，策劃、煽動再
多的示威抗爭、暴力衝擊，效果只會適得其反，民意不會
向他們傾倒，反令越來越多市民反感討厭。

此時此刻，沉默的大多數不能再沉默，必須義無反顧
站出來，還要告訴廣大市民，必須珍惜香港來之不易的
繁榮穩定、和睦寧靜。「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但摧毀
它只需一日。」香港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大都
會，建立起良好的法治秩序和營商環境，是幾代港人砥
礪打拚的成果，一旦被損壞、毀滅，市民和國際社會對
香港法治安定的信心被動搖，將很難恢復。沉默的大多
數不再沉默，要發出「香港不能再亂下去」的怒吼，不
能讓香港法治安定、多年建設成果毁於一旦。

此時此刻，沉默的大多數不能再沉默，必須義無反顧
站出來，更要顯示對「一國兩制」、對未來充滿信心。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日前講話強調「三個堅定支持」：中
央堅定支持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繼續依法有效
施政、積極作為；堅定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履行職責，維
護社會秩序和保護市民安全；堅定支持廣大香港市民
「護法治、反暴力」的共同訴求和行動。廣大市民用實
際行動表明，全港各界「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
家」，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迎難而上，抖擻士氣，積極
作為，帶領全港市民護法治、反暴力，建設團結、安
定、文明的香港；讓在前線勇敢執法的警察知道，有數
百萬熱愛和平、相信法治的市民作為最堅強後盾，市民
始終信任、支持警方盡忠職守、守護法治。

守護香港、守護法治，大家用和平、理性方式，向暴
力說不，添馬公園見。

守護香港，添馬公園不見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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