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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讓「白黑衝突」轉移焦點 全力根除黑色暴力恐怖禍根

訟工兩黨借嘍囉申「集會」 旅界冀警拒批通知書

反對派謀機場趕客毀港譽

上周日（21 日）晚發生衝擊中聯辦和元朗
暴力衝突兩宗惡性事件。連日來輿論的焦點
大都集中在元朗暴力衝突，兩日警方拘捕 11
名男子，亦都是涉及元朗暴力衝突。香港作
為法治文明社會，必須制止一切暴力行為，
公眾也支持警方依法打擊暴力惡行。與此同
時，政府和社會各界更要清醒地認識到，借
反修例風波而生的暴力運動，持續發酵、愈
演愈烈，已經演變成人神共憤的黑色暴力恐
怖，這才是當前香港暴力氾濫、亂象橫生的
禍根，不能因為「白黑衝突」等事件而被轉
移焦點。政府、社會各界必須明白，黑色暴
力恐怖的禍根不除，勢必對香港的長治久安
造成深重傷害，更有「以暴易暴」惡性循環
的隱患。廣大市民一定要本尊重法治的信
念，支持政府和警方依法除暴，遏止黑色暴
力如毒瘤般蔓延，從根本上恢復香港的法治
安定。
個多月來，暴力惡行充斥網上網下，不斷
升溫，從衝擊立法會大樓、圍堵警察總部、
直至衝擊中聯辦，公權力遭受前所未見的挑
戰；以「和平示威」掩護的暴力「遍地開
花」，社區、商業機構一再被騷擾，甚至地
鐵、機場等重要的公共交通機構，亦遭到服
務將受干擾的恐嚇，香港正常的生活秩序、
營商環境被破壞；某些特定目標和對象更被

瘋狂攻擊，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被帶有固定立
場的媒體和人士圍攻，連祖墳都遭泯滅人性
的破壞，香港文匯報、大公報在「連儂牆」
遭抹黑，文匯報記者個人資料被人擺上網暗
示欺凌；「光復元朗」復仇式的威脅甚囂塵
上。
種種跡象顯示，黑色暴力恐怖如瘟疫一樣
正在全社會散播，恐怖的陰霾越來越濃，黑
色暴力恐怖無視法治與管治，已形成對整個
社會的恐嚇，市民喪失了「免於恐懼的自
由」。黑色暴力恐怖才是香港法治安定最大
的威脅，給社會心理帶來嚴重傷害，讓越來
越多的市民陷入對現實的焦慮，對前途的擔
憂，對公權力是否有效運作充滿疑慮。說到
底，黑色暴力恐怖再不遏止，會不斷動搖市
民對香港繁榮穩定、安居樂業的信心。
縱暴派一向把「免於恐懼的自由」掛在嘴
邊，打着和平示威的旗號把暴力衝突引向各
區、各階層。對於元朗暴力衝突，縱暴派指
責「白衣人毆打黑衣人」，迅速發表冠冕堂
皇、措詞嚴厲的譴責聲明；縱暴派政客更要
求在立法會休會期間召開特別會議，質詢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及相關專責官員，以示與暴
力勢不兩立，為受害者追討公道。可是，反
修例風波擾攘個多月，之後借題發揮出現一
連串令人震驚的暴力惡行，縱暴派從來沒有

隻字片言的譴責，更聲言與衝擊立法會中聯
辦、襲擊警察的暴徒「不割席」。
縱暴派的說辭極具煽動性：「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政府暴政才是暴力的根
源」，而且政府至今不答應他們的「五大訴
求」，黑衣人採取暴力別無他選，是對抗不
公義制度的暴力。在縱暴派和暴徒眼中，一
切暴力的責任皆在政府，暴力不斷被美化、
合理化，甚至被英雄化，身為資深大律師的
梁家傑竟然說出「暴力有時是解決問題的方
法」，充分暴露縱暴派煽動、縱容暴力惡行
的居心，就是要製造、借助黑色暴力恐怖癱
瘓香港的法治和管治，把不同政見者打倒在
地，從而達到搶奪管治權的目的。
縱暴派的邏輯是，只要有他們認為合理的
理由，就可以任意策動、使用暴力，就可濫
用私刑禁錮無辜市民、追打警察、衝擊立法
會大樓、挑戰國家象徵甚至侮辱中華民族。
照此邏輯，元朗衝突中的白衣人也可以聲
稱，是因為黑衣人到自己的家園來挑釁搞
事，破壞了家園的安寧，為了守護家園，使
用暴力也是合理的，黑衣人被打活該。這樣
的邏輯、類比如果成立的話，後果非常可
怕，香港毫無疑問將淪為無法無天之地。縱
暴派的偽善霸道、雙重標準，足以顯示他們
「只問立場和利益、不問是非和公義」，完

遊客赴中聯辦送心意卡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文匯全媒體報道：有內地遊客及小朋友 23 日到香
港中聯辦，送上鮮花及心意卡表示慰問，並面向國旗敬禮。手捧鮮花的小朋
友恰逢生日，她在心意卡中寫道：「感謝你們為維護祖國的尊嚴而付出了辛
勤的汗水，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是我要將這份祝福送給你們！」
中聯辦員工接過心意卡，並與小朋友們合影留念。

■中聯辦員工
中聯辦員工（
（左二
左二）
）與小朋友們合影留念
與小朋友們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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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策動機場「集會」，旅遊業界憂演變
成衝擊及癱瘓機場致趕客。
設計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反對派密謀策動多場搞亂本港陸空交通的行動，繼今晨返工

繁忙時間，擬在金鐘站搞「不合作運動」焗全港市民一齊罷工後，有自稱「航空界員工」者

發起本周五於機場集會，正待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他們聲稱今次行動「沒有大台，並不

涉及機管局、任何航空公司、工會，亦非罷工，不是要令機場癱瘓」云云，但公民黨立法會

機管局冀勿影響機場運作

內地網民評論選摘：

機管局在回覆查詢時表示，留意
到網上有人發起在機場舉行集會，
機管局會與機場業務夥伴保持緊密
溝通，確保機場運作暢順。機管局
期望參與活動的人盡量避免影響乘
客及機場運作。

「6godMM」 ：可以反對，但不
能違法，不能暴力衝擊立法會，不能
打無辜遊客，不能潑國徽，你違法，
一切性質都變了。
「隨便吃不長胖」：不要觸碰

象及國際聲譽進一步受損。

傳的圖片可見，發起該運動的網民
要求
「追究港鐵，草菅人命」
，煽動
市民今晨 7 時半的繁忙時間到金鐘
站，促請港鐵交代元朗站的黑白衣
人衝突事件，發起的網民聲言「要
搞到全港市民返唔到工為止」。
另一波行動則由一班「航空界員
工」發起，他們計劃於本周五下午
1 時至晚上 11 時 59 分於香港機場一
號客運大樓接機大堂舉行集會，其
間會向遊客分享一系列事件的新聞
報道與影片，並收集公眾請願書表
達對政府的不滿。有發起人透過
facebook 及向傳媒聲稱，是次集會
由十多名航空界員工發起，聲稱是
「和理非非非非嘅集會」，既非罷
工亦無意製造任何混亂阻礙機場正

害慘旅業零售 工會憂「隨時佔」
香港旅遊業工會聯會總幹事林志
挺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6 月過後訪港旅行團數目呈跌幅，
踏入 7 月情況更為惡化，不少觀光
及商務旅行團紛紛取消來港。
他續說，每日均有大量旅客出入
香港機場，幾乎是旅客的必經之
路，
「你何必搞機場呢？就算只是一
班人個個黑衣戴口罩在接機大堂集
會都嚇親旅客啦，如果有人搞事造
成亂象，後果就更是難以想像。」

內地網民撐港警
斥暴徒反中亂港

林志挺並指，之前九龍遊行也聲
稱是
「和理非」
，最終也演變成暴力
衝擊，旅遊及零售界亦慘成受害
者，現時旅客明顯減少，「旅行社
忙於處理退團及改團，商戶則已經
叫員工清大假，現在個個心情都好
差 ， 相 信 緊 接 的 暑 假 都『 凍 過
水』
。」
他並指，機場得一條路，如
集會又變成佔路，隨時癱瘓整個機
場，希望警方拒發「不反對通知
書」。

「趕客」，指連串暴力衝擊已令不少旅客打消訪港念頭，若再搗亂機場，只會令香港旅遊形
常運作云云。
該發起人續稱，所有安排由參與
者自發進行，但由於準備時間緊
迫，加上無任何舉辦遊行集會的經
驗，故譚文豪會提供協助，並由職
工盟代為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

7 月 21 日晚多名暴徒遊行至中聯
辦外，向水牌和國徽投擲雞蛋和油漆
彈，事件在內地網民中引起軒然大
波。
《人民日報》主持的微博話題
「守護香港」和「中央權威不容挑
戰」下，有大量留言聲援香港警察，
反對暴力亂港，擁護「一國兩制」。
有人則強調，「國旗、國徽代表一個
國家的尊嚴，是可忍孰不可忍！」
內地網民就有人侮辱國徽一事表
態。在堅決支持港府嚴厲執法的同
時，他們表達了堅持「一國兩制」、
維護國家主權的強烈心願，並對近日
暴徒禍亂香港的一系列事件表達自己
的關心與痛心。

議員譚文豪會提供協助，並由職工盟代為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有旅遊業人士狠批此舉

搞亂陸空交通的第一波是今晨
的
「不合作運動」
。根據網上流

全不把法治放在眼裡。
在任何正常的法治社會，正確的大眾邏
輯、符合公義的社會規則，就是必須堅持法
治原則，不論任何人、有什麽理由、理由有
多麼正當高尚，沒有法律授權，使用暴力就
是違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這是唯一的
標準，沒有人可以挑戰和改變。
當下暴力行為有擴散升溫的趨勢，政府譴
責一切暴力行徑，表明追究到底，警隊也迅
速行動，拘捕多位元朗衝突中涉嫌襲擊黑衣
人的白衣人，這些表態和行動值得肯定和支
持。但是，政府和執法者、廣大市民和社會
輿論的討論，絕對不應該失焦，應該頭腦清
醒，看清目前對香港法治安定威脅最大、而
且還在持續發酵擴散的，還是黑色暴力恐怖
活動。黑色暴力恐怖活動一日不除，香港永
無寧日；法治不彰，公權力不振，濫用私
刑、以暴易暴，只會變本加厲。
因此，即使面臨嚴峻挑戰和來自縱暴派的
巨大阻力，政府和警方更要迎難而上，下大
決心，投入更大力量，堅決果斷拘捕、檢控
包括黑衣暴徒在內的一切違法暴力分子，對
黑色暴力恐怖活動形成巨大震懾力和阻嚇
力，才能振奮士氣，穩定人心，顯示邪不勝
正的法治正義，令香港早日重回法治穩定的
正軌。

「一國兩制」底線！
「和胡偉星的小號」：香港永遠
屬於中國，不容他們胡作非為！
「無敵幸運漢寶寶」：看到國徽
蒙污，雙眼都紅了，國旗國徽看得比
生命還要重要。
「專業課-張俊佳」：1.香港是中
國的香港 2.一切暴恐都不會得逞，
終將受到法律的制裁 3.相信香港特
區政府可以採取有效措施平息暴亂
4.發展需要穩定 5 .老鼠屎畢竟是少
數，絕大部分香港同胞是愛和平的，
是正義的 6.咱們「大陸小夥伴」要
理性愛國，不要以偏概全的敵對自己
同胞，導致親者痛仇者快。
「作家肖永樂」：暴徒亂港，污
損國徽，真是無法無天！是可忍，孰
不可忍！守護香港，必須嚴懲暴徒，
全力維護香港法治與安寧！
「小神薇」：打着民主的幌子實
施暴行，數典忘祖，喪心病狂，別有
用心的廢青們必須嚴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酒店業：倘下月續暴衝 房價恐跌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受
本港連串大型暴力示威活動影響，
本港酒店入住率及房價均有所下
跌。
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
漢城昨日預計，若本月底至下月再
有暴力衝擊事件發生，酒店入住率
將有兩三個百分點的跌幅，平均房
價相信亦會下跌10%。
李漢城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後表
示，受近日連場大型遊行及暴力衝
擊事件影響，不少旅客都擔心香港
的治安而取消來港行程，「日本、
韓國等旅客對人身安全的問題比較
敏感，事件對他們的影響也較大，
而東南亞巿場例如泰國，有很多團

已取消了。」

李漢城憂入住率再跌
他估計，本月整體酒店的入住率
按年下跌 3 個至 4 個百分點，其中
以商務酒店最受影響。
作為生意人，他希望「政治問題
政治解決」，各方能和平解決現時
的政治爭拗，但相信目前的社會狀
況將會持續一段時間，倘本月底至
下月再有暴力衝突事件發生，估計
往後的酒店入住率可能再出現兩三
個百分點的跌幅。
在個人遊旅客方面，李漢城表
示，內地旅客已逐漸習慣每逢星期
日都有大型群眾活動，而廣東省的

短線旅客會較掌握香港環境。由於
遊行集會大多於周日舉行，加上個
人遊旅客的彈性較大，故預料內地
旅客會在該段時間較受影響，而若
周一至周五無大型示威，料影響會
較小。
他強調，市民無論有什麼訴求都
要守法，都期望他們保持和平、理
性、非暴力、不影響他人的手法表
達訴求，否則香港會出現很多問
題，而香港旅遊業界及零售界應互
相合作，加強向外界，特別是東南
亞的短線市場，宣傳香港仍然是安
全城市的訊息，盡力將連串事件對
本港旅遊業造成的傷害及影響減到
最低，這才是負責任的做法。

社會近月發生連串的暴力
事件，站在前線的香港警員
無論身心都承受重大壓力。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一行近20人昨日下午
到警察總部，向警員送上心意卡以示慰問。他們嚴厲譴責大前晚圍堵
中聯辦大樓的暴徒，促請警方嚴懲罪犯。

婦 團 警 總 慰 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