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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個多月的反修例動亂暴力程度越演越烈，一直以來，他們都是以反對修訂
《逃犯條例》為幌子，搞他們所謂的「和平示威」，誠然市民和平、理性以及非暴
力表達意見的權利必須受到尊重和保護，但現在每次示威完畢以後，都會演變為暴
力衝突，這已經是一條不變的公式。警方必須加強現場就地拘捕違法暴徒，「拉得
幾多得幾多」，唯有如此才能起震懾作用，有效阻止暴力氾濫。
黃國恩 執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7 月 21 日晚衝擊中聯辦的暴行，他
們卒之露出真面目，他們是在搞港版
顏色革命，企圖搶奪香港的管治權！
暴徒不單衝擊中聯辦，更在中聯辦大
樓外牆噴上辱國字句，更向國徽噴黑
漆，污損神聖的國徽！國徽是國家的象徵，絕對不
容玷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無數先烈以鮮血
和生命歷盡艱辛換取回來，國徽的象徵意義含有比
生命更珍貴的共同價值觀，身為中國人必會誓死捍
衛，冒犯國徽傷害了 14 億人民的感情，衝擊中國人
的價值觀，等同拆人祠堂、毀人祖墳，行為卑劣無
恥。
除了污損國徽外，暴徒還喊出「光復香港，時代
革命」的口號，極盡挑釁侮辱，並叫囂要成立臨
時立法會，此等「港獨」行為，嚴重違反國
家憲法、侮辱國家和冒犯全國人民，是在
故意挑戰國家主權，超越「一國兩
制」的底線，性質極為嚴重。

強硬執法 加緊現場拘捕
事態發展至今，暴力行為越演越烈，暴徒根本無
意收手，警方使用最低武力，反被他們抹黑為濫用
暴力鎮壓和平示威；警方應赤手空拳防暴，而他們
就使用鐵通、磚頭、化學粉末、腐蝕性液體攻擊，
還形容自己「手無寸鐵」。反對派議員、社工，甚
至老師則指鹿為馬，阻礙執法，扭曲是非，明眼人
都看出這些人在縱容、煽動暴力，包庇暴徒鬧事。
暴力不斷升級，縱暴派和暴徒是想搞亂香港，挑戰
中央，搶奪香港管治權，警方是時候強硬執法。
每次衝突，黑衣暴徒都完全掩蔽面目，企圖逃避
警方拘捕檢控。事實上暴徒離開現場後，警方的確
難以追究。所以警方應轉變策略，要加緊現場就地
拘捕違法暴徒，「拉得幾多得幾多」，唯有如此才
能起震懾作用，才能有效阻止暴力蔓延。
因為事後追緝十分困難，成功檢控機會亦相當渺
茫，如不即時拘捕檢控，實施暴力等同沒有後果，
暴徒的膽子只會越來越大，肯定做完一次又一次，
而且吸引更多人參與暴力，施暴者越來越多，越來
越暴力。不怕死的施暴者肯定人數不多，只要警方
下決心拉人，必定能起阻嚇作用。另外，在暴亂現
場的反對派議員、社工、記者等，

如有故意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警告無效後，警
方亦應即時逮捕，有充分證據的應予檢控，顯示警
方嚴格依法辦事的決心，避免暴力沒完沒了。

不容衝擊「一國兩制」底線
現時香港的暴力亂象，與過去多國發生的顏色革
命套路如出一轍。中央政府絕對不會容許這樣的事
在香港發生，也不會在國家主權、安全和「一國兩
制」底線上作出任何讓步，中央堅決捍衛「一國兩
制」，維護國家和香港利益，支持特區政府和警隊
依法恢復香港的法治和秩序，確保香港不出亂子。
香港有國家這個強大後盾，反華勢力動不了香港
分毫，中央及 14 億人民不會讓港版顏色革命得逞，
香港人應保持清醒，高度警惕，堅決抵制一切暴力
行為。暴力充斥香港，損害經濟民生，擾亂市民
正常生活，最終必然損害香港，損害港人利
益。真正愛護香港的人，應支持警方執
法，打擊暴徒，撥亂反正，使香
港回復正常，這才是香港
之福。

何君堯 立法會議員
在香港社會面臨動盪和不安的當
下，我一直堅持敢言發聲，堅持依憑
理性，支持警察維持治安，希望以理性對話消弭社
會衝突和矛盾。但遺憾的是，一直有人不斷在煽動
暴力，刻意抹黑我，攻擊我的辦事處，甚至破壞我
父母的墓地，手段卑劣無比，令到人神共憤。
即使如此，何君堯依然不畏、不悔、不退！我深信
為惡必殃，正義必勝，違法者一定會被繩之以法，幕
後黑手也必定會被追究到底。同時，我也呼籲大家能
夠冷靜下來，面對分歧不可以訴諸暴力，更不能夠以
暴易暴，去破壞香港賴以生存的法治基礎。香港現時
最需要的是求同存異，需要用理性對話來尋找出路。

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
不久前，網上一條「何君堯與白衣人握手」的視頻，
將我推到了風口浪尖，反對派和一些媒體為此不斷誣
衊及抹黑我。事實上，我已經多次聲明，當晚於元朗
出現只有3個原因：回家、送朋友及順便處理法律諮
詢的事情。我與當晚的打鬥襲擊事件沒有任何關係，
與白衣人握手不代表我認同其後發生的暴力事件。
何君堯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白衣人襲
擊市民令人感到心寒，但更令人憤怒的，是不斷有
人在散播仇恨，企圖進一步將暴力推向極端。反對
派千方百計地抹黑我，但是對於暴徒攻擊警察，塗
污國徽等等的暴力行為，非但拒絕譴責，甚至在背
後推波助瀾，他們才是暴力行為的罪魁禍首。
當所謂的和平示威每次都變成暴力衝突，所謂的
「光復」行動不斷在衍生暴力和仇恨；當暴力不斷
被美化，當暴徒被稱為義士，香港只會越來越亂，
社會更加撕裂。反對派的背後黑手們要負起全部的
責任！必須予以重懲，否則不斷受害的只會是所有

的香港市民。
市民應該擦亮雙眼，冷靜下來，勿再誤信妖言。
暴力示威者並非在幫大家「爭取權利」，無論身穿
什麼顏色衣服，都不應訴諸暴力。須知，任何人士
犯法都要受到法律制裁，只有反對任何形式的暴
力，回歸理性，才能令香港走出困境。

權威，以實際行動支持警察執法，取消政治對警察
的干預和限制，要相信正義必勝。同樣，市民要支
持警隊，不輕信任何抹黑造謠的言論，讓警察繼續
遏止暴力惡行，捍衞法治，須知，如任由警權受到
限制，只會導致社會治安環境更為惡劣，這些後果
都要由香港市民集體埋單。

警察是維護香港法治的基礎
今天混亂不斷在香港蔓延，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警隊受到極大限制。
警察本來應當依法維護社會治安，對所有破壞法治
的行為施以堅決處置。但是從6月份開始，就不斷有
圍堵警總、襲擊警員的違法行為，更有甚者，出現了
對警察瘋狂的抹黑與網絡攻擊，讓一直默默守護香港
的警隊，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他們所遭到的不公平
對待，令人痛心不忿。這些抹黑和攻擊對香港警隊形
成了巨大壓力，讓警察為制止暴力示威者犯罪而採取
的必要行動，在政治上竟成了冒險的事。
在7月1日立法會遭衝擊後，已經陸續有參與其中的
暴徒跑到台灣，希望尋求庇護，證實約有十多名示威
者已經抵台接受非官方團體安置。這些暴徒在香港大
肆違法破壞，還能揚長而去，逃脫法律制裁，之所以
出現這樣的情況，和警隊處置力度不到位有很大關係。
在香港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社會上已經多次進行撐
警行動，不斷給警隊大力的支持，這一番心血不能被
白白浪費，警察應該嚴正執法，不能再放縱暴力衝擊
行為，特別是對於每次暴力行徑背後「黑手」和始作
俑者一定要全力緝捕，萬萬不能為了妥協答應放人。
香港警察應該保持堅定信心，不姑息任何暴力行為，
誰違法了就處置誰，一視同仁，沒有任何例外。
同時，香港社會作為整體必須致力於恢復警隊的

解決分歧需要求同存異
香港是意見多元的社會，觀念有分歧很正常，為
此走上街頭合法表達無可厚非。但不斷有人擠壓社
會理性空間，推動暴力衝突，尤其是一衆反對派行
為猖狂，聲稱要「遍地開花」、「區區有遊行」，
令不少市民成為受害者，合法遊行和意見表達遭激
進人士騎劫。為此，必須嚴正執法，撥亂反正，違
法者哪怕逃到天涯海角，也誓要追查到底！
對於市民來說，要回歸理性，無論持有怎樣的觀
點，都應該理性和平，客觀表達意見，不能再被一
些處心積慮的謠言蒙蔽雙眼。其中不少受到影響的
學生，應將教育放在首位，不應為了激進的政治策
略及意識形態而犧牲未來。只要初衷和目的都是為
香港好，就應當求同存異，團結一致，因為只有這
樣才能齊心協力共謀發展。
必須強調的是，求同存異應當堅持在「一國」的原
則下，國家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是香港繁榮穩定、港
人安居樂業的前提。任何背棄國家，挑戰憲法和基本
法權威的行為都是對底線的觸碰，是絕不能允許的。
是時候讓香港多一些理性，少一些爭執了。我計
劃在下月 3 日發起集會，希望可以與不同意見的人
士交流，透過對話讓社會可以盡快回歸理性，盡早
恢復正常秩序。香港社會不能再亂下去，必須要在
求同存異、凝聚共識的方向中尋找出路。

吸取教訓拿出決心 對亂港暴行說
「不」
梁滿林 全國政協委員 同心俱樂部副主席
在近期的暴亂中，反映香港的傳
媒、教育存在不容忽視的問題。
每次暴力衝突，少不了個別媒體的記者在現場阻
撓警察執法，這些反中亂港的媒體，顛倒是非，雙
重標準，編造謊言，煽風點火，誤導群眾，已淪為
暴徒搖旗吶喊的保護傘，完全喪失傳媒公正客觀的
專業操守立場。
另外，從此次暴亂，也提醒需反思香港的教育制
度。一些涉世未深的學生，屢屢在暴力行動中衝在
最前頭，反映香港的教育出了問題。香港教協長期

被反對派把持，有大學教授成為亂港暴力的理論鼓
吹者，煽動學生「違法達義」；香港至今沒有國民
教育課程，學生容易被反對派「政治洗腦」，灌輸
敵視、仇視內地的歪理。
「一國兩制」，必須先有「一國」觀念，才能實
行「兩制」。反思近期暴亂出現的亂象，特區政府
必須重新審視通識教育，重啟國民教育課，要理直
氣壯去做。加強國民教育、培養學生的國家民族觀
念，這是每個國家和地區都必須做的事情。
暴徒搞亂香港，嚴重影響港人生活和香港經濟

發展，最大的損失就是香港市民。利莫大於治，
害莫大於亂。香港是時候拿出刮骨療毒的決心，
對亂港暴行說「不」。香港有強大的祖國做堅強
後盾，一小撮亂港分子翻不了天。因為香港是實
行「一國兩制」的香港，香港是有良好法治土
壤、深厚法治傳統、堅定法治信仰和強大法治力
量的香港。 中央政府一定會以堅定決心捍衛「一
國兩制」，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和警隊、支持廣大
香港市民依法恢復香港的法治和秩序，確保香港
不會偏離發展正軌。

暴力正在摧毀香港令人擔憂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反修例引發一場又一場示威、遊行，被暴亂者利
用，一再以搗亂社會、破壞法治的暴力運動收場，
而且暴力衝擊不斷升級，向着企圖癱瘓管治、摧毀
香港的危險方向發展，不能不令人憂心忡忡。
日前，警方對「光復元朗」遊行，應因公眾安
全，不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就是不希望遊行再
引起暴力衝突，申請人上訴亦不獲批准。但即使申
請不果，示威者不理會，照樣在元朗聚集並進行遊
行，完全將申請批准機制視為無物，最終又釀成暴
力衝擊，導致包括警員在內的20多人受傷。
近來類似打着和平旗號的示威遊行，集聚人群，
一旦人多勢成後，就以暴力衝擊警方防線，危及社
會秩序和公眾人身安全，這種情況已成慣例。如今

發展到，不顧警方反對，示威者公然違法，照樣進
行遊行示威，示威者明目張膽違法，正在摧毀香港
的法治。
昨日，又有人申請在港島遊行，警方僅批准允許在
中環遮打花園集會。結果，集會未結束，一眾示威者
已經走出花園向東西兩邊遊行，向東前往銅鑼灣鬧市
區，向西與駐守中聯辦前的警察對峙，其後又發生暴
力衝擊，警方需要採取清場行動。很明顯，無論警方
對遊行集會批准或不准，示威者一早打定主意，要衝
擊香港的法治權威，挑戰法律底線。
香港被稱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擁有包括言論
自由在內的各項自由。而這個最自由社會的稱號，需
要有香港的法治作保障，因為有嚴明的法治，香港的

自由不僅得到有效保障，而且安全有序。如今，以反
修例為名的暴力衝擊，公然挑戰法治，破壞安定，暴
徒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癱瘓香港的法治，摧毀香港
享有高度自由、保持繁榮穩定的基石。
香港的立法會前所未有地被暴徒攻佔，遭到大肆
破壞；警察總部也多次遭暴徒包圍，警員在執行公
務時遭到暴徒攻擊，有警員甚至被咬斷手指。暴徒
的惡行變本加厲，正在挑戰警方的控制能力，企圖
摧毀警方的心理防線。
接連不斷的暴力衝擊，令香港法治安定受重創，
區區變戰場，香港已經變得陌生，這絕不是廣大市
民、國際友人所樂見的，廣大市民必須支持警方堅
決制止暴力，讓香港恢復法治安寧。

中國經濟數據佳 對美談判底氣足

為惡必殃 正義必勝

懸崖勒馬 停止暴力 理性護港

警隊加強現場拘捕 制止暴力氾濫

2019年7月29日（星期一）

王庭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工商總會主席
香港爆發修例爭議後，社
會風波久久未能平息，且有
越演越烈的趨勢。日前，有暴徒佔據金鐘與
中區的道路，其後圍堵中聯辦，更塗污懸掛
的國徽。另一邊廂，在元朗亦發生了嚴重的
暴力事件，暴力示威者發動所謂「光復元
朗」，與警方爆發激烈衝突。必須指出，任
何形式、理由的暴力行為都不被允許的，違
法暴力必須受到法律懲罰，才能維護香港法
治和市民福祉。
國徽、國旗象徵着國家的主權和尊嚴，
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任何人公開及故
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
侮辱國旗或國徽，即屬犯罪，可處第 5 級罰
款（5 萬元）及監禁 3 年。世界不少國家都
明文規定，侮辱、焚燒、塗污國旗國徽屬違
法行為，違者可處以罰款及監禁。中聯辦是
中央駐港機構，根據憲法、基本法及中央授
權展開工作，是國家主權的組成部分。暴徒
圍堵中聯辦，玷污國徽，已超越「一國兩
制」的底線，嚴重傷害國家及民族的感情，
對兩地關係造成負面影響。內地民眾對今次
圍堵中聯辦事件看在眼裡，已經在網絡上激
起強烈的回響，這一切，對香港百害而無一
利。
事實上，近期一系列示威行動結束後，
十有八九都演變成暴力衝突。少數暴徒利用
所謂和平遊行示威，不斷將暴力衝突升級。
政府總部及警察總部被圍堵，立法會被嚴重
破壞以致不能運作，社區商場亦被捲入政治
漩渦，這些暴力衝突造成社會分化撕裂，令
市民人心惶惶，正在毒化香港法治安定的社
會氣氛。
違法暴力不應出現在文明社會，香港作
為法治文明的國際金融、經貿中心，更不能
容忍違法暴力氾濫，情況若進一步惡化下
去，只會親者痛，仇者快。各方都應懸崖勒
馬，停止任何形式的暴力和衝擊，以對話取
代對立，遏止亂局繼續下去，用理性守護香
港。

曾淵滄博士
中美貿易談判將於 7 月 30 日至 31 日在上
海重開。在這之前，中美貿易談判談了 11
輪而沒有結果，雙方也就中斷了談判，美國
開始向總值 3,000 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加徵關
稅，由原本的 10%增加到 25%。再加上去
年已經開始向 500 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徵收
25%關稅，現在，總共有3,500億美元的中
國產品得付25%的美國關稅。
不過，還有 3,025 億美元的中國產品沒有
加徵美國關稅，雖然美國總統特朗普多次揚
言，會向這批中國產品徵收 25%關稅，但
至今仍未推行，估計原因之一，是這批產品
實際上全是美國企業的品牌，在中國生產然
後運回美國銷售，一旦加徵關稅，受害最大
的就是這些美國企業。
7 月 30 日至 31 日的新一輪談判，應該是
特朗普建議召開的。今年 5 月初，中美貿易
談判破裂後，中國對美國加徵關稅採取不理
睬的態度。最終，特朗普忍不住，主動要求
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日本大阪召開的 G20
峰會會面。雙方會面的結果，就是同意彼此
再談判。會面至今過了接近一個月，談判還
未舉行，反映雙方仍有不少不願意讓步的地
方。
既然彼此都不願意讓步，談判是多餘
的，不可能有結果。直到近日，特朗普接見
7 位美國高科技企業總裁，答應他們會放寬
美國對華為的禁售命令，算是特朗普讓了一
步。不過，這也說明打擊華為已經成了中美
貿易談判的一部分，談判的內容不單是貿易
戰，還包括科技戰，更可能談及貨幣戰。特
朗普接見美國高科技企業總裁後，中國一些
企業也開始下訂單，採購美國的農產品，並
獲得中國政府許可不必繳交 25%的額外關
稅，這也算是回應特朗普放寬對華為的禁
令。
去年 7 月，美國正式向中國產品徵收額外
的入口關稅，中美貿易戰拉開戰幕。從近日
中國政府發表的統計數字來看，中國受到貿
易戰傷害，依然是可控的，國內生產總值今
年第一季增長 6.4%，第二季 6.2%，依然
是全世界最高的國家或地區之一，遠高於美
國。今年 6 月，美國生產總值增長 3.1%，
特朗普已經說是史上最佳。
除了國內生產總值外，中國對外貿易數
據更是意想不到的好。在貿易戰的衝擊下，
今年上半年，中國對美國出口並沒有減少，
還 微 增 0.1% ， 對 全 球 的 出 口 更 有 高 達
6.1%的增長。這為中國政府打貿易戰提供
充足底氣，中國已準備與美國打一場貿易持
久戰。科技戰也如此，特朗普對華為的禁售
令打不死華為，反使到美國科技企業失去不
少生意，倒逼特朗普放鬆對華為的制裁。

■中國外貿保持堅韌，顯示底氣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