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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昨日就近期香港
反修例的風波召開記者會，傳遞
了中央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

走樣、不變形的清晰信息。
記者會透露的一個重要訊息：中央堅定支持

香港警察。港澳辦發言人指出：「我們特別理
解和體諒香港警隊及其家人所承受的巨大壓
力，借此機會，謹向一直堅守崗位、恪盡職
守、無懼無畏、忍辱負重的香港警察，致以我
們崇高的敬意。」由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央機構
向香港特區警隊給予這樣的讚許，是十分高規
格，充分體現中央對香港警隊的信任和支持。

正如港澳辦發言人所指，香港當前最重要問
題是制止暴力，盡快恢復秩序，否則「香港亂
下去，全社會都要『買單』」，而香港要停止
亂下去，主要是靠「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旗幟鮮
明反對和抵制暴力」和「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堅
決守護法治」；中央會創造條件，和特區政府
及香港各界一起努力，幫助香港年輕人解決住
房和三業問題（學業、就業和創業）。

中央已把話挑明，香港各界是時候行動起
來，協助香港走出困局。筆者認為：

1）特區政府應明確表態，全力支持警隊依
法制止暴力，對暴徒該捉就捉，香港沒有「法
外之地」，不能讓全港一起「買單」；
2）由於每次遊行都引發暴力衝擊，警方應

對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十分審慎。香港各界
更應積極呼籲市民，不要再以「遊覽」等名義
去這些地方，像7月27日的「光復元朗」非
法遊行，因為這等同縱容暴力。
3）大學是特區政府每年撥大量資源才能運

作的，不能成為暴徒藏身的「法外之地」。既
然中央已呼籲「各界旗幟鮮明反對暴力」，我
的母校——香港大學是否也應恪守良好市民之
責，不要對警方入校園拘捕或調查有任何異
議。
4）港區人大、政協是愛國愛港的重要力

量，是重要的意見領袖，他們應對一些商業機
構「不和警方合作拘捕暴徒」的事件表態。反
對派已有人拿周日（7月28日）有商場拒絕警
方入內執法的事大做文章，說是「成功脅迫商
界支持他們」，個別商界人士，一方面大賺內
地的錢，一面又明哲保身，這是否恰當？中央
和香港社會自有公論。
5）支持香港法治安定的傳媒，應投資源

在社交媒體上，大力揭露、譴責暴力行動和
支持暴力的言論。筆者執筆之時，全國政協
副主席梁振英發出公開信，要求香港華人基
督聯會真道書院革除曾發表仇警言論的助理
校長戴健暉，有良知的傳媒應鼓勵市民對該
校表達意見。姑息必然養奸，香港今天不能
再養奸！
6）香港的專業界別中愛國愛港的人士也要

勇敢站出來，明確支持警隊依法制止暴力。現
時反對派正在動員他們在各界別的支持者，不
斷向警隊施壓，掩護暴徒，彰顯明甚。愛國愛
港專業人士不應再沉默，必須旗幟鮮明支持警
隊依法制止暴力。

馮煒光

香港連續發生暴力示威遊行，甚至可以說
「這是香港的暴亂」。反對派組織示威遊行，
迫使政府停止修例工作，這到底觸犯了哪些利
益集團？特區政府這次修訂《逃犯條例》，我
認為：其目的很明確，是為捉拿、移交騙取金
融機構和銀行巨資的犯罪分子及一些在其他地
方犯罪後跑到香港逃避的罪犯。但卻被一些別
有用心的人鑽了空子，明明是修訂《逃犯條
例》卻把這一議案的矛盾，直接轉嫁到香港普
通市民及學生身上。
外國反華組織精心策劃，煽動不明真相的部

分市民和學生，一次次上街遊行示威，並向維
護社會秩序的警察進行衝擊，而且用各種能傷
害的器械、磚頭，甚至有毒化學物品襲警，如
果這種襲警事件在美國發生，毫無疑問，美國
警察一定是當場擊斃。然而，香港警察表現得
非常專業，非常克制，非常忍耐，但是，部分
暴徒卻得寸進尺，真的不能理解，他們哪來這
麼大的膽，把法律可以置之腦後，把維護社會
秩序的警察當作襲擊的對象，暴徒並不是不知
法，而是，背後一定有強大的組織及經濟在支
持着。香港的警察執法是優秀的，但是，政府
若不強硬支持維護社會秩序的警察，那麼，香
港社會示威及暴亂將永無休止。這對香港的社
會穩定，經濟發展，市民的安居樂業，將會造
成嚴重破壞，香港特區政府的正常施政也將無
從談起。
此次，示威者包圍中聯辦，污損國徽，這

是挑戰中央政府，這是侮辱包括香港在內的
十四億中國人民，這已經嚴重觸犯了基本
法，請問反對派，在港英政府管治時，你有
選舉權嗎？你敢襲警嗎？再請問，你有這個
膽嗎？如今，回歸祖國了，香港市民有了選
舉權，有了發言權，民主來之不易，要知
道，只有祖國的強大，香港才有這樣的局
面，奉勸反對派，要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和平
環境，來之不易的民主權利！
同時，我在此呼籲全體有理智、正義的香港

市民，力挺香港警察，為他們點讚，鼓舞他們
勇氣，盡全力幫助支持這支正義紀律部隊，他
們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
警隊作為保障我們香港繁榮穩定的一支執法

隊伍，在這個艱難時刻，更需要全港市民的支
持！大眾其實可以用簡單方式，就可以對警方
表示支持，比如，支持警察嚴正執法，要求香
港有穩定的治安，安全感的社會環境，這是廣
大市民訴求，市民需要警察加強執法力度，我
們大多數老百姓，向香港警察部隊，致以崇高
的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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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還要不要？
近日，有一些公務員工會出來老調重彈反對派的五點訴求，有公務員更要發起集會云云，

以配合下星期所謂全港大罷工，一副山雨欲來的氣氛。公務員有不同政見實屬正常，但如果

人人都像顏武周之流公開唱反調，甚至配合某些政治勢力發起政治行動，利用公務員身份搞

政治，此例一開，公務員還有何紀律可言？他們如果這麼有「良心」，為什麼連一份工都不

願意放棄，要利用「鐵飯碗」身份煽風點火，現在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究竟還要不要？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路。反修例騷亂搞了一
個多月，經過多場暴力衝擊，經過大量的不合作運
動，經過大批暴徒被拘捕，這場風波已成強弩之
末，民意正開始轉勢，對於無日無之的搞亂、騷亂
感到厭煩，希望風波早日平息，這是香港社會目前
最大的民意。

反修例風波已成強弩之末
反對派現在仍堅持所謂五、六、七、九點訴

求，根本是理不直氣不壯，修例已經停止，還要將
風波延續下去，不過說明反對派項莊舞劍，志在沛
公，但市民會繼續跟着其指揮棒亂舞嗎？看看近期
的遊行集會，只剩下反對派最核心的基本盤，民意
向背已可知一二。如果反對派民意在手，何用到處
暴力衝擊？
反對派再有新招，不過，所謂新招其實都是舊
酒新瓶，在以往的政治鬥爭以及五年前的非法

「佔中」中都用過，就是不斷在不同的機
構以至政府部門進行所謂聯署、公開

信， 以製造一種草木皆兵的形
勢，好像政府已經分裂，社

會各界都與反對派連成
一氣，這些都是

一種心

戰伎倆，目的就是想「不戰而屈人之兵」。例如近
日又有一些公務員工會出來老調重彈反對派的五點
訴求，有公務員更要發起集會云云，以配合下星期
所謂全港大罷工，一副山雨欲來的氣氛。
公務員內有反對派的支持者以至「暗樁」不足

為奇，沒有才是怪事，這些人平日無事當然不會出
來，繼續好官我自為之，繼續「薪」在曹營心在
漢。但到了關鍵時刻，他們就不能再隱藏，要出來
配合反對派的行動，而現在就是關鍵時刻。事實
上，如果這些公務員對修例有意見，有不滿，真的
是「義憤填膺」，為什麼不一早出來表態？這場風
波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不知有多少次暴力衝擊，
為什麼他們不一早出來聯署，而在今日才搞出這種
花樣？

罷工罷課違公務員中立原則
顯然，他們現在是企圖通過所謂聯署、罷工，

轉移焦點，虛張聲勢，與反對派互相呼應。近兩場
元朗及上環衝擊，警方作出了周密部署，不但將暴
徒的衝擊平定，更將多人拘捕，暴徒在這場衝擊進
行了全面的動員，武器、資源全部押上，甚至連洋
人都親臨前線指揮，甚至點火，但最終卻無功而
返，賠了夫人又折兵，而反修例民意支持又不斷下
插，形勢愈來愈不利，所以唯有將壓箱的板斧都拿
出來，發動所有「明樁暗樁」，企圖扭轉敗局。這

些聯署、公開信現

在才出現，原因正在於此。
反對派要發動私人機構職員鬧事，外界難以介

入，這是企業自己的事，如果企業連自己員工都未
能管理，這也是他們的責任。但問題是政府僱員，
性質則不同，例如發起周五集會的勞工處職員顏武
周，本身就是「深黃」的學運分子，曾為中大學生
會外務副會長及學聯成員，發動過罷課及「反國
教」，有豐富的罷工罷課經驗。
當然，考公務員不論政治背景，但現在他的行

為是公然介入政治、發動及鼓吹政治行動，已經
嚴重違反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原則，當中包括：
「公務員會協助主要官員闡明主要官員作出的決
定及為決定作辯解，以爭取公眾和立法會的支
持」；「在整個過程中，無論公務員個人贊成或
反對有關政策，他們都不應亦不能公開發表個人
意見，也不會表達他們對某個已決定的政策有不
同的意見。」
顯然易見，顏武周之流已經違反了公務員

政治中立守則，不但公開表達政見，更鼓
吹公務員出來反對政府政策，這已經
不是政見問題，而是公務員的
守則及操守問題，是公務
員還守不守政治中
立的問題。

雖然警方早前就元朗「7．27」遊
行發出反對通知書，但在縱暴派及

「港獨」分子煽動下，上周六大批全副武裝的暴徒
兵分多路在元朗多處不斷衝擊警方防線，居民飽受
驚嚇，商家關門拉閘，街頭變身戰場，該區被蹂躪
得滿目瘡痍。
壹傳媒老闆黎智英在李永達、何俊仁等政客隨

扈之下，進入元朗「飲糖水」，為一小時後的暴徒
集結發出了進攻指令。當黎智英離開後，形勢便急
轉直下，大批自稱「敢死隊」的黑衣暴徒突然發
難，數千暴徒兵分多路在元朗大馬路的橫街窄巷、
南邊圍村、西邊圍村等多處鬧事。他們「合拍地」
拆除路邊鐵欄杆及地磚當作武器，與警方展開「巷
戰」，更用鐵支、磚頭，或自備的煙霧彈、漆彈向
警員施襲，其間破壞多架警車及一輛私家車。

幕後黑手空群而出大搞「顏色革命」
元朗暴亂幕後黑手全部現形。除了黎智英在李

永達、何俊仁等政客隨扈之下進入元朗外，還有混
在黑衣暴徒中煽風點火和指揮的「港獨」分子梁金
成，以及朱凱廸、鄭松泰、楊岳橋、譚文豪、尹兆
堅、區諾軒、黃之鋒、陳浩天、吳文遠等亂港派頭
目，都陸續出現在衝擊現場或附近地區。其中縱暴

派立法會議員故伎重施，利用議員身份阻撓警方執
法，是知法犯法，為違法者掩飾罪行，是暴徒的同
謀。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暴徒發起瘋狂衝擊、亂港

派頭面人物換了一批又一批的同時，多名穿着隨意
的外籍人士在全副武裝的暴徒中顯得格格不入。這
批洋人的出現，為港版「顏色革命」寫下最佳註
腳，他們沒有衝在第一線，而是站在天橋等高處，
或隱身草叢中，充當聯絡及指揮角色，他們還放出
無人機，從高空監察警方的部署。
暴亂分子和幕後黑手空群而出，有恃無恐，氣

焰極為囂張。警方一如既往地克制忍讓，使用了最
少的武力來保護元朗居民不被攻擊，而部署亦很適
當，最後警方成功清場。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
梁振英於社交專頁，感謝警方及盡忠職守的前線警
員。

暴力升級已成香港當前最大危機
香港反對派藉口反修例掀起的政治風波愈演愈

烈，被西方操縱的亂港勢力和「港獨」勢力所騎
劫，演變成一場接一場黑衣蒙面人的違法暴力事
件。警方已發出反對通知書，但暴徒仍在元朗發動
暴亂，徹底暴露了縱暴派所謂「尊重法治、和平理

性」的假面孔。元朗暴亂再次警醒港人，這不僅是
近月來暴力遊行的延續，更是暴力的升級，而愈演
愈烈的暴力是香港當前面臨的最大危機。
在此關鍵時刻，特區政府更要充滿信心，振奮

士氣，譴責各種暴力行徑，拿出更加具體有效的全
盤方案，創造最好的條件，從資源和精神上給予警
隊最充分的支持，以利警隊無畏無懼、盡忠職守、
從嚴執法、拘捕暴徒、加快檢控。
儘管暴力威脅香港形勢嚴峻，但港版「顏色革

命」不會得逞。西方反華勢力寄望在香港搞「顏色
革命」不切實際，因為他們完全忽視了「一國兩
制」的堅韌性、極強的生命力和優越性，它已構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國兩
制」給世界帶來和平而且負責任的力量。所謂「蚍
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暴力亂港的港版「顏色
革命」必定失敗。

香港今日的法治基礎是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建
立的，被暴徒肆無忌憚地破壞和摧毀，令人心痛和
憤慨。法治是香港長期以來的最大共識，暴力是香
港當前面臨的最大危機。元朗暴亂再次警醒港人，
香港再也經不起折騰了，守法及愛好和平的香港市
民，一定能夠旗幟鮮明地反對暴力，齊心協力恢復
香港的秩序與安寧。

齊心協力反對暴力 恢復香港秩序與安寧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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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警方對舉行「光復元朗」
遊行發出反對通知，但「縱暴派」

幕後出謀獻策，通過媒體平台煽動「仇警」，策動
所謂「元朗共和國」搞自治，策劃政府公務員罷工
等連串搗亂破壞活動，並以拉攏、分化等招數，聲
稱終極目標是要香港來一個「大清洗」，推倒政府
云云。其言論激進分化，令不少元朗居民和商戶感
到恐慌，恐怕元朗變「死城」，影響市民生計和生
活。
由於警方的嚴密部署，當日未出現任何嚴重損

傷，實屬不幸之中的萬幸。可惜香港警隊嚴密防範
暴力衝擊的部署，卻引來了激進人士的妄言攻擊，
甚至出現了沒有任何實質證據的所謂警方與黑社會
關聯的言論。要知道香港在法治、秩序與安全上都

享有世界聲譽，香港警察在當中功不可沒。但這些
打擊警隊執法威信的攻擊性言論，對目前早已對立
的社會氣氛，實屬火上澆油。社會當前要打起十二
分精神，保持警醒，這種打輿論牌污衊警隊形象的
做法，專門洗腦年輕一代，將對未來警隊的執法造
成困難。警隊作為執法機關，是維護社會和法治秩
序的重要力量，反對派以打擊警隊形象為手段，打
擊的是香港的法治體系，要將本已動盪不安的香港
社會環境擾亂到底，最終受害的仍然是香港每一位
市民。
近來香港由於示威、衝擊不斷，警隊由上個月

起就承受着巨大的壓力，並被迫長時間工作，遭受
示威者無理侮辱、甚至暴力襲擊。再加上現時社會
上蔓延的仇警情緒，最終將離間警隊與市民之間，

警隊人員之間的關係，情況十分令人擔憂。當前香
港各界應為警隊積極發聲，為警隊提供充分的信任
與支持。
香港警隊是一支優秀的紀律部隊，過去為香港

的穩定與法治作出了重大貢獻。而調查顯示，香港
警隊是亞洲最優秀的警隊，在世界排名名列前茅。
各界應珍惜當前擁有的一切，香港作為全世界最安
全的地區之一並非偶然，是通過警務人員的付出、
血汗換來的。當前「縱暴派」煽動「仇警」，打擊
警隊威信，限制警方依法維護香港秩序與穩定的權
力，這對於維持警隊士氣，維護香港安全，保障每
一位港人的人身安全都沒有任何好處，相信沒有一
位港人希望看到這樣的局面。因此支持警方嚴正執
法，明辨是非黑白，才是香港穩定與和平的基石。

仇警言論不可理喻 應明辨黑白禁止
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旅遊業是香港四大經濟支柱之
一，相關從業人數高達80萬，然而

反對派近月多次發起示威遊行，破壞香港穩定繁榮
的國際形象，反對派並去信61個駐港領館和辦事
機構，呼籲對港發出旅遊警示。香港上一次被國際
社會（世衛組織）發佈旅遊警告已是 16年前
SARS疫情肆虐時，當時這給香港旅遊業帶來沉重
打擊。
連月來，一連串暴力事件已經讓香港社會不得

安寧。特區政府一直對市民和平表達訴求予以尊
重，但近日一些極端激進分子以反修例為名，一再
以暴力示威堵塞道路、衝擊警方防線、包圍警察總
部、破壞公共設施、毆打警察、製造爆炸物等，這
些暴力行為嚴重破壞香港社會秩序，踐踏香港法
治，損害香港形象，有國際研究報告稱，因擔憂香

港近期示威活動，一些商業推廣活動須延遲，內地
旅客消費減少。

在過去一周，多個國家已更新對香港的旅遊建
議，包括新西蘭、日本和英國等，提醒國民避免前
往示威區，特別提到金鐘一帶。目前，更有逾十個
國家及地區發出針對香港的旅遊警告，本港零售及
餐飲業界也對市道感到不容樂觀。加上早前激進示
威者到中聯辦塗污國徽等行為，勢必再令內地旅客
赴港意慾降低，直接影響市民生計和香港經濟。

反對派存心破壞社會法治及安寧，暴力衝突愈
演愈烈，小部分人利用社會的寬容，肆意衝擊香港
的經濟和社會秩序，企圖以嚴重破壞港人生計為代
價，達到自私的政治目的，是嚴重損毀香港形象的
罪魁禍首。暴力如同瘟疫，如果失控，就會擴散、
惡化，然後侵害整個社會，最後造成大災難。

作為香港商界的一分子，本人除感到憤慨痛心
外，更必須予以強烈譴責！如今危機已迫在眉睫，
政府和市民必須合力遏制，不能再讓任何暴力繼續
下去。

早前，數以十萬計的香港民眾舉行「守護香
港」集會，支持警隊嚴正執法，呼籲恢復法治秩
序，這是強大的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警方
嚴正執法的民意，表明廣大市民更認清極少數激進
分子暴力衝擊的危害和本質，表達了捍衛法治秩
序、恢複社會和諧穩定的強烈願望。

香港回歸22年來，國家始終是香港各項事業全
面進步的支持者，也是香港同胞合法權益的維護
者，是香港發展絕對的堅強後盾，只有維護好中央
權威，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才能增進市民福
祉，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支持警方嚴正執法是香港最大民意
莊健成 新界潮人總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