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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以來的一連串遊行、示
威，已逐漸由和平變成暴力衝
突，且情況愈演愈烈，香港社會

可以說面臨動盪和不安。這一系列暴力衝擊，
無疑破壞了香港的法治，嚴重影響了市民生
活，部分地區的市民更有「人人自危」之感，
居民無法安居樂業。長此以往，香港將在無盡
的內耗中日漸沉淪，親手賠上我們曾擁有的優
勢和競爭力，如此，我們將付出慘痛的代價。
在此，我再次呼籲全港市民，看清真相，認清
事實，無論什麼樣的訴求，都不應訴諸暴力。
只有認真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才能解決香港
的各種問題。
香港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權利和全世界範圍

內少見的廣泛自由，年輕人表達對社會問題的
不同意見和訴求有很多種渠道，但無論如何，
表達意見應以尊重法治、和平理性為前提，不
應以暴力表達意見，更不能以破壞香港的法治
與繁榮為代價。包圍香港立法會、堵塞道路、
癱瘓交通、攻擊警員、衝擊警方防線，7月21
日，更有一部分激進示威者圍堵香港中聯辦大
樓，污損國徽，這已經遠遠超出了和平理性表
達意見的範疇。

法治，一直是香港良好營商環境的基礎，香
港一直以來都以最安全城市、國際金融中心、
旅遊天堂而聞名世界，但連日來的暴力衝突以
及此後發起的一系列「不合作運動」，更嚴重
影響了香港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令社會撕
裂日益加劇。受到連日來的暴力衝突影響，香
港旅遊業表現下滑，外資在港經商和投資的意
慾減退。包括新西蘭、日本和英國等國在內的
數個國家更新了對香港的旅遊建議，更有逾十
個國家及地區發出針對香港的旅遊警告；香港
更在最新公佈的「中國最安全城市排行榜」
中，直接由榜首跌出了前10名。須知香港作
為一個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經濟體，營商環
境、營商信心有所下降，將會嚴重影響本港的
經濟發展。根據政府最新數據顯示，踏入6月
整體旅客量增幅僅8.5%，較5月減少逾半；
當中非常明顯的是，6·12暴力衝擊後，旅客
量由升28.2%轉為倒跌 4.3%。另根據工聯
會估計，暴力示威活動已造成全港三分之
一，即129萬就業人口的生計受損。這一切
無不顯示着，這場風波正在蠶食着香港在國
際市場上的優勢，和多年來積累下來的「家
底」。
回歸以來，中央始終堅持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亦積
極為香港提供各項機遇，讓香港更好地融入國
家發展。我們應積極抓住這些機遇，加速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為年輕人的發展創造更好的
條件。若香港繼續深陷政治泥沼，繼續亂下
去，最終傷害的，還是香港市民的全體利益，
而最後為這些損失「埋單」的，也是全港市民
自己。
在此，我誠心呼籲，請大家和平理性看待近

期發生的事情，看清事情的嚴重性，共同抵制
暴力，阻止激進分子繼續禍港、亂港，爭取讓
社會早日重回理性，讓香港盡快走出政治紛
爭。讓我們共同維護香港的繁榮與穩定，力爭
將香港建設得更好、發展得更好，共同創造更
加美好的未來。

莊紫祥 博士 大灣區金融科
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當年是「反國教運動」的核心人物、今天是
勞工處二級助理勞工事務主任的顏武周，要聯
同其他4名公務員參加「公務員集會」。對
此，政府人員協會、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同學會
及香港公務員總工會於7月31日發表聯署聲
明，要求公務員彰顯法治，堅守崗位，政治中
立，盡忠職守。這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正義呼
聲，近16萬公務員和廣大市民，都應熱烈響
應和支持。
合法，就是作為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務

員，其行動必須符合香港基本法。基本法第
99條第二款規定：「公務員必須盡忠職守，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這就規定，香
港公務員只為特區政府工作，要貫徹、落實行
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方針、政策和各項施政舉
措，而不能離開公務員工作崗位，去參加旨在
反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其他政治組織之政
治活動、甚至「罷工」脫離崗位。這無關「民
主、自由」的訴求。因民主、自由必須在一個
有效政府管治下才能實現。各行其是或我行我
素，必然妨礙普羅大眾的民主和自由。

政治中立，就是不偏不倚。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為市民大眾服務，公務員是市民的公僕，
不能去參加某個政治派別、為達到政治目的的
政治活動。有鑑於此，《公務員守則》第3.7
節訂明：「不論本身的政治信念為何，公務員
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並須
竭盡所能地履行職務。」今顏武周違背《公務
員守則》，必須逐出政府公務員職列以儆效
尤。而少數公僕在政府內部設「連儂牆」支持
反對派，明顯違背《公務員守則》，公務員事
務局必須引起足夠警覺，並採取必要措施。
顏武周打着「公僕」招牌，發動政治集會，

實為支持「反中亂港」的衝擊「遍地開花」。
顏武周聲稱「代表」公務員參與反政府「五項
訴求」，並無徵得16萬公務員同意，這是打
着「公務員」旗號反特區政府的拙劣行為。
從顏武周的所作所為，證明其江山易改、

本性難移。他潛入特區政府工作，一有氣
候，便原形畢露呼應美國插手亂港並參與反
對派反政府行動，他是混入公僕隊伍行反對
特區政府的「特洛伊木馬」，必須馬上清
除，今後應提高警惕，防止再讓類似害群之
馬混入公僕隊伍。

黃熾華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副會長公
僕
須
盡
忠
職
守
堅
守
政
治
中
立

必須追究反對派縱容暴力毀壞法治
在連串反修例暴力衝擊之中，反對派議員表面說不主張使用暴力，但在每次警方進行清場時，

反對派議員都例必擋在激進示威者身前，以其議員身份阻撓警方執法，變相掩護激進示威者，令

人懷疑其有配合暴力衝擊之嫌。同時，反對派為了煽動更多青年參與暴力衝擊，一味偏袒激進分

子，合理化甚至美化一切反政府、反法治、反秩序的暴力行動，其縱容暴力的行為不但喪失基本

的是非觀、道德觀，而且嚴重危害香港的法治秩序、繁榮安定，更有觸犯《公安條例》之嫌。對

於反對派的縱暴行徑，市民應予以強烈譴責，執法部門也應調查其刑事責任。

龔俊龍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

這場反修例風波現時已經完全變
質，在特區政府宣佈修例工作已經
停止之後，所謂反修例議題已經不
復存在，特首亦已真誠致歉，並且
推出了多項改善與民間交流溝通的
措施，顯示出最大的誠意，這場風

波理應告一段落。但樹欲靜而風不息，激進分子仍
然不依不饒，發起所謂「十八區大遊行」，不斷在
社會上煽風點火。而且每一次遊行之後，都例必爆
發有組織、有預謀、有裝備的嚴重衝擊，令到各區
烽煙四起。

暴力不斷升級 反對派煽風點火
令人憂慮的是，近期的衝突更有不斷升級之

勢，激進分子的暴力程度以至裝備都不斷升級，對
現場警員肆意襲擊，隨意毀壞車輛，甚至在大街上

公然縱火，向警員投擲各種可致人受傷武器。
外界都看到，在連場的暴力衝擊和騷亂

中，多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及政客都有
高調現身，有的與一班激進分子

在遊行中打頭陣，有的在幕
後指揮，對激進分子面

授機宜，有的則
在警方

針對暴力衝擊進行清場時，利用其立法會議員身
份，以「對話」為名實際卻是阻礙警方執法。例如
在早前的上環衝擊中，民主黨的許智峯多次在德輔
道西電車路持大聲公向警方叫喊，其後又要求與在
場的指揮官直接對話，影響警方工作。在其他衝擊
中，一班反對派政客同樣故意企在前線，以對話為
名，不斷干擾警方行動，令前線警員投鼠忌器。

身為立法會議員，他們不但沒有維護法治與社
會秩序，勸阻激進分子停止暴力衝擊，反而充當
暴亂幫兇，不單縱容暴力，更加配合暴力，縱放
違法者，嚴重損害香港的法治和秩序。反對派政
客知法犯法，其惡行更是罪加一等，更加罪大惡
極。

縱暴觸犯法律 縱「獨」挑戰底線
必須指出的是，立法會議員雖然有特權法保

護，但不代表他們可以參與違法行為而不用被追
究，特權法僅是保護其在立法會會議上的言論不受
法律追究、出席會議和赴會途中不受逮捕，但在其
他行為上，反對派議員犯法同樣與「庶民同罪」，
並沒有免除刑事責任的「特權」。反對派政客在連
場衝擊中的所作所為，除了可能干犯阻差辦公之
外，更有觸犯《公安條例》，參與非法集結之嫌，
尤其是其中幾場遊行集會，並沒有獲發警方的不反
對通知書，意味這些都是徹頭徹尾的非法集會，再

加上遊行後爆發

的違法衝擊，任何人參與其中，都沒有任何藉口可
以脫罪，執法部門完全有理由調查及追究這些政客
的所作所為。
目前反修例風波已經對香港社會造成極大的傷

害，令香港經濟雪上加霜，零售、旅遊、廣告、消
費市道顯著轉弱，社會嚴重撕裂，法治遭受嚴重的
傷害，市民都籠罩在不安的氛圍當中。現時香港的
主流民意，是早日恢復安定、恢復社會秩序，讓香
港社會可以彌合傷痕，重新出發，這是香港社會的
最大民意。如果反對派仍然一意孤行縱容暴力、美
化暴力、支持暴力，就如公民黨主席梁家傑日前公
然聲稱：「暴力有時或可解決問題」，鼓勵青年以
暴力解決問題，變相鼓勵市民犯法，這些歪論令踐
踏法治的歪風不斷蔓延，這是與廣大市民為敵，必
定遭到民意懲罰。
更要看到的是，這些激進分子的所為不單是挑

戰法治，更觸碰「一國兩制」的底線。激進分子
早前公然圍堵衝擊中聯辦大樓，更污損國徽、
在中聯辦大樓的外牆噴上辱華字句。這些
行為已經暴露其「港獨」的底牌，反
對派繼續縱容，就不只是「縱
暴」，更是「縱獨」，對
此，有關方面更要
追究到底。

警方再度破獲「港獨」分子的武器庫，並拘捕8
名男女，當中包括「香港民族黨」前召集人、與
「台獨」勢力過從甚密的陳浩天，行動中檢獲一個
已製成的懷疑汽油彈、一批懷疑用作製造汽油彈的
原材料、2把弓、6支箭及一批含有大麻成分的精
油。這已經是警方破獲的第2個「港獨」武器庫，
早前警方亦在荃灣一個工廈單位破獲了「香港民族
陣綫」的武器庫，起出烈性炸藥TATP以及大批武
器，並發現一些「反修例」的宣傳品以及「香港民
族陣綫」的衣服。兩個武器庫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港獨」分子囤積大量武器，顯然是為下一輪的暴
力衝擊以至恐怖襲擊做準備。
警方接連破獲「港獨」分子的武器庫，再次顯

示警方的情報及偵查能力，「港獨」分子以為用上
一些加密的通訊群組，利用舊工廈作掩護，就可以
隱匿武器庫，但依然逃不過警方線眼，相信未來會
有更多「港獨」分子的武器庫被破獲，正正反映警
方的部署精密，行動有章法，對違法分子已經張開
了巨大的法網。

「港獨」分子企圖製造大量傷亡
這些武器都具有極大殺傷力，烈性炸藥TATP更

是外國恐怖分子常用發動恐怖襲擊的武器，至於汽
油彈、弓箭亦足以取人性命。「港獨」組織有部署
地收集大量大殺傷力武器意欲何為，相信不說已

知，這說明反修例引發的暴力衝擊、瘋狂襲擊、傷
害警員的行為，背後都是有勢力在策動，在提供訓
練、資源和武器，所謂和平示威不過是一派胡言，
在性質上這些衝擊已經是一場暴亂、是武裝叛亂，
「港獨」分子的所為儼如恐怖分子，用上大殺傷力
武器，以遊行市民作人肉盾牌，每場遊行集會背後
都潛藏巨大風險，可以說如果不是警方的專業和克
制，早已造成大量人員的傷亡。

林卓廷非調停而是聲援「港獨」分子
「港獨」分子不斷將暴力、將武器升級，顯然

是要發動新一輪暴動，要製造更加轟動的事件，為
反對派發動的所謂「三罷」製造聲勢，警方及時破
獲其武器庫，並將一眾「港獨」分子繩之以法，不
但有必要，更有力地維護了市民的安全。然而，警
方的正常執法行動，再次遭到一班暴徒的阻撓，甚
至公然圍堵警署，要求放人。這些行為與古時的
「劫法場」根本如出一轍，完全是視香港法律如無
物，這些暴徒的所為理所當然要予以追究。但令人
愕然的是，在聲援「港獨」分子的人群中，除了一
班「港獨」支持者之外，更有民主黨議員林卓廷身
影，他表面說是調停，但當晚明顯就是一場圍堵警
署聲援「港獨」分子的行動，林卓廷參與其中，根
本不是調停，而是聲援「港獨」分子，這樣性質就
十分嚴重。

反對派在這場反修例風波中，一直抽水不甘後
人，鄺俊宇更憑着「演技」榮升「鄺神」，但不是
什麼油水也可以抽，當晚圍堵警署聲援「港獨」，
為什麼整個反對派只有一個林卓廷參與？因為其他
反對派政客知道「港獨」惹不得，「民陣」也矢口
否認搞「港獨」，怕的就是引起民意反彈，引來法
律制裁。林卓廷聲援「港獨」的表現，令人質疑他
與「港獨」分子的關係，否則為什麼他這樣擔心
「港獨」分子安全，為什麼這樣擔心「港獨」武器
庫？警方行動人贓並獲，林卓廷還去聲援什麼？這
正說明林卓廷與「港獨」分子是一丘之貉、同氣連
枝，眼見「港獨」事敗唯有親身聲援包庇，林卓廷
的所為正暴露他與「港獨派」的關係。
立法會議員都要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

支持、主張「港獨」的人都不符合議員資格，林卓
廷的所為令人質疑其是否還符合立法會議員資格。
而且，在連場暴力衝擊之後，多人已被控以暴動
罪，而一直在前線參與其中、阻撓執法的反對派政
客如林卓廷、尹兆堅、楊岳橋之流，也有違法之
嫌。看來，警方下一步是要調查這些尊貴議員是否
有犯罪證據，一併處理。
這場風波發展至今也不是沒有得着，至少讓市

民看清楚這些反對派政客的嘴臉，引出政府內部的
「暗樁」，照出魑魅魍魎，也為處理這些禍港分子
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將壞事變好事。

「港獨」猶如恐怖分子 林卓廷還要包庇？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文匯論壇A12

2019年8月3日（星期六）

20192019年年88月月33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19年8月3日（星期六）■責任編輯：楊生華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大陸官方宣佈，「鑒於當前兩岸
關係，決定自2019年8月1日起暫

停47個城市大陸居民赴台個人遊試點。」台灣觀
光業者反應有如晴天霹靂，仰賴旅遊業甚深的南投
縣長更高喊「完蛋了」。與此同時，大陸解放軍正
分別在浙江以東海域和福建東山島進行軍事演習。
筆者認為，這兩件事應該聯繫起來看，一個形同經
濟制裁的動作，一個軍事演習，疊加起來，正正體
現出中國大陸「立體打擊『台獨』」的真實能力。
根據大陸官方資料，2018年赴台旅客269萬

5,615人次，負成長1.35%。其中來台個人遊旅客
107萬人次。從今年8月到明年1月大選約半年，台
灣旅遊業者估計會減少約70萬名自由行旅客，損失
觀光產值約新台幣200億元，還不含團客或許也會縮
減，對台灣觀光業將是重創。尤其與馬英九執政時期
陸客高峰來到一年約400萬人次相比，差距更大。

蔡英文在「反中抗中」路上越走越遠
台灣旅遊業者反映，過去大陸選前縮減陸客，部

分是基於台灣選舉太熱，所以有時在投票前三個月減
陸客，目前距離明年1月11日投票日還有半年。半
年前就讓自由行陸客歸零是前所未有的事，說明這
次陸方減陸客的目的顯然和過去並不相同。而且，
這次大陸首次透過官方管道正式發佈訊息，是直接
表達對蔡英文政府破壞兩岸關係的嚴重不滿，告誡
「台獨」分子別想一邊吃大陸的飯一邊又進行「台
獨」的勾當，同時也讓台灣人清醒，正是蔡英文政
府使到原來健康順利前進的「兩岸和平發展局面」
戛然而止，台灣要繼續與大陸人民一起享受祖國和
平發展的紅利，必須回到「一個中國」基礎上。
事實上，導致陸客自由行歸零的，正是蔡英文

自己。今年一月迄今，包括美國制訂《台灣保證
法》、「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改名為「台灣美國
事務委員會」，今年4月與7月兩批對台軍售，以

及蔡英文日前出訪、過境美國紐約、丹佛，定購包
括M1A2T戰車與刺針飛彈等總價22億2,356萬美
元的軍售等等。同時，變本加厲地阻撓兩岸交流交
往，從污名化「31條惠台措施」、恐嚇台胞領取
居住證，到為兩岸縣市交流唸「緊箍咒」，從迫害
島內統派人士、威脅取消大陸台胞戶籍，到以「安
全疑慮」為由封鎖大陸「關注31條」網站、修法
收緊兩岸交流、禁止退役將領登陸參加活動、發起
針對「紅媒」的運動等。

此外，台當局挾洋自重，積極配合華府圍堵中
國大陸的戰略，使兩岸關係更加複雜和緊張。總
之，蔡英文在「反中抗中」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尤
其令人髮指的是，香港原來一心要與台灣政府合
作，處理陳同佳殺人疑犯移送問題，以彰顯公義公
理，但是蔡政府出爾反爾，不但異常奇怪地拒收陳
同佳，並且不掩飾地容留香港逃到台灣的「暴
徒」，種種跡象表明台灣還以各種形式直接介入香
港當下的暴力行動。蔡英文也被香港輿論懷疑為一
隻地地道道的「黑手」。中央政府當然不會允許蔡
政府肆意妄為！

蔡英文是和平紅利丟失罪魁禍首
為了應對陸客暫停赴台自由行的打擊，台灣

「交通部長」林佳龍表示，將在今年第四季投入新
台幣36億元預算，推動「秋冬遊獎勵方案」。對
此，前台南縣長蘇煥智在臉書發文表示，這個政府
的腦袋真的壞掉了，為什麼要花36億元作旅遊補
助呢？這36億元可以作多少「社區保姆中心」？
可以做多少的「社區化託老中心」呢？事實證明，
北京剛宣佈暫停自由行，蔡英文政府已經感到經
濟制裁的「寒冬」！

不過，有些糊塗人士則以為，蔡英文已靠打「香
港牌」贏得了黨內初選，也可望採取同一模式，借
自由行喊卡來升高與大陸的對立，炒作民粹，為尋

求連任增加選票。筆者以為，這是「阿Q精神」，
吃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台灣業界心中是有一桿
秤的，明白是因為馬英九政府承認「九二共識」，
兩岸有了和平發展的基礎，大陸方面才給予台灣紅
利，現在這種紅利的丟失罪魁禍首是蔡英文。
台灣人也很清楚，大陸方面遏制「台獨」，還

有很多牌。大陸的軍事力量現在已取得對台碾壓式
的優勢，台灣的經濟對大陸高度依賴，台灣的巨額
貿易順差也都來自大陸，大陸對「台獨」可以進行
立體式的全方位的打擊，「台獨」真的死路一條。

大陸演展立體打擊「台獨」能力
劉斯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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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101大樓是陸客必到之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