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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指出，近日以表達訴求為名的示威活動涉及的違法及
堵路行為變本加厲，示威者惡意在不同地區作出暴力衝

擊、襲擊警務人員及縱火等嚴重違法行為，更有示威者阻塞
紅隧出入口及龍翔道等主要幹道，對市民造成嚴重影響。政
府亦留意到有示威者鼓吹市民今日罷工、堵路及阻塞公共交通
等。
政府強調，公然違法、肆意破壞社會安寧、暴力衝擊警方
等行為，對社會、經濟和民生造成傷害，並已遠遠超越和平
理性示威的界限，政府和社會絕不能縱容，否則會將香港推
向十分危險的情況。
對今日可能出現的所謂「三罷」行動，政府呼籲市民緊守
工作崗位，切勿參與堵路等違法行為，亦不要參與干擾交通
運輸設施，嚴重影響其他道路使用者。政府希望示威者在表
達自己訴求的同時，亦應守法及尊重其他市民的權利。
聲明指出，本港經濟正受外圍不利因素及本地社會事件困
擾，處境嚴峻，任何大規模罷工和暴力衝突，都會影響市民
的正常生活和經濟活動，並進一步損害本地經濟，更會削弱
國際社會和海外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對香港的整體治安、
經濟、民生、就業造成極大破壞和對社會各階層帶來損失和
傷害。
政府重申，整個公務員隊伍必須保持團結，以應對目前的
壓力和挑戰。政府同事必須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切勿因
個人理念而影響政府有效運作或對市民的公共服務，避免動
搖市民對公務員不偏不倚執行職務的信心。
政府又指，運輸署的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會繼續密切監
察路面交通及公共運輸服務狀況，並與警方、公共運輸服務
營辦商和隧道管理營辦商保持緊密聯繫，在道路或鐵路服務
受影響時，盡快協調及實施相應交通服務安排。

港鐵籲勿阻礙列車運作
港鐵就表示，相信員工會以乘客利益為首要考慮；港鐵亦
會密切監察情況，如有需要會靈活調配人手，並呼籲乘客顧
己及人，不要作出阻礙列車車門或其他影響列車運作的行
為，以免危及列車的安全運作。

醫局：或安排穿梭巴接載員工
醫管局表示，理解員工表達意見的行為，相信醫護人員會
繼續秉承專業精神，以病人安全和服務為優先的專業守則，
為市民提供醫療服務。今日員工上班時若遇上交通堵塞等情
況，會安排穿梭巴士接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對於反對派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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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對於有反對派煽動今日
「全港大罷工」，中原集團主席兼總裁施永青昨日出席港
台節目時表示，罷工是「幾嚴重的行動」，認為不應輕易
罷工，亦需思考罷工後的結果。他指打工仔「手停口
停」，自己罷工亦不應該強制他人罷工，因每個人都有返
工的自由，在外國若阻止他人上班是違法的。
施永青認為，罷工是影響重大的行動，很多國家對全面

性的罷工都有一定的限制，例如在英國，不是工會頭目決
定罷工就可以去做，要工會召開大會投票通過，才可以進
行罷工，而現時香港的情況就沒有經過這個程序。他續
指，由於罷工的影響那麼重大，在行動前應想清想楚。

無請假罷工將不獲當日薪金
他續指，了解過旗下公司員工參與罷工的人數不多，

「十分之一都未夠。」他指，員工在沒有請假的前提下去
參加罷工，將不獲當日的薪金。
對於打工仔「手停口停」，施永青希望今日想返工的打

工仔可以繼續返工，他認為，罷工的有罷工的自由，但都
應該有予人返工的自由，「在外國若阻止他人上班，即屬
違法，試過有外地工會的罷工糾察隊阻人上班，及後又發
生武裝衝突，最後逐步失去民意。」他續指，想返工的可
以繼續返工，否則就是強制他人罷工。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在同一個節目中聲稱，不會不讓或禁

制想返工的人上班，又指若僱員去到罷工現場的糾察線，
他們會「勸阻」不要上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對於反對派煽動
今日進行所謂「三罷」行動，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在昨日發表的網誌中批評，過去兩個月的暴
力衝擊和目前正醞釀的一些行動，已經影響到
民生和香港賴以成功的根基，傷及經濟元氣，
受害的將是市民，呼籲大家三思。
對於有醫護人員早前表示會「響應」罷工行
動，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出席活動時
表示，會密切關注情況，暫時未掌握公營醫護
人員參加罷工的數字，醫院管理局會作準備，
不斷與醫院聯網總監及工作人員了解情况，亦
會與醫護人員工會保持溝通。

陳肇始：對醫護專業有信心
陳肇始呼籲醫護人員表達訴求時以和平、理

性的方式進行，並要留意自身安全。她表示，對
醫護人員的專業有信心，相信他們會以病人的福
祉為先，在表達訴求的同時會盡量令公營醫療服
務不受影響。被問及早前於中環的「7．28」暴
力衝擊事件中有註冊護士被捕一事，陳肇始表
示未有掌握事件的詳情，加上事件已經進入司
法程序，故不作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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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俊威）就反對派煽動今日進
行所謂「三罷」行動，有工
會提醒市民，「政治性罷
工」並不受香港法例保障，
而近期一連串暴力衝擊事
件，已經令香港社會和經濟
飽受嚴重損害，呼籲市民今
日堅守崗位，不要被別有用
心的人利用來達至政治目
的。
除了煽動罷工外，全港7區

今日將舉行集會。繼金鐘、
旺角、黃大仙、大埔及屯門
區的集會獲警方發出不反對
通知書後，沙田區的集會亦
於昨日下午獲發不反對通知
書。至於荃灣區集會，發起
人聲稱因不屬正式集會，故
不作申請，煽動網民到荃灣
公園「賞花賞樹，思考香港
前路」。

黃國：勿「趁港病攞港命」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
的社會和經濟已因近期暴徒
發動的連場暴力衝擊受到嚴
重損害，香港是大家心愛的
地方，現在參與罷工，可說

是「趁佢病、攞佢命」，對香
港及港人完全沒有任何好處，
只會造成更大影響。
他呼籲打工仔特別是公務

員堅守崗位，為市民提供服
務。
他提醒市民，「政治性罷

工」並不受法例保障，可能會
失去飯碗，希望市民三思而後
行。他並認為，是次罷工已循
「港獨」的方向發展，已偏離
原本反對《逃犯條例》修訂
的訴求，冀市民不要被別有

用心的人利用來達至政治目
的。

工聯4屬會勸停一停想一想
工聯會4個屬會包括汽車交

通運輸業總工會、香港鐵路
工會聯合會、海港運輸業總
工會及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
工總會發表聯合聲明，指近
期有人以毀壞公共設施，霸
佔道路，阻礙交通，干擾公
共交通運輸工具，影響機場運
作等，來表達對政治上的不滿
和訴求。這些行為除影響普羅
大眾的日常生活，亦對打工仔
生計造成打擊，增加前線從業
員的工作壓力，影響工作安全
及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負
擔。
聲明續指，近日更有人發

動罷工以達到政治目的，故
呼籲廣大交通及運輸從業員
不要參與，作為一個專業的
公共交通從業員，應保持專
業態度，為市民提供優質、
安全、便利的交通服務。他
們並勸喻企圖破壞社會安寧
的人士停一停，想一想，是
時候回歸理性，讓香港社會
重回和諧安寧。

工聯：「政治性罷工」不受法例保障

■工聯會呼籲打工仔堅守崗
位。 fb圖片

■示威活動涉及的違法及堵路行為變本加厲。

在上周六所謂「旺角再遊行」期
間，有激進分子將尖沙咀碼頭「五支
旗桿」上的國旗拆下，將國旗塗污並
丟到海中；該批暴徒還在場宣讀「獨
立宣言」。暴徒無視國家尊嚴的言
行，任何一位香港市民都不能接受，
必須受到法律嚴懲。

港澳辦發言人表示，有關行為公然
冒犯國家、民族尊嚴，肆意踐踏「一
國兩制」原則底線，極大地傷害包括
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感情，
對此表示強烈憤慨。中聯辦負責人發
表聲明，嚴厲譴責香港極端激進分子
侮辱國旗、挑戰國家主權的違法行
徑，指出這是繼7月21日激進示威者
圍攻中聯辦、污損國徽後對國家尊嚴
的又一次公開挑釁。港澳辦和中聯辦
堅決支持香港警隊和司法機構果斷執
法、嚴正司法，盡快將違法犯罪分子
繩之以法。

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第七條
「保護國旗、國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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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定罪，可處第五級罰款及監
禁 3 年。暴徒塗污國旗、掛上「港
獨」旗的行為，不僅違法，而且嚴重
損害國家的主權和尊嚴，已超越紅
線，令人髮指，執法部門應盡快將違
法者緝拿歸案。

極少數極端激進分子侮辱國旗的醜
陋行徑再一次表明，他們的所作所為
已經遠遠超出了自由表達意見的範

疇，滑進犯罪的深淵。暴徒肆意侵犯
國家尊嚴、破壞「一國兩制」，從污
損國徽，到將國旗扔入海中，行為越
來越猖獗狂妄；與此同時，香港社會
各界對此堅決反對、絕不容忍的聲音
也越來越強。港人對污損國徽、侮辱
國旗的劣行義憤填膺。

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強調，國旗代表
國家的尊嚴、統一及領土完整，國家
的尊嚴不容侵犯，要求特區政府和警
方不能容忍和姑息，必須加強執法力
度，拘捕和起訴有關犯法者。全國政
協副主席梁振英更懸紅一百萬元，表
示任何公眾人士向警方提供線索，緝
捕將國旗丟入海中的狂徒，而狂徒一
經法庭定罪，即可得此賞格。

國旗作為國家的標誌，和國家的主
權與尊嚴緊緊地聯繫在一起。這面印
有五顆金星的旗幟永久記載着偉大祖
國的輝煌的歷史，傳承着中華民族永
不屈服的奮鬥精神。國旗見證了洗雪
民族恥辱、香港回歸的歷史時刻；在
香港每個回歸紀念日，國旗總是在金
紫荊廣場冉冉升起；在奧運賽場、在
海底深淵、在外太空，國旗總是飄揚
在國人最振奮的時刻。國旗是一個國
家的標誌，代表着國家和民族的尊
嚴。國旗凝聚的是億萬中國人的夢想
與希望，激盪的是億萬中國人的驕傲
與自豪。港人作為中國人的一分子，
當然有責任維護國旗的尊嚴，絕對不
容忍侮辱國旗的行為。

絕不能容忍侮辱國旗行為
近月來，香港各種各樣違法活動無日無之，不僅沒有

受到追究，連揭露、批駁的聲音都相當微弱，受侵擾的
市民和商業機構常常是敢怒不敢言。「不守法」正如瘟
疫一樣蔓延，香港的法治長城，因此出現了越來越多的
裂縫、面臨走向坍塌的危險。面對有法不依、違法不究
的法治危局，政府有關部門要堅定站出來呼喚法治，給
港鐵、紅隧、多個商場等受侵擾機構撐腰發聲，鼓勵、
支持他們採取法律行動，律政司與司法機構應從維護香
港法治、保衛香港法治長城的立場出發，堅定支持依法
檢控、果斷懲治違法行為，讓社會敬畏、尊重、信仰法
治，共同保衛香港法治長城。

多次堵塞紅磡海底隧道、頻密按響警鐘阻地鐵開出、
到新城市廣場內對商舖搗亂騷擾食客貼政治廣告……過
去一段時間，香港所謂「不合作運動」遍地開花，各種
各樣的違法活動不斷上演，更出現用磚頭攻擊警署、推
燃燒物襲擊警察等極端暴力行為。但這些違法活動，並
沒有依法受到追究，甚至連指出這些活動是違法活動的
聲音，都微乎其微，商業機構更是一味退縮以求平安。
香港的法治長城，因此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裂縫，如果不
及時依法採取行動，香港的法治長城將不斷坍塌。

本來，這些活動的違法性質是毋庸置疑的。根據《行車
隧道（政府）條例》，政府制訂對隧道的車輛及行人的交
通及交通中的車輛所運載的乘客，予以禁止、管制、限
制、指示或指導的規例，違反該等規例即屬犯罪，可就該
等罪行而訂定不超過5千元罰款及6個月監禁的罰則。根
據《香港鐵路附例》，倘乘客不恰當使用緊急設備，最高
處罰港幣5,000 元；至於不當進入或離開列車，最高處罰
則為港幣2,000元。根據《公安條例》，公眾地方內擾亂
秩序行為，一經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及監禁12個月。根
據《道路交通條例》，移動、損壞或以任何方法干擾任何
交通標誌或訂明的交通標誌即屬犯罪，可處罰款1千元及

監禁3個月。至於暴徒破壞路上的鐵欄或垃圾
桶等公共設施，涉嫌刑事毀壞

罪，最高可判囚10年。示威者對政見不同者施用私刑，或
已干犯刑事恐嚇、非法禁錮、普通襲擊等多項刑事罪行。

過往，所有這些違法情況在香港一旦出現，哪怕是少
數人的行為，有關涉事人都會被拘捕、及時控告。這種
控告，意義在於彰顯法律的威嚴，同時告訴所有市民大
眾，必須遵守法律，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尊重法治，
彰顯法治尊嚴，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人可以逾
越法律紅線，這種對法治的敬畏，是香港法治長城的民
心基礎。但是現在，香港的亂象，究其核心，就是有一
些人仗着人多勢眾，完全無視法律，可以任意地違反法
律、挑戰法律，而且至今沒有受到追究。

普通市民看到這一幕一幕的違法情景，相信是心痛
的，但面對這一群完全無視法律的激進示威者甚至暴
徒，他們敢怒不敢言。港鐵、紅隧公司、新城市廣場等
眾多商業機構，對暴徒這些惡意侵擾、違法的行為，也
是充滿了憤怒，但同樣敢怒不敢言。造成這種香港數十
年都沒有出現的「不守法」「不敢言」怪象，正義的訴
求反而變成了無可奈何的不滿甚至悲憤，從管治的層面
來說，根本的原因，是彰顯法治的正義聲音非常少，管
治上出現不可思議的怯懦。

目前警方疲於奔命應付嚴重暴力衝突，確實暫時難以
有暇對沒有造成嚴重傷害的違法事件進行當場拘捕，但
是特區政府有關部門，不能再有絲毫怯懦，要堅定站出
來，給港鐵、紅隧、新城市廣場等眾多受違法行為侵擾
的商業機構，撐腰、發聲，鼓勵這些機構採取檢控行
動，律政司與司法機構應從維護香港法治、保衛香港法
治長城的立場出發，支持依法檢控，果斷及時懲治違法
行為。只有這樣，這些違法行為才會得到遏止，普通市
民對法治的尊重與信仰，才不會被蠶食與破壞。

「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法治長城的建成，是香港
幾代人努力的共同成果，今天如果不全面地執行法律，
有法不依、違法不究，香港的法治長城，會面臨越來越
大的危險。

有法不依違法不究 香港法治長城有坍塌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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