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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風波持續近兩個月，引
發多次令人震驚的暴力衝突，如
今風波進一步擴散，有人鼓動所

謂全港罷工。法治安定是香港繁榮穩定、安居
樂業的根本，政治紛爭、暴力衝突不可能給香
港帶來民主自由，只會令香港亂上加亂。希望
市民看清現實，看清糾纏反修例風波的重大危
害，是時候停止一切紛爭，堅決抵制暴力，理性
和平解決矛盾，這是挽救香港的唯一正確辦法。
最近一段時間，集會遊行、暴力衝突的新聞

充斥香港，牽動着所有關心香港人士的心。作
為工商界人士，我比較留意香港的經濟情況，
對反修例風波對本港經濟的影響感到擔憂。反
修例風波直接衝擊旅遊業、零售業，業界人士
也表示營業額已跌近3成，而這僅僅是反修例
風波初期的數據。
更令人擔心的是，政府公佈本港第二季本地

生產總值（GDP）按年增長僅0.6%，續居
2009年第三季以來的近10年最差，更按季下
跌0.3%。不少外資大行已把本港今年GDP增
長預測大削至0.8%，本港經濟連續兩季急速
下滑，有經濟分析師警告，下半年本港經濟或
將「低處未算低」，因為近期大型示威遊行造
成的影響，將於第三季開始浮現，以及中美談
判持續反覆，估計隨後經濟表現將更遜上半
年。
沒有穩定，談何發展，這是眾所周知的簡單道

理。如果政治集會遊行、罷工、罷課、罷市沒完
沒了，政府管治癱瘓，發展經濟、吸引投資、改
善民生的政策根本不能落實，香港經濟必定雪上
加霜。再者，罷工擴散至各行各業，地鐵、巴士
交通運作大亂，各種服務停頓，最受影響的是普
羅大眾。反修例風波政爭不息，搞亂了香港，有
少數人達到政治目的，收割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利
益，但「埋單」的是全港市民。香港能夠成為
和紐約、倫敦媲美的國際金融中心，既有香港保
持了長期的法治穩定、積極把握機遇的因素，也
離不開中央的大力支持，包括人民幣國際化、鼓
勵內企來港上市，這些是全世界都很羨慕，也是
最值得港人珍惜的。反修例風波不斷惡化升級，
正在削弱香港最寶貴、最重要的優勢，不能不令
人痛心，更要高度警惕。

尤其要注意的是，反修例風波引發的暴力衝
擊變本加厲，暴力示威者叫囂「光復香港、時
代革命」，從衝擊立法會、警察總部、襲擊警
察，到直接衝擊中聯辦、污損國徽，觸碰「一
國兩制」底線，近日警方更多次搜獲烈性炸
藥、煙霧彈、汽油彈等具殺傷力的武器，這不
能不令人懷疑，反修例風波引發的一系列抗
爭，只是反修例這麼簡單嗎？特區政府早已宣
佈停止修例工作，為何暴力衝擊、示威遊行、
罷工罷課還要「遍地開花」，背後有什麼真正
目的?要把香港引向何方?善良的香港市民，應
該冷靜思考這些問題。
國外有太多例子證明，「真普選」「民主革

命」非但不能帶來真正的民主自由，反而令本
來富庶文明的國家、城市社會嚴重撕裂，甚至
陷入內戰，人民流離失所。我相信，中央和香
港市民都不會讓香港走到這一步。香港是我們
的家，廣大市民是時候用理性的聲音，強大的
民意，支持警方嚴厲遏止暴力，堅決抵制任何
不利穩定的集會遊行、罷工，讓香港重回法治
安定的正軌，重新整固香港向前發展的根基。

王亞南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特朗普突然在社
交媒體推特上說，
從9月1日開始，

向仍未加徵關稅的3,000億美元
的中國輸美產品加徵 10%關
稅。中美貿易戰又升一級了。

在過去，特朗普已經向2,500億美元的中國
輸美產品加徵25%關稅，就只剩3,250億美元
的中國輸美產品仍未加徵關稅，估計原因是這
批中國產品實際上全部只是由中國工廠代工生
產，產品主人是美國企業，包括 iPhone、
Nike……將來關稅一加，這些美國品牌的產品
在美國的零售價就不得不提高。也因此，特朗
普還是小心翼翼地處理，暫時只加10%。

貿易戰已經正式開打一年多，相信中央政府
也已經制定了各種對策以應付這場貿易戰和科
技戰、貨幣戰。去年2月，中共中央召開經濟
會議，定下「六穩」的方針。因此，今年1月
開始，中國內地股市開始反彈，一直到5月特
朗普發推特指責中國貿易談判代表「出爾反
爾」，中美貿易談判才中斷。但是，很快的，
特朗普又公開表示希望在大阪G20高峰會議上
與習近平會面，會面後促成7月30日及7月31
日一共兩天的上海新一輪貿易談判，這一輪談
判暫時沒有結果。下一輪談判可能定在9月於
華盛頓舉行，於是出現了這新一輪的對3,000
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加徵10%關稅的決定。
差不多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召開會

議討論目前的經濟局勢，會後發表的公告沒有
對中美貿易戰表示過多的擔憂。今年上半年，
中國出口貿易依然有序地增長，美國與中國的
貿易額也逐漸下降，中國正在加強與東南亞、
「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關係，香港的廠商如
果能夠跟隨中央的戰略，也同樣努力地開發東
南亞及「一帶一路」國家的經貿關係，必能渡
過難關。此外，中央政府正在努力推動內需消
費，13億中國人的市場的總消費能力肯定比
美國大，這也是不容忽視的市場。
對香港商界來說，現今確是困難時代，許多香

港廠商長期只做代工生產的生意，只能乞求來自
海外的訂單而沒有自己主創品牌。這將是很長期
的貿易戰，道理是中國的崛起已經使到美國不得
不努力打壓中國，將來特朗普下台，接任者也一
樣會打貿易戰，香港商界不能不作長遠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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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將侮辱國旗者繩之以法
繼激進示威者上月在中聯辦污損國徽後，8月3日更有激進示威者在尖沙咀海港

城外降下國旗，並將拆下的國旗拋落大海。如此嚴重侮辱國旗、損害國家尊嚴、傷

害全體中國人感情的案件，人神共憤，必須嚴懲，方能阻止事態進一步惡化！

葉建明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國旗是一國主權的象徵，是國家
的尊嚴，對國旗的損毀和侮辱，就
是對國家的侮辱。《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旗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

誌。每個公民和組織，都應當尊重和愛護國旗，並
規定對侮辱國旗者「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國旗
法早已被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成為經本地立法
後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國旗及國徽條例》第七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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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級罰款及監禁3年。這從法律層
面系統規範、嚴肅權威地保護了國旗國徽，同時也
極大地保護了人們對國旗國徽樸素深厚的感情。

公然侮辱國旗宣揚「港獨」觸碰底線
廣大國人對國旗有深厚的感情，是緣於我們從

苦難中走來。百多年前，中國被列強瓜分，侵略者
鐵蹄不僅踐踏祖國領土，也踐踏中國人的人格尊
嚴。「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招牌竟然竪在上海的

公園，只是因為那時中國積貧積弱。1949年
10月1日，當天安門升起五星紅旗後，我

們這個民族近代的所有屈辱、苦難和
不堪，終於得以終結，我們這個

國家才開始從苦難中走出，
中國人的腰板才逐漸挺

起來。1971年
11月 1

日上午8時，五星紅旗第一次升起在聯合國總部大
廈前。之後五星紅旗升起在珠峰山頂、奧運賽場、
進入了太空……在戰亂國家，中國僑民憑着國旗
國歌，順利撤往安全地方也成為美談。
1997年7月1日零點整，國旗升起在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香港回歸祖國。在香港，國旗既是主權
象徵，也是一洗屈辱的象徵。香港回歸祖國是歷史
的必然，無關什麼人「同意與否」。那些喪權辱國
的不平等條例，早已被扔到太平洋，成為終結了的
噩夢。香港這個中國大家族的一員，開始享有「一
國」的權益和「兩制」的特色。
但是，目前「一國兩制」正在經受幾十年來最

大的考驗。最近50多天以來，香港激進勢力不斷
挑起暴力衝突，破壞香港的寧靜。一群極端分子將
「時代革命，光復香港」作為他們最新的訴求。隨
着事態發展，暴力手段加劇，代表國家主權的國旗
國徽慘遭毒手。先是7月21日暴徒衝擊中聯辦，
出現污損國徽的惡性事件，再有「港獨」分子將位
於海港城旗杆上的國旗降下，並扔到海裡，同時他
們還在旗杆上換上「港獨」旗幟，並在旗杆下用噴
漆寫上「光復香港」的字樣。在香港這個號稱「法
治社會」的地方竟然赤裸裸地出現公然侮辱國旗、
宣揚「港獨」的事件，挑戰中央權威，觸碰「一國
兩制」原則底線。如果法律缺席，香港還有退路
嗎？

侮辱國旗罪不可赦 加快依法嚴懲
褻瀆國旗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允許的。美國

法典中尊重國旗的規定是：不可對美國國旗有所不
尊重。美國從幼稚園、小學、中學都要求學生向

國旗以及國旗所代表的美利堅合眾國宣誓，強調
「謹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國旗及它所代表的共和
國」。新加坡從小學開始，每天都要接受升國旗教
育。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任何人侮辱和損壞國旗國

徽都罪不可赦。早前，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在會議廳
內倒插國旗及區旗，法官宣判兩項罪名皆成立。只
是判罪相當輕，法律的有效刑罰似乎沒有充分體
現。如今的激進暴徒更是變本加厲，把挑戰目標對
着國家，把國旗國徽作為發洩和污損對象，如果不
加快依法懲處犯罪，不盡快控制這種失控局勢，無
法令整個社會明白挑戰國家主權權威的危害性，損
毀和侮辱國旗國徽的事件恐像瘟疫般「傳染」，後
果將難以設想。

迄今為止，中央非常克制，期待香港依靠本地
內部力量自行解決。廣大市民是尊重國家，期待香
港保持「一國兩制」的。但是，如果任由違法亂港
分子任性逍遙地施暴，任由其不斷挑釁國家主權，
挑釁「一國兩制」，我們依然相信中央會不管不顧
嗎？醒醒吧，還在沉睡的港人。中央有憲制性責任
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一旦施暴者走到盡，不斷觸
碰和挑戰中央底線，接下來香港會怎麼樣，應該
是任何人都能想像得到的吧？

時至今日，拯救香港需要我們每一個理
性的港人相向而行，阻止事態進一
步惡化，也更需要法治的威懾
力，將一些人阻擋在暴
力違法的門外。

香港遭受持續不斷的示威遊行、
暴力衝突影響，社會面臨前所未有

的不穩及蕭條氣氛。筆者在香港生活及工作多年，
見證數代香港人共同打造出「東方之珠」，眼見現
時亂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青年人被有心人
煽動及利用達到政治目的，公務員團隊未能協助政
府撥亂反正，有少數公務員竟然組織參與「政治集
會」，給政府添煩添亂，處心積慮要把港人多年建
成的「東方之珠」毀於一旦，毀滅香港青年的大好
前途，筆者對此實有不吐不快之感。
日前，有5名分別來自勞工處、運輸署、路政

署、土地註冊處及房屋署的公務員發起集會，要挾
政府就所謂「民間五大訴求」作出回應。筆者認
為，集會發起人擅自以公務員的名義搞政治集會，
並支持所謂「民間五大訴求」，以5名公務員騎劫
全港17萬公務員，此等行徑實在不妥。

公務員應心繫政府急民所急
筆者不久前出席了一次聚會，同桌有政府代

表，筆者並與他們交流了對因反修例風波引發的衝
突，及對公務員集會的看法。筆者認為，當下的社
會衝突、示威遊行及所謂「三罷」對香港沒有絲毫
好處。筆者以為，作為公職人員，應心繫政府，積
極為政府現正面對的困境提出解決辦法，急市民所
急，為香港尋求出路。
可是，與筆者同桌的公職人員竟顯示出漠不關

心、幸災樂禍，對所謂公務員集會、罷工行動，不
但沒有一絲擔憂，反而表態支持，更慫恿其他同工
參與。試想像一下，假若全體消防、救護人員被
煽動而罷工，無辜市民在遇上緊急事故時陷入無
助，甚至將有港人因為公共服務的延誤而失救而
死。如此置市民福祉於不顧、對社會衝突抱壁上觀
心態，這樣的人根本沒有資格擔任公務員。
最令筆者義憤填膺的是，近日出現有律政司刑

事檢控科律師的「匿名」聯署信，批評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女士及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先生，在處理牽
涉示威者的刑事案件時，未有按照《檢控守則》致
力履行檢控職責及維持司法公義，在沒有充分證據
及合理機會定罪，以及不合乎公眾利益下堅持檢控
示威者。筆者早前撰寫的文章指出，此類聯署信
隱藏了所有參與者的身份證明，公信力和真確性實
在值得懷疑。律政司人員作為公務員的一分子，理
應遵守《公務員守則》第3.7條「政治中立」的原
則。就政治議題發公開信表達意見，破壞檢控官的
形象，令公眾質疑檢控官的個人意見會否影響檢控
工作，撼動本港數十年來建立的法治基石。

律政司檢控合乎公義
作為受過專業法律教育的律政人員，理應清楚

知道須對處理的刑事案件資料保密，尤其他們任職
律政司，接觸大量市民資料，須作出對市民有重大
影響的檢控決定。有關公開信的聯署人竟對刑事檢

控案件的內部資料高談闊論，「視保密原則如糞
土」，實在令法律界蒙羞。
有關聯署信提及，在沒有充分證據及合理機會

定罪，以及不合乎公眾利益的情況下對示威者提
出檢控，證明鄭若驊女士及梁卓然先生在處理示
威者的刑事檢控案件時，「主要考慮政治因素，
視檢控原則如糞土」，筆者認為此等評論實屬一
派胡言。
香港實行普通法制度，普通法制度其中一項特

點，是法律與時俱進，跟上社會變遷。法庭負責在
判案時，根據法例的原意解釋法律，因時制宜地作
出合情合理的判決。現時，已出現多宗暴力衝突，
不少示威者更是「慣犯」。因此，筆者認為，考慮
到被捕示威者再次參與暴動的可能性、公眾利益及
現時示威者日漸升級的「武器裝備」，律政司對被
捕示威者的檢控，不但沒有「政治凌駕法律」，而
且是在關鍵時刻，以法律保護市民、守護香港的整
體利益，當機立斷作出合乎公義的檢控決定。
香港是800萬市民共同的家園。古語有云：「天

下興亡，匹夫有責」，維護香港的社會穩定、法治
基礎、防止暴力衝突，是每一位香港人的責任。身
為香港管治團隊的公務員，如今更應與政府風雨同
路，挺身而出，呼籲市民不要參與搞亂香港的遊行
集會，更不要製造暴力衝突。破壞容易，建設艱
難，筆者希望香港人不要毁了自己的家，應傳承獅
子山下精神，同舟共濟寫下香港光輝的新一頁。

律政司迅速檢控暴徒 關鍵時刻以法律保護市民
錢志庸 執業律師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自6月爆發暴亂以來，事態越演越烈。必須指出
的是，今次爆發的暴力事件，絕不是一般的暴亂事
件，而是背後美國撐腰，由本港反對派進行的一場
有計劃、有預謀、有部署、有組織的暴亂。
要改善這種態勢，政府必須作出明確指令，為

了維護社會治安和秩序，為了香港家園，為了市
民生命財產和安居樂業，為了香港百年法治，鼓
勵前線警員無畏無懼地依法制止暴力，有效制止
暴亂蔓延。當下要做的是，警察有必要將暴徒進

行即場拘捕，拉得幾多拉幾多。近年所見，不少
西方國家對待暴亂事件，執法人員就是一邊防暴
一邊拉人。在過去香港發生的幾次動亂，警方的
措施也是一樣。尤其是有針對性地拘捕，所謂擒
賊擒王，對那幾個矚目的發起人及背後的外國指
揮更應即場拘捕。拘捕這些頭頭，下邊的人就群
龍無首，變成散兵游勇，這是遏制暴亂的一個有
效做法。
參加暴亂的暴徒心態，是不怕警方施放催淚

彈、揮動警棍驅趕，但最怕被拉。因為暴徒受傷，
會有幕後金主現金照顧，被捉則會判監，隨時會判
三五七年監禁。尤其在現場被捕的暴徒，很難脫
罪。在種種情況下，警員現場拘捕可以起到較強阻
嚇作用。
暴徒目無法紀的暴亂，已令全港不少市民感到

怒火中燒，憤怒不已。這班用金錢請來的暴徒已成
為過街老鼠了，沉默大多數是時候起來反對暴力，
保衛香港這個共同家園，用實際行動制止暴亂。

即場拘捕 加強對暴力的震懾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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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風波持續
發酵，有網民發起今日舉行「三

罷」(罷工、罷課、罷市)，及在全港7個地區舉行
集會，要求政府回應公眾「五大訴求」，其真正的
目的就是要癱瘓香港，破壞香港的經濟、民生，損
害市民福祉。
特區政府已經宣佈停止一切修訂《逃犯條例》

的工作，而所謂「五大訴求」根本不合理，特別是
要求政府特赦犯法的示威者，絕對不合法，根本站
不住腳。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勾結外部勢力，不斷鼓
吹煽動年輕人上街示威遊行，罔顧法紀，以身試
法，不停進行非法集結、堵塞道路、暴力衝擊警

察、圍堵警署、縱火等違法行為，破壞公共秩序和
社會安寧，衝擊法治和破壞香港的國際聲譽，特區
政府怎麼可以答應他們的要求，讓暴徒逍遙法外？
現在反對派、縱暴派發起「三罷」，濫用罷工

的權利和自由，進一步擾亂香港的秩序、民生和經
濟，根本超越了基本法和法律的底線，必須予以嚴
厲譴責。根據香港現行的勞工法例，反修例罷工
屬於「政治性罷工」，參與罷工的僱員可能不會得
到勞工法例的保障；僱主因罷工而遭受的損失，可
向罷工發起人提出民事訴訟，要求索償。而罷市不
但打爛商界和打工仔的飯碗，更影響市民正常的起
居生活。

至於罷課，香港社會尊重並允許教師以和平遊
行或其他合法的方式，表達意見和訴求，但必須與
暴力及仇恨劃清界線。教師罷課罷教，不但影響校
園正常秩序，而且阻礙學生學習和升學的進度，此
風絕不可長。教師不應參與罷課罷教，不應把政治
凌駕教育，違反教師的專業操守和精神。另外，罷
市不但打爛老闆和自己的飯碗，更會影響市民的日
常起居的生活。

任何訴求必須以和平理性方式表達，「三罷」
擾亂香港的秩序、民生和經濟，必須停止，損毀
「東方之珠」的光彩，香港市民必須認清「三罷」
的危害，堅決抵制。

「三罷行動」擾亂民生經濟須抵制
傅健慈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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