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社會因
連串違法暴力示威陷入混亂，全國政協副主席
董建華昨日發表聲明，表示全力支持以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依法治港，全力支
持警方嚴正執法，恢復社會安定繁榮。
董建華表示，相信廣大市民已認清近期暴力

事件的本質，已無關修例爭議，也遠超原來的
社會訴求，而是明目張膽的政治要挾，透過污
損國徽、侮辱國旗，公然挑戰中央政府權威。
他批評，小部分暴徒及其支持者，用各種

方式侵害市民的自由生活，以各種威嚇手段
阻礙市民上班，擾亂公共交通和社會秩序，
企圖綁架全港市民，癱瘓政府，脅迫中央，

爭奪特區管治權，「我們絕不能容許香港治
安被破壞，這些險惡的政治圖謀是不會得逞
的。國家主權不容侵犯，香港治安不容破
壞！」
董建華支持特區政府及警方採取必要措施，

維護法治，盡快恢復社會秩序，「我相信社會
大眾能夠仔細觀察，理性分析，到底是誰在背
後挑撥離間？是誰在摧毀香港的安定繁榮？」
對很多市民冒着被騷擾和辱罵的危險如常上

班，以行動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董建華強
調，我們一定要支持這些充滿正義感的市民，
一起站出來，向妄想以暴力摧毀香港的害群之
馬說「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嘉盛）特首林鄭月
娥昨日指出，現時的示威活動已經變質，民建
聯認同有關說法，並表示有同樣的觀察。民建
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表示，示威衝擊
對本港民生、政治和經濟都造成很大影響，且
示威者現時的目的並非針對《逃犯條例》修
訂，而是主張要「光復香港」和「港獨」等政
治訴求，行為包括污衊國徽、將國旗拋下海，
嚴重挑戰「一國兩制」。他呼籲示威者冷靜，
盡早讓社會恢復正常運作。
陳克勤指，現時示威活動不單令不少中小企

要暫停營業，且示威者堵塞道路、阻礙市民正
常上班出行，對市民造成不便，「示威者有罷
工的權利，但市民亦有返工的權利。」

民建聯籲示威者冷靜解困局
陳克勤直言，社會形勢現已非常危急，呼籲

示威者冷靜下來，「停一停、諗一諗」，不應

再因字眼而爭拗，盡早讓社會回復平靜。他希
望，政府盡快用合適的方法解決混亂局面，並
認為「民主派」議員及示威者都有責任協助解
決困局，集中精力應對經濟下行的風險及危
機。
至於應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陳克勤認為

監警會已經開展工作，相信能夠發揮作用，民
建聯亦已向行政長官提出成立由學者組成的委
員會，研究香港面對的深層次矛盾，提出具體
方法解決。
對於有人聲言是「有警察才有暴力」，陳

克勤表示不認同，他舉例昨日將軍澳警署的
情況，初時警方無行動，是示威者主動挑
釁，警方才作出相關措施。
民建聯中西區區議員陳學鋒則批評，暴徒昨

日衝擊及破壞立法會議員張國鈞的辦事處，他
們暫時不會維修辦事處，冀讓暴徒暴行公諸於
眾。

民建聯：訴求變推「獨」
嚴重挑戰「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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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縱暴累全港陷危險境地
問題糾纏不清更難解決「是否要押上逾七百萬人穩定生活作賭注？」

林鄭月娥與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早上10

時於特首辦會見傳媒。林鄭月娥指
出，過去一兩星期，看到暴力和破壞
行為不斷升級，包括任意阻塞地鐵車
門、四出癱瘓主要幹道、有暴力分子
對持不同意見市民作出恐嚇和網上欺
凌、一小撮極端暴力者甚至縱火、製
造炸彈和藏有大量攻擊性武器等，這
些都是非常嚴重的罪行。

「被罷工」令基層受影響
林鄭月娥批評，一部分人用暴力表
達他們的政治訴求，罔顧其他人的權
利和自由，「有人可以選擇罷工，但
亦應該尊重別人上班的自由。」她批
評昨日所謂的「不合作運動」，令很
多「手停口停」的基層家庭受影響。
就部分人因為不滿政府而「支持」
暴徒，她強調，對政府不滿並不等於
要縱容暴力，「如果我們縱容任何暴
力，只會令事件更複雜、更難解決，
亦令鼓吹暴力的人會更加使用暴力或
者各式各樣『不合作運動』來妨礙香
港的社會秩序，影響各行各業及市民
的日常生活。」

停止修例已回應訴求
就所謂「五大訴求」，林鄭月娥指

她早前已表達了政府的回應，強調早於
6月15日已完全停止《逃犯條例》修
訂，亦不會再啟動，「這已經是一個很
徹底就這件事、這訴求的回應。」

針對警隊在各個大型公眾活動的處
理方法，林鄭月娥表示政府亦啟動了
現有的法定及獨立機制，由監警會去
審視。雖然監警會早前公佈會一直處
理至7月2日的問題，但知道大家很
關心7月21日的元朗事件，自己已主
動和不在港的監警會主席梁定邦溝
通，「我相信他回來的時候一定會認
真按着他的法定權力跟進這一系列市
民關心的議題，或者是有市民提出針
對其他事件的投訴。」

真要放生違法暴徒？
她續說，希望大家思考其中有些訴

求是否一個法治社會應該去認同，甚
至爭取，例如要求特區政府釋放所有
曾經被捕者，「包括製造炸藥、藏有
大量攻擊性武器、襲擊警務人員，是
否全部都要不追究？」
林鄭月娥批評，部分極端分子已經

令事件變質，不單污損國徽，甚至把
升起的國旗拆下來丟落海，更聲言要
「搞革命」、「光復香港」。這些行

為已經遠超示威者原本的政治訴求，
這是挑戰國家主權和危害「一國兩
制」。

社會變得不安不穩定
她明白市民對政府有不滿，但希望

市民深思：「我們是否要押上700多
萬人的穩定生活和香港的未來作賭
注？現時我們的經濟和民生已經出現
了問題，市民的生計、市民的飯碗都
會受影響，我們的社會已經變得不安
全、不穩定，這些都不是在短時間內
可以容易重新建立起來的。這一種有
人形容為玉石俱焚的做法，會將香港
推上一條不歸路。」
張建宗則強調，任何罷工和暴力衝

擊都對香港完全沒有好處，除了影響
市民日常生活，亦會影響到香港的經
濟活動，希望大家能夠冷靜下來，並
期望在這困難時刻，公務員要保持團
結，要站在一起來做事，不偏不倚，
「我們大家的目的和初衷都是服務市
民為己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嘉盛）暴徒以政府「沒有回應」所謂五大訴求為借口，大肆破壞香港

的秩序與治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指出，政府早於6月已徹底回應訴求，包括完全停止修例

工作，其後啟動機制，由監警會檢視警隊在各個大型公眾活動裡的處理方法，反問部分訴求是否

香港作為法治社會應該去認同的。她強調，對政府有不滿不等於要縱容暴力，而暴力只會令目前

的問題更糾纏不清、難以解決，令香港社會陷入十分焦慮和危險的境地，「真的要想一想，我們

是否應該繼續容忍、縱容這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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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反修例」示
威遊行演變成一連串暴
力衝擊事件，暴徒甚至
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列
為狙擊對象，在特首出

席公開活動時大肆衝擊搗亂。林鄭月
娥昨日出席記者會時回應事件，指有
激進網民針對她出席的活動作出衝擊
行為，形容暴力示威者是以恐嚇、欺
凌來達至目的，呼籲大家別再容忍、
縱容這些暴行。
林鄭月娥說：「在這接近兩個月，

我未停過與許多界別的朋友見面，有
些我們會公佈給大家知道。有時大家
會問為什麼不出來見記者，因為只要
某一部分激進網民知道我會在哪裡出
現，無論是公開場合、閉門場合，都
會衝擊。」
上周五（8月2日）晚，林鄭月娥

到尖沙咀文化中心出席由九龍社團聯
會舉辦的國慶酒會時，就被約20名
「黑衣人」在場外守候抗議，林鄭月
娥下車後更被包圍，需由警員及會場
保安員開路，方能進入會場。其間，

「黑衣人」一度與保安人員推撞，場
面混亂。
林鄭月娥直指，「衝擊的地步導致
出現了新的現象，主辦機構都不想我
去，因為只要特首出現，他們要花很
多錢買保險，他們要面對很多他們或
許自己不能處理的亂局。」
她說，這就是今日的香港，不斷以
這些恐嚇、欺凌來達至目的。她呼籲
大家，真的要想一想，是否應該繼續
容忍、縱容這些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子京

屢遭暴徒狙擊 特首難出席活動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因違法
暴力示威而變得局勢緊張，國務院港澳辦和中
聯辦將於明日在深圳聯合召開關於香港當前局

勢座談會，一眾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獲邀參加。暫時未獲知具體議程，及會有哪些
中央官員出席。

港澳辦中聯辦明座談
港代表委員獲邀參加

■林鄭月娥與多位司局級官員會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聯同多位官員，就近期
的暴力事件會見記者。她表示，示威已遠超
修例訴求，事件已變質，有示威者提及「時
代革命、光復香港」，是將香港推冧、「玉
石俱焚」。林鄭月娥指出反修例暴力活動的
實質及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反映政府正視
問題，並強調加強執法，值得充分肯定和堅
定支持。現實情況已經令人越來越擔憂，在
外部勢力和縱暴派的策動、縱容下，有政治
目的的暴力衝擊愈演愈烈，局勢已經到失控
的邊緣，香港面臨的政治風險、經濟風險、
民眾情緒失控風險越來越高，政府必須以底
線思維和鐵一般的意志，以最壞打算爭取最
好結果，支持警方和律政司等相關部門迅速
採取更強有力的措施，果斷有效遏止激進暴
力，避免香港進一步墮入深淵。

借反修例風波策動的激進暴力運動進入第
三波。昨天，「三罷」行動（罷工、罷市及
罷課）如期進行，以七區集會名義的針對警
方的大規模暴力衝擊也瘋狂上演。大批激進
分子在上下班高峰期，在港鐵站大搞「不合
作運動」，癱瘓港鐵服務，堵塞港島、九
龍、新界多條交通幹道，大批市民經歷了
「被罷工」的屈辱一天；有航空公司工會進
行罷工，導致超過 200 班航班被迫取消，香
港旅遊業和國際形象嚴重受損；暴徒在金
鐘、旺角、北角、黃大仙、沙田、天水圍、
屯門、深水埗等多區衝擊警方，包圍警署。

種種跡象顯示，暴力衝擊「遍地開花」，如
瘟疫一樣在全港蔓延，暴徒、激進示威者已
經無法無天，香港的法治安定面臨前所未有
的嚴峻挑戰。

暴力持續氾濫惡化，首先令香港面臨的政
治風險持續上升。暴徒、激進示威者提出的
政治訴求，已不僅是「五大訴求」這麼簡
單，有人明目張膽打出「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的旗號，這是典型的「港獨」口號和
「顏色革命」政治目標，而且已付諸行動。
他們正在進行「暴力革命」，公然作出不認
同「一國」、具有強烈推翻現有制度和管治
的政治舉動，例如衝擊中聯辦，侮辱國徽國
旗，直接挑戰國家的主權，根本就是逾越了
「一國兩制」的底線。可以說，目前是香港
回歸22年來，「一國兩制」底線、國家主權
尊嚴受到最嚴重衝擊的時刻。如果這種政治
暴力運動不能迅速遏止，將演變成為非常嚴
重的政治危機，中央政府絕不能、也不會容
忍任何挑戰國家主權安全的情況出現。一旦
香港管治失控、「一國兩制」受到不可接受
的威脅，中央政府必定不會坐視不理。特區
政府和本港各界有識之士，必須把此嚴重後
果清晰告訴全港市民，喚起全港市民共同遏
止政治性質暴力運動，維護最符合香港最大
利益的「一國兩制」。

暴力持續氾濫惡化的第二個危害，是經濟
風險。沒有穩定，談何發展。暴力運動破壞

香港良好的營商環境，正在摧毀香港的經濟
繁榮。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經濟正
面臨嚴峻挑戰及下行壓力，次季按年增長實
際是倒退0.3%，如果第三季都出現按季負增
長的話，意味着技術上香港經濟進入衰退。
香港是國際金融商業中心、重要旅遊城市，
以服務業為支柱產業，法治良好、治安穩定
是香港吸引外來投資和遊客的最重要前提條
件。政治性的激進暴力運動曠日持久、變本
加厲，必然嚇走投資者、人才和遊客。近期
訪港旅客人數急挫近 3成，已反映情況之惡
劣。廣大市民應該明白，吸引投資難，投資
要離開，只需一天。在貿易摩擦影響下，全
球經濟不明朗因素增加，周邊地區競爭激
烈，如果香港投資營商環境持續惡化，投資
者、遊客對香港避之則吉，香港經濟遭受重
創之後，將很難恢復元氣。若不幸出現企業
倒閉潮、裁員潮，資產價格大跌，「埋單」
的是全體港人。

暴力持續氾濫惡化的第三個危害，是民眾
情緒失控的風險。暴力衝擊、所謂「不合作
運動」向社區擴散，破壞社會正常秩序，令
人討厭反感。面對暴徒和激進分子的亂港擾
民惡行，越來越多沉默的大多數，開始不耐
煩和焦慮，情緒逐漸被引爆。地鐵車廂內、
月台內、街頭，普羅市民對暴徒的囂張惡行
忍無可忍，怒火越來越盛，與暴徒、激進分
子的口角乃至肢體衝突越來越多，衝突的形

式也越來越險象環生。如果民眾情緒持續高
漲，越來越多市民為求自保，在受到挑釁時
發生激烈對抗將越來越多，難免會出現極端
殘忍的場面與結局，這絕對不是港人願見
的。

激進暴力運動呈現失控跡象，香港陷入幾
近癱瘓的不堪境況，縱暴派和他們背後的勢
力是罪魁禍首，難辭其咎。他們為達到令香
港變天的政治目的，策動、縱容暴力，在暴
力幾近失控的情況下也拒絕與暴力切割，利
用暴徒作炮灰，衝擊法治和管治、挑戰「一
國兩制」底線。縱暴派政客在警方清場時，
阻礙警方執法，以利暴徒撤退；暴徒被警方
拘捕，縱暴派就提供法律援助；縱暴派的媒
體更顛倒是非，大肆抹黑政府和警方，散播
仇恨，美化暴徒，令暴力衝擊火上加油。香
港作為法治、文明、安全的國際城市，變成
暴力衝突無日無之的戰場，縱暴派製造人血
饅頭、吃人血饅頭，已經成為香港市民的公
敵。

香港不能再亂下去，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當此危急時刻，政府更應無畏無懼，迎難而
上，動用更大的力量，凝聚更大的民意，在
中央和市民的支持下，堅定依靠警隊，依法
平息這場泯滅人性的激進暴力運動。當務之
急，是打破傳統思維的迷思和誤區，以底線
思維審視局勢，依法做好各種預案，以最壞
打算爭取最好結果。

暴力氾濫將香港推向危險境地 政府須以鐵一般意志果斷平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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