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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香港連串的暴力衝
突事件，頻頻衝擊社會秩
序，破壞法治，觸碰「一

國兩制」底線，令愛香港、關心香港的
人士十分心痛。安定是社會發展的大前
提，但連番的衝擊對香港經濟、就業、
社會環境所造成的影響已浮現，我們必
須高度警惕。
越來越多的指標都反映香港目前的形

勢不容樂觀。入境旅客大幅減少，市民
也因為「遍地開花」式的示威衝擊而不
敢外出消費。這對社會的衝擊不容小
覷，其連帶影響着眾多普通市民的飯
碗。根據統計，僅零售、餐飲、住宿服
務等相關行業便聘用了超過56.6 萬港
人，高佔總在職人員約20%。而近期
已經有風聲，指生意蕭條，有店舖計劃
讓員工分更上班，這正是就業受到影響
的先兆。可見若不能及早止暴制亂，普
羅市民很可能受到進一步的影響。
更值得留意的是，連續不斷的暴力衝

擊，甚至是對國旗國徽作出侮辱的行
為，正在侵害着香港法治的底線和「一
國兩制」的基石。長期的動亂讓投資者
對香港營商環境產生疑問，而「一國兩
制」原則底線遭到衝擊，對內地和香港
關係產生的負面影響是深遠而難以修復
的。局勢正向危險方向發展，只會令人
更感憂慮。而當前最大的問題在於，激
進分子的行動並沒有結束跡象，這令社
會的分歧和撕裂不斷擴大，傷害亦不斷
加深。

誠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時今
日的局面或摻雜着不同的因素。但暴力
絕對不是，亦絕對不能是解決問題的方
法。否則，這會令激進分子，甚至是其
他市民產生錯覺：遇到覺得不滿意的事
情，用暴力便能讓人屈服。長此以往，
香港可能陷入無日無之的混亂之中。因
而，港府及整個社會都不應讓人有這種
錯誤的觀念。故必先止暴制亂，然後下
一步再對症下藥，處理各項社會問題，
回應普羅市民的訴求。
面對困境，向暴力說「不」是首要之

義，亦希望各方能夠眾志成城守護香
港，讓我們的家早日重回正軌。

王庭聰 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 香港工商總會主席

特首林鄭月娥早前在記
者會表示香港將迎來「經
濟海嘯」，情況較金融海
嘯和沙士嚴峻。有人在社

交媒體發佈了一張包含多項香港經濟指
標的圖，指出失業率、私人消費、樓
價、恒生指數等仍未出現負面信號，反
駁香港並沒有衰退。這真的是事實嗎？
在討論前，我們要知道經濟數據都是

滯後的，因此數字不能將最新情況反
映。例如政府統計處的數據，有部分是
按月或季度形式公佈，當看到數字轉差
時，大眾早已感受到經濟的變化。
經濟其實是一個整體，要是有一個方

面出問題時，其他方面將會出現骨牌效
應。
持續的示威和暴力衝擊的確損害了香

港的旅遊和零售業。截至目前，已共有
超過20個國家和地區對香港發出旅遊
警示，大大削弱遊客來港的意慾。旅客
數目由7月開始下跌，8月首周訪港旅
客人數更按年跌逾3成。早前有報道指
高端零售業將會有裁員計劃，看來已經
不遠矣。而立法會「停擺」，令至少4
項土地房屋相關政策受影響，包括橫洲
公屋第一期工程、過渡性房屋20億元
資助。換而言之，部分工程將會延遲，
令「手停口停」的建築業人士蒙受重大
失業風險。
當失業率上升，市民的轉職成本會因

而提高，僱主為了降低營運風險便會要
求員工共渡時艱，減薪潮會逐漸出現。
而經濟不景氣將會大大影響市民的消費
信心，導致私人消費下跌。根據香港城
市大學的研究，今年第二季的香港消費
者信心按年下降10.5%，處於5年來最
低水平。在沒有減薪的情況下，消費信
心已經下滑，到真正出現減薪和裁員
時，市民消費力下降多少可想而知。最
終形成了一個循環，失業率直線上升，
經濟持續衰退。

或許有人會認為樓價依舊高企，代表
經濟仍然非常穩定。早前有香港地產代
理的高層曾撰文表示樓價不跌的主因是
業主覺得情況未到最壞，不肯減價放
盤，可是當業主們失去信心時崩盤之勢
無人可擋。回看近期的情況，二手單
位的預約睇樓量已下跌一成多，10大
屋苑連續12周零成交，馬鞍山亦有單
位須減價88萬才成交。在這樣的情況
下，離業主減價求售的時刻還會遠
嗎？
而香港股票市場亦不見得有好表現。

近月恒生指數累積跌幅超過2,000點，
而且更不斷尋底。港股基金連續12周
淨流出合共143.7億港元。投資者信心
有多低，可說是不言而喻。
現在的經濟狀況，大家有目共睹。要

是衝擊事件持續下去，香港經濟會怎樣
發展，就讓各位讀者自行判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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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暴力運動變質注定失敗
反修例已變質，變成「野貓式」暴力衝擊，「開始出現恐怖主義的苗頭」，失敗結局也越

來越明顯。 然而有部分暴力示威者仍以為只要繼續施壓， 他們提出的不合理訴求最終會得

到滿足。

馮煒光

香港「樹上無椰子、 地下無石
油」，只是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南
端一隅，人口不足千萬，經濟總量已
被內地多個大城市超越，連40年前只
是漁村的深圳，今天也趕上香港。那

些暴力示威者騎劫香港，還以為全世界都圍着香港
轉，中央會向他們退讓，這是極端幼稚的政治表現。

分析反修例暴力運動的發展， 以下五點值得注
意：

一、五大訴求 五大皆空
反修例風波提出的五大訴求， 全不合理，注定

「五大皆空」。明眼人都看出，「撤回修例」和
「修例已死」根本沒有分別。是時候停止這一訴求
的無謂爭拗，讓特區政府集中精力，帶領市民聚焦
發展。
至於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明顯是踢

開原有的監警會不用，針對警方的企圖彰顯明甚，特
區政府怎能答應？至於「改變暴動定性」和「釋放所
有被捕人士」，這根本有違香港法治精神，剝奪法

庭的獨立審判權。7．21元朗衝突中的白衣人也
有人被捕，是否也在釋放之列？至於「立即

啟動雙普選」，也有違法治精神，啟動
普選有程序，怎能拋開全國人大常

委會「8．31」決定和基本
法，否則是赤裸裸的奪

權， 反修例風波
不是「顏

色革命」，又是什麼？

二、袒護暴力 害人害己
反修例暴力運動曠日持久，主要原因之一是有人

盲目支持暴力衝擊，不與暴力切割，後果只會害人害
己。 8月12日，有醫護人員和神職人員反對警察暴
力，卻絕口不提黑衣人的暴力惡行，這合理嗎？市民
能服氣嗎？
8月12日的警察記者會，恍如批鬥警察會，有記

者不斷打斷警方發言，一味詰問警察濫用暴力、罔顧
公眾安全， 完全不問有黑衣人扔燃燒彈、用仿真
槍，這公平嗎？正如警方氣定神閒回應：「難道示
威者在地鐵站內發射彈珠，扔煙霧彈，又可以不顧
市民安全嗎？」這些醫護人員、神職人員和記者，袒
護暴力，只會令暴力愈演愈烈，令香港經濟發展、社
會穩定大受影响，全港市民淪為輸家。

三、抹黑警方 於理不合
有女示威者眼部被射傷，真相尚待調查。但是，

昨日有醫護人員舉行遮着右眼示威，以示不滿警方濫
用暴力；之前有警員被暴徒咬斷手指，證據確鑿，但
為何從不見有醫護人員包着手指示威？難道警察執法
被暴徒咬斷手指就是活該？醫護人員完全可以拿出專
業的醫療報告，指出女示威者是怎樣受傷的。不拿
出令人信服的醫療證據，便一口咬定要警察「以眼
還眼」，這公道嗎？

另外，有人質疑警員假扮示威者，然後拘捕示威
者是知法犯法。警務處副處長鄧炳強已解釋，這是因
為警員喬裝不同身份，去拘捕核心極端暴力示威者，
完全合法合情合理。有人要求喬裝警員出示委任證，

這根本就是偽命題。大家有疑問，不妨重溫電影
《無間道》，梁朝偉的正義形象深入民心。

四、侮辱國旗國徽 人神共憤
反修例暴力衝擊中，有暴徒玷污國徽，有暴徒多

次扔國旗落海。有縱暴派政客竟然厚顏地說：「人命
和自由重要過一面旗」。二戰琉璜島戰役，數名美
國兵撐起國旗的照片，美國人至今引以為豪。縱暴派
政客不和侮辱國家的行為切割，勢必遭包括廣大香港
市民在內的全國人民唾棄。

五、中央出招 立竿見影
面對暴力惡行，必須挺起腰桿說「不」，中央出

招立竿見影。民航局8月9 日發出通告，要求飛經內
地空管區的國泰飛機呈交機組人員名單，凡有參加過
非法示威、涉及暴動的，一概不予處理。通告出了之
後， 8月12日圍堵機場，國泰以至其他航空公司機
組人員全部缺席。
事實上，港澳辦及中聯辦就香港目前的局勢舉行

座談會，通報中央關於穩定香港局勢的重要精神，香
港的形勢正在向着好的方向發展。8月5日「政治罷
工」、8月8日圍堵稅務局、8月9日衝擊海港城都
失敗，癱瘓機場引起市民、乘客強烈不滿，
「焦土」政策開始失效。當然縱暴派、暴
徒一定不甘心，還會搞罷課，還會衝
擊警方，但也證明他們黔驢技
窮， 翻不了天。反修例暴
力運動，失敗只是
時間問題。

反修例暴亂正在不斷升級，已經出現了恐怖主義
苗頭。暴徒針對警員的襲擊愈來愈兇狠，更肆意在社
會上煽動「仇警」氛圍，以各種不實的文宣攻擊警
隊，打擊警隊士氣。在社會上更發起所謂「三罷」，
並針對香港經濟命脈進行針對性打擊，連日來組織癱
瘓香港機場行動，導致機場航班大受影響，香港經濟
遭受重創。
這一連串暴行，毫無疑問已經符合《聯合國（反

恐怖主義措施）條例》對「恐怖主義」的定義，說明
反修例暴亂正逐漸演變成「恐怖主義」。市民不禁要
問，要策動這些行動，如果沒有大台、沒有資源、沒
有軍師、沒有「僱傭兵」，單靠「連登討論區」和幾
個TG Group就可以做到嗎？根據社會學的基本定
律，沒有組織的社會行動不可能持久，反修例風波已
經持續兩個多月，正說明這場運動具有高組織性。這
場騷亂不但有大台，更有軍師在制定策略，煽動暴
亂，鼓動市民，其中曾任職政府的劉細良便是其中之
一，其所作所為不但公然煽動暴亂，作為前政府僱員
更是食碗面反碗底，其人之卑劣可見一斑。

指導暴徒行動教唆「仇警」戰略
曾任《壹週刊》編輯及中央政策組的劉細良，對

反對派文宣工作瞭若指掌，也熟悉政府運作，在離開

政府後隨即成為反對派的軍師，利用其出版社、網台
擔當反對派的輿論喉舌，肆無忌憚地對政府進行各種
攻擊和抹黑，每每以自己曾任職政府為由，扮作權威
指點江山，對反對派人士有一定影響力。
在這場反修例風波中，不斷「語不驚人死不休」

的劉細良，更被「港獨」網絡群組TG Group及連登
討論區熱捧為軍師，利用網台及討論區去指導、煽動
暴徒行動，宣傳推倒政府，教唆「仇警」戰略，在網
上大放厥詞。他在節目中就多次鼓吹「仇警」、煽動
暴力，刻意製造警民撕裂，明言要利用「仇警」擴大
影響力達到政治勝利：「一定要講黑警，（這是）團
結香港人一個最高嘅道德高地」。劉細良又鼓吹「時
機」已到，現在要「文有文鬥」、「武有武鬥」，要
鬥民心，實施分化及拉攏手段。
劉細良不但在網台不斷對暴徒下指導棋，日前更

在「連登討論區」以網名「元朗紅人8」發帖，以
《總結劉細良運動分析日後之方向》為題宣揚自己，
以凸顯自己在動亂中的幕後軍師角色。這篇帖子不但
為自己評功擺好，更為下一步行動作出了部署和計
劃，當中提到要針對警察：「勇武要針對同玩班黑警
為前提，引黑警做蠢事，使中立人士反感」；並且要
發動更大規模的「三罷」：「罷工要長時間組織，最
好配合工會一起搞，必須要公共服務或核心行業配

合」；「罷課好易搞，無成本，壓力小」；「三罷就
三罷，當日不要搞其他東西，以免失焦，分工合
作」。

公然鼓吹「港獨」煽惑暴動
這些部署在近期的動亂中都可以充分看到，包括

暴徒故意以「流寇式」策略到處縱火破壞，通過不斷
流竄將警察引到民居及港鐵站，專挑在人多時開戰，
製造現場混亂，令警隊一方面要制服暴徒，一方面要
顧及周圍市民安全，因而顧此失彼。而一眾「文宣小
組」早已準備好大量鏡頭，拍下各種短片及照片，在
短時間內加工在網上散播，肆意攻擊、抹黑警隊，這
正是劉細良所說的令「中立人士對警方反感」。至於
「三罷行動」，也按他所說聯合職工盟負責，並將機
場作為打擊目標。劉細良更號召年輕網民建立「元朗
共和國」，已是公然鼓吹「港獨」。這些都說明劉細
良在暴亂中的指導、煽動、鼓吹者角色。
反修例連串暴亂，前線的違法者固然必須追究，

但在幕後的煽動者、縱暴者也不能放過。單以劉細良
在網台節目的煽動性言論，已經足以構成煽惑暴動
罪，不少暴徒就是根據他的計劃而從事各種違法行
動，作為始作俑者更加沒有放過之理，警方應該收
集、調查其罪行，將這些幕後黑手一併追究。

劉細良當「軍師」煽動暴亂須追究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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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多月來的反修例暴力運動，示威者提出所謂
五大訴求，當中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備受關注，
有一些人士亦紛紛要求政府答應此一訴求，以平息風
波。其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偽命題，所謂獨立
調查委員會只會調查一直在維護法治的政府和警隊，
調查警方有否「濫權」，這樣的調查，對恢復香港的
法治安定，沒有任何意義。

根據《香港法例》第86章《調查委員會條例》
（下稱《條例》）第2條，特區政府可「委任一名或
多於一名委員……調查與公眾有重大關係的任何事
宜」。香港過往曾5次成立調委會，分別調查赤鱲角
新機場啟用混亂、教院風波、南丫島撞船海難、鉛水

事件及較近期的沙中線紅磡月台工程醜聞，大都由政
府委任一名德高望重的大法官任主席，領導相關專業
人士進行調查。

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功能類似法庭，可以傳召各方
證人作供及提交文件證據。但是，證人也可以不親自
出席，而交由大律師或律師代表處理。而《條例》第
4條及第7條列明，證人提供的口供及證據，「不會
在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中被接納為證據」，即是日後
不能利用該等證供證據向證人採取法律行動，對日後
警方的檢控工作沒有幫助。
這次連串大規模示威活動、暴力衝擊，明顯有一

個核心組織，負責協調、指揮、供應物資，絕非自稱

「各界自發」，如果說連串示威活動、暴力衝擊沒有
核心組織，令人難以置信。政府一再宣佈停止了修例
工作，但暴力衝擊不僅沒有停止，反而變本加厲，顯
然有人想暴力衝擊持續下去，令香港亂下去，要玉石
俱焚。

假如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最需要調查，就是
示威活動、暴力衝擊的背後核心組織。當然，這個核
心組織不會接受傳召，連那些浮在表面的黑衫人、連
登仔及Telegram組員等，也不會接受傳召。
那麼，委員會只能傳召官員、警方，對暴力運動

策劃者、參與者不聞不問，卻「公審」執法機構，這
樣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有何意圖，不言而喻。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醉翁之意不在酒」
李港生

8 月10日至11 日，一批示威者再次在街頭施暴，
這次暴力事件不但標誌着社會連續10個星期動盪不
安，亦是迄今為止最嚴重的一次。示威者違反警方禁
令，在深水埗、大埔、葵涌、尖沙咀、太古及鰂魚涌
一帶聚集，不但破壞公物，堵塞道路及紅隧，還肆意
圍堵警署，以強激光及磚塊襲擊警務人員。一名警察
被暴徒投擲的汽油彈燒傷，證據確鑿，但大部分媒體
沒有譴責此等罪行，反而集中精力刁難警方。他們重
點報道兩宗新聞，一宗是一名女士右眼被擊中受傷，
另一宗是警方展開喬裝行動搜捕暴徒首領。
在星期日尖沙咀騷亂中，一名女士眼球被擊中受

傷，警方還未為此展開調查，一些媒體就已經把責任
歸咎於警方。在此事上，有兩個群組在社交媒體上分
別上載了兩張截然不同的圖片。反對派展示的是一名
女士眼部受傷流血，身旁擺放了警方所使用的布袋彈
頭，而另一個群組所展示的圖片則沒有布袋彈頭。整

件事的關鍵所在，是伊利沙伯醫院一名護士在臉書上
發佈了一則廣為流傳的帖文。據稱她負責照顧眼部受
傷的女士，可以肯定她的傷勢是由暴徒手持之彈弓所
射出的鋼珠所致。事件中另一奧妙之處是傷者拒絕向
警方報案。原因為何？她是否知道傷勢並不是警察開
槍所致，而是暴徒的無心之失？警方表示正在調查此
事，促請受害者和目擊者挺身而出提供線索。媒體把
責任推卸給警方，行為極不負責，間接煽動一眾年輕
人發起星期一佔領機場的示威活動，迫使機場取消所
有航班。
警方喬裝深入示威陣形拘捕暴徒，做法雖然受到

質疑，但執法機關進行正常的秘密任務，對我來說
是意料中事。廉政公署人員時常展開臥底行動，搗
破不少貪污組織。警方確認喬裝行動主要針對幾位
策劃暴動的核心成員。他們在電視機面前戴着的面
罩價值不菲，並經常在騷亂現場控制大局。每當防

暴警察向前推進，他們總是第一時間逃離現場。除
了喬裝行動，我們還可以指望警方用什麼方法把這
群核心暴徒繩之以法？這些喬裝探員冒着生命危險
展開調查，我們理應表揚他們的英勇行為，而不是
作出無理詆毀。而事實上他們的拘捕行動在熒光幕
前深受大眾讚賞。
事實上，我更希望警方在最近的行動中逮捕更多

人，而不是僅僅驅散人群。警方應「讓參與暴亂成為
高風險犯罪」，現場逮捕暴徒，第二天將他們帶上法
庭，並要求法庭將他們還押監獄作進一步調查。年輕
的暴徒會意識到，一旦被捕和定罪，他們的犯罪記錄
終生都無法抹去，後果堪虞。
（註：作者郭文緯曾任副廉政專員，現為香港大

學專業進修學院客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本
文的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
面，有刪節。）

針對警方指控無理失實必須撥亂反正
郭文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