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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五星紅旗下的特區，竟然發生非法禁錮和毆打內地記者和遊客的嚴重暴力事件，嚴重傷害了廣大內地同
胞的情感，引起了香港各界和內地同胞的強烈憤慨。機場襲擊事件具有恐怖主義特徵，各界必須高度警惕，合力
制止。極端分子的暴力行徑已經激起越來越多市民的反感，越來越多的各界人士加入到「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的行列。「守護香港大聯盟」發起反對暴力、守護香港的系列行動，為表達主流民意提供了平台。有中央政府的
大力支持，有香港社會各界和特區政府、香港警隊的共同努力，香港一定能夠止暴制亂，重回發展正軌！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守護香港大聯盟」副召集人
香港國際機場連日被大批示威者堵
塞，癱瘓運作，更發生震驚全國的襲擊
內地記者與遊客的極端暴力事件，正反
映暴力運動有恐怖主義特徵，引起香港
各界的高度關注和警惕。

機場襲擊事件具有恐怖主義特性
暴徒霸佔機場期間，公然侵害旅客出行往返的基本
權利。一些暴徒公然禁錮、暴打、羞辱內地旅客和記
者，無辜平民受到絕不人道的對待，目無法紀，人神共
憤！這種恐怖主義行為，踐踏文明，嚴重破壞香港社會
秩序，違反基本道德與人性，完全超出法治社會的底
線，必須予以最嚴厲譴責！
連場暴力事件充分顯示，暴徒的暴力行為不
斷升級，縱火、暴打、禁錮、亂射等違法
暴力手段層出不窮。港澳辦發言人
指香港激進示威者屢屢用極其
危險的工具攻擊警員，開
始出現恐怖主義
的苗頭，

機場暴力事件「近乎恐怖主義」。中聯辦聲明亦指機場
暴力行為「已經與恐怖分子的暴行無異」，並堅定支持
香港警方依法盡快拘捕暴徒，將他們繩之以法。香港警
方針對近期暴亂的執法行動克制專業，善用策略，強而
有序，無畏無懼，嚴厲拘捕違法犯罪分子，有力維護了
香港社會秩序。香港社會必須全力支持警方繼續嚴正執
法，早日止暴制亂。

所有熱愛香港的市民，對於過去逾兩個月的持續暴
亂已經受夠了！大家都不忍心幾代人努力建設的香港
變成支離破碎的家園，護法治、求穩定、求和諧的呼
聲越來越強烈。在此關鍵時刻，全社會必須行動起
來！

反對派為暴行辯護難辭其責

由社會各界人士組成的「守護香港大聯盟」發起反
對暴力、守護香港的系列行動，包括發起反對暴力網上
聯署，並計劃在近期舉行大遊行，提供一個平台，讓社
會充分表達反對暴力、維護安寧的主流民意；為了盡快
將在機場施暴的暴徒緝拿歸案，大聯盟宣佈懸賞 100
萬港元，鼓勵市民向警方提供線索，協助警方盡快破
案；與教育及辦學團體合作，舉行校園反欺凌、
反暴力活動。我們相信，有中央政府的大力
支持，有香港社會各界和特區政府、香
港警隊的共同努力，香港一定能
夠止暴制亂，恢復發展正
軌！

造成香港今日暴力橫行以致公然行私刑的惡劣局
面，反對派議員一直縱容暴力是重要原因。他們不僅從
未譴責暴徒暴行，反而以各種藉口為暴行狡辯，甚至聲
稱有關暴徒對內地旅客、記者的禁錮、搜身、毆打只是
行使「公民拘捕權」，是被欺凌者「挑動示威者情緒」
云云，顛倒黑白，莫甚於此！
環顧整場反修例風波，年輕人成為暴亂主力，社會
各界高度關注青年教育問題。為還校園寧靜，學校須嚴
守辦學原則，教師須恪守教師守則，專心辦學教學，反
對任何形式的校園欺凌及暴力行為。教育局、警方與學
校管理層須密切合作，保護學生免被激進組織招攬，參
與違法活動。

「守護香港大聯盟」發起系列行動

守護家園愛惜香港終止亂局

機場襲擊具恐怖特徵 各界合力守護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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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夾擊港經濟隨時掉進深淵
吳宏斌 博士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早前筆者在內的一班商界人士隨特首
會見傳媒，闡述近期示威活動對經濟所
帶來的負面影響，怎知隨即惹來反對派批評，指政府純
粹是想轉移視線，對此歪理筆者絕不苟同，因為種種跡
象確實顯示本港經濟正處於風高浪急之中。

受外圍拖累香港經濟正全面走弱
今次香港經濟走弱還具有全面性的特點，無論是內
外需，還是消費與投資，各個環節均差強人意，幾近全
線「告急」。本港上半年的外貿情況加速惡化，貨品出
口總額跌入負增長的泥沼，跌幅從首季的 3.7%擴大至
次季的5.4%。
雖然訪港旅客人數在上半年同比上升 13.9%，但服務
輸出的表現未挽頹勢，增長率從去年的 4.9%大幅下降
至本年首兩季的 0.8%和 0.2%。同時，本地固定資本
形成總額已連續三季收縮，反映企業的投資信心已趨薄

弱。
至於近年一直擔當本港經濟增長主動力的私人消費
開支，雖然勉強錄得 1.2%的弱增長，比第一季略高，
但仍處於 2009 年以來的低位；若以今年頭兩季度合
計，消費支出實質增長 0.7%，與去年同期的 7.4%相
比，實有雲泥之別，反映消費市道疲弱難興。
展望下半年，造成最近本港經濟不景的各項內外因
素預計在短期內難以改善，甚至還有進一步惡化的跡
象。中美貿易戰進入新的角力階段，加上人民幣匯率波
動性擴大等，均會進一步拖累香港的出口表現。

重建投資信心國際名聲並不容易
而近期愈趨暴力和頻繁的示威活動，更令香港陷入
了自回歸以來最大的社會危機，環球 29 個國家和地區
已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下半年訪港旅客的增長料將
明顯放緩。在「屋漏偏逢連夜雨」的不利情況下，本

港服務輸出貿易，可能會步貨物貿易的後塵而出現負
增長。另一方面，6 月以來的連串示威遊行已嚴重影
響本地的商業運作，令本已羸弱的零售市道雪上加
霜，更打擊企業營商的信心，本港投資開支下行壓力
正增加。
或許仍有市民說：「這與我何干? 」但面對整體經濟
環境轉差，就業市場受到波及只是遲早的事，股市、樓
市出現調整的風險也正上升。而筆者最擔心的是，崩壞
了的國際名聲要重建並不容易，被嚇怕的遊客和投資者
更可能自此一去不復回。
在多重利淡因素疊加之下，香港的經濟正面臨嚴峻
的考驗，而特首及財政司司長用「內憂外患」來形容當
前的形勢，絕非杞人憂天，更不是危言聳聽。筆者希望
那些仍然支持以暴力及不合作方式抗爭的人士好好想清
楚，是否有必要執意押上廣大市民的福祉，讓香港掉入
萬劫不復的深淵。

朱銘泉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
香港國際機場連續多日因非法聚集，
致使機場運作兩度癱瘓，日前更發生黑
衣人非法禁錮、毆打內地旅客和記者的惡性恐怖事件。
暴徒在眾目睽睽之下濫用私刑，毆打記者，更草菅人命
阻醫護救人，警察施援亦被瘋狂毒打。這些暴行完全突
破法律、道德及人性的底線，令人觸目驚心，嚴重損害
香港的國際形象。反修例的暴力運動已令香港元氣大
傷，社會撕裂，所有有良知、愛香港的人士，都要齊聲
向暴力說不，凝聚強大民意恢復法治安定，挽救香港，
守護家園。
黑衣暴徒在機場的所作所為，清楚反映反修例暴力
運動已經變質，已經淪為不折不扣的恐怖主義，超越
所有社會可接受底線。港澳辦發言人表示，香港國際
機場部分暴徒圍毆內地記者和遊客是近乎恐怖主義的
行徑，他們的行為是對法治的極端蔑視，嚴重損害
香港的國際形象和傷害廣大內地同胞的情感，對於
這種極其惡劣的暴力犯罪行徑，必須依法嚴懲。

無論香港或國際社會，危害機場安全都屬於嚴重罪
行。根據香港《航空保安條例》，任何人以任何方式，
故意在服務國際民航的機場內作出任何暴力行為，一經循
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終身監禁。警方發言人亦指出，根據
國際做法，在機場內生事，刑罰相對較重。根據法例，任
何人利用任何武器、或以其他方式，在機場內作出暴力行
為，導致或可能導致死亡或人身受傷，危害機場安全運作
或機場內人士安全，最高刑罰可判處終身監禁。
香港機場作為全世界最繁忙機場之一，貨運量全球
最高，運作癱瘓將打爛近 80 萬人飯碗，本港旅遊業和
酒店業首當其衝。機場作為香港經濟大動脈，佔本港出
入口貿易總額高達 42%，一旦無法正常運作，對經濟
民生影響相當巨大。據統計，機場癱瘓一日會導致客運
量損失 20.6 萬人次、空運貨值損失 101.6 億元，機管
局盈利減少2,285萬元。
暴徒明知癱瘓和危害機場安全，嚴重損害香港經濟
民生，仍然要「玉石俱焚」，這種恐怖主義行為只

會毀掉香港。事實上，反修例暴力運動持續了兩個
多月，令香港的法治、安全的營商環境、社會氣氛
被破壞，淪為「暴力之都」、「示威之都」，經濟
陷入衰退的風險越來越大，有 29 個國家和地區對香
港發出旅遊警示，旅遊業、零售業一落千丈，情況
遠比沙士更差。
香港能夠成為「東方之珠」、國際金融中心，能夠
成為亞洲「四小龍」，是幾代人艱辛努力打拚的成果，
絕對值得所有港人珍惜愛護。現在有部分人，為了一些
不合理的政治訴求，不惜採取極端暴力違法的手段，以
癱瘓機場、港鐵乃至癱瘓政府管治，逼政府滿足他們的
要求，否則就要犧牲整個香港，這是極度自私可怕的。
現在已到關鍵時刻，要制止暴力氾濫毁了香港，所
有愛國愛港人士、全港市民都要義不容辭地支持警方和
執法機構加強拘捕和檢控，展示邪不勝正、不容顛倒是
非的主流民意，震懾暴力惡行，讓香港早日重回正軌，
也是最有力維護港人的切身利益。

我的行動承諾——感恩珍惜．積極樂觀
楊潤雄 教育局局長
轉瞬間，暑假已經過了一半，新學年快要來臨。教
育局每年都舉辦「我的行動承諾」並訂定主題，鼓勵學
生透過集體承諾和參與學習活動，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培養良好品德，促進全人發展。「我的行動承諾
2019」的主題是「感恩珍惜．積極樂觀」，希望能培
養同學感恩之心，學懂珍惜擁有的一切，並抱持積極樂
觀的人生態度，勇敢面對生活和成長的機遇和挑戰。

引領學生，讓他們能繼續學習、健康成長。
校長和老師是學生的榜樣，一言一行更是言教身
教。社會期望教師作為專業教育工作者，能夠堅守專業
守則，以教育學生為首要職責，愛護每一位學生，在教
學過程中關心學生的安全，與學生建立互信和尊重的關
係，而與同學討論問題時能保持客觀，並鼓勵他們獨立
思考及作出理性的判斷。

同心同德 克服困難

珍惜所有 積極面對挑戰

「我的行動承諾」緣起於在 2003 年，當時香港正從
沙士疫情中恢復過來，我們遂以「全民潔港 活出健
康」為主題，鼓勵全港學校和學生推廣健康生活，共建
清潔校園，成效良好。今年的主題是我跟同事在數月前
訂定，目的是希望為同學的日常生活注入多一點正能
量。如今看來，這倒切合香港當前需要。
最近，我跟教育界同工交流，大家的話題總離不開
學校面對新學年的挑戰和擔憂。教育局及學校各持份者
（包括家長）的共同目標，是確保學生能夠在一個安
全、有秩序和專業的教學環境中學習，免受政治及其他
因素干擾。但面對近日種種社會現象，負面以至仇恨情
緒，不合作以至衝突事件，我們要繼續保護同學及堅守
寧靜的校園環境，確實是一項挑戰！

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都希望有更美好的香港，如何
建設、如何改變，社會上可能有不同的見解。但「羅馬
非一日建成」，願大家珍惜所有，以正面、積極及具建
設性的方法，一起推動改善。在學校層面，我們需要讓
同學明白生命中有值得感謝和珍惜的人和事，並學會以
積極和樂觀的態度迎向未來。
就「感恩珍惜．積極樂觀」的年度主題，校方可配合
學校發展和學生需要，設計校本課程及學習活動，加強
培育相關價值觀；或舉辦學生獎勵計劃、成長營和社區
服務等全方位學習活動，幫助同學實踐承諾，深化學習
成效。

教育專業 守護學生
我感謝教育界同工，以往無論是面對疫症肆虐，還
是政治衝擊，大家都緊守崗位，秉持專業精神，保護和

支持學校 推動多元活動
教育局會推出一系列資源配套，包括「我的行動承
諾 」 資 源 網 站 （ 網 址 ： www.edb.gov.hk/
mpa2019），提供多元化的教材、活動建議和相關素
材。此外，我們亦會製作配合主題的海報、印章及多用

途卡套等，供學校舉辦活動之用。
我們更特別設計了 4 款造型可愛的「樂諾小太陽」，
代表「感恩」、「珍惜」、「積極」和「樂觀」4 種正
面價值觀，並會製作不同的貼紙、即時通訊程式表情圖
像和拍照框道具等，供下載及使用。
優質教育基金亦已把「正面價值觀」定為2019/2020
年度的其中一個優先主題，推動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
和態度，例如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誠信和關愛
等。此外，在未來 3 個學年，公帑資助的中小學及參加
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均可透過簡便程序，向基金提
交不超過 20 萬元的微型計劃申請，以推行與「感恩珍
惜．積極樂觀」相關的課程及活動。

分享經驗 共同營造正向氛圍
教育局明年將舉辦「我的行動承諾 2019」學校實踐
成果分享會，邀請學校分享經驗和心得，並表揚積極參
與的學校；又會為教師推出一系列專業發展課程。我們
亦會舉辦「我的行動承諾：我必做得到！」表揚計劃，
鼓勵學生、教師和家長以不同形式，例如文章、圖畫、
相片和視像等，創作與年度主題相關之作品並與大家分
享，共同營造正面價值觀的氛圍。
在開學之前，我和教育局同事會加強與教育界同工
交流，希望一起預早為新學年籌謀。我希望大家由
學校做起，讓同學從小領會，感恩珍惜目前所有，
積極樂觀面對挑戰，以正能量為香港開創更美好的
未來。

主流民意不想香港繼續亂下去

恢復法治安定 嚴懲暴力犯罪

楊志紅 港區全國
政協委員 香港新
活力青年智庫總監
香港黑衣暴徒的
行徑不斷升級，破
壞城市交通、堵塞國際機場，更
在 8 月 13 日晚作出針對內地旅客
和記者的非法禁錮、私刑圍毆等
嚴重暴力行徑，其瘋狂之舉令人
髮指、駭人聽聞，暴徒們不僅打
破了法治的底線、道德的底線、
人權的底線，更是對新聞自由和
公民權利的徹底踐踏，其所作所
為已與恐怖分子無異，是可忍，
孰不可忍！
憤怒、譴責之後，全港上下必須
抓緊時間「止暴制亂」，終止這一
場亂局，把香港從粉身碎骨的邊緣
拉回正途，恢復正常平靜的社會秩
序，這是當前壓倒一切最重要的事
情。慶幸的是，暴徒們不斷升級的
荒唐恐怖行徑，讓越來越多的市民
看到了他們真實的亂港嘴臉，看清
了他們「反中亂港」的險惡居心，
紛紛挺身而出愛港護港，大聲向暴
力分子說不。
在此，筆者呼籲更多的市民主
動發聲，共同譴責暴徒暴行，匯
聚成強大的民意，用最小的損失
共同終止這場亂局。「香港不能夠
再亂下去！」這是每個市民都應該
看清楚的事實。城市形象的建設需
要幾十年、幾代人的努力，然而破
壞它卻只在一夕之間，目前，香港
的零售業、旅遊業、酒店業、的士
業、運輸業已經受到重創，隨之
而出現的連鎖影響將彌漫到各行
各業，必然會波及每個身在香港
的普通市民。
同時，筆者也敬告那些與暴徒沆
瀣一氣的部分媒體記者，正視新聞
人的底線良心，正視手中的話語
權，停止歪曲失實的報道、停止無
端揣測的抹黑、停止傳播製造分裂
的新聞！
如果真心熱愛香港，那就趕快
行動起來，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支持香港警隊嚴正執法，讓
每一個犯罪分子得到嚴懲，讓所
有的暴行無所遁形。難道真的要
等香港變成一個說話、出行、拍
照都要膽戰心驚的噩夢之城，才
站出來反抗暴徒嗎？守護香港，
守護我城，這是為了自己，這是
為了家人，更是為了我們的下一
代。

陳曉鋒 深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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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基本法研究中
心兼職研究員 就
是敢言執行主席
法學博士

近兩個月來，香港
激進示威者屢屢用極
其危險的工具如汽油
彈、彈弓鋼珠、弓箭
等武器攻擊警察，構成嚴重暴力犯
罪。港澳辦發言人強調香港已開始
出現恐怖主義的苗頭。種種跡象表
示，目前的亂局可能還會持續較長
一段時間，香港未來走向到底如
何，牽動着包括香港市民在內的所
有中國人的心。
這場反修例運動已經演變成為暴
力運動，甚至變成一場場的「游擊
戰」、「閃電戰」。雖說香港的警
力足以應付目前的亂局，但抗爭
的源頭到底是什麼？全國政協副
主席董建華先生點名台灣地區與
美國是香港「反送中」幕後黑
手。事實上，每次運動示威者揮
舞美國星條旗，美國和台灣地區
對香港修例動作頻繁，都不難看
出策動者的用意，且計謀很深、
運作緊密。
社會上有很多人認為，暴力衝
突之所以持續，原因在於政府
對於示威者的訴求沒有回應，再
加上長期以來香港社會積累的怨
氣，導致了媒體和網絡上的許多
聲音都站在了示威者的一邊。即
使短時間內可以依靠警力將暴力
衝突遏止住，但示威者尤其是
年輕人對政府的怨恨只會加
深，社會也只會更加撕裂，在
某種程度上會影響特區政府的
管治權威，影響社會的長治久
安。
實事求是地講，兩個多月的反
修例風波已經走到了一個臨界
點，此時此刻的特區政府要拿出
更大的勇氣和政治智慧直面當前
的問題，堅決依法止暴制亂。此
時此刻，可能道德的正義也特別
重要，所有愛香港的人都不想香
港繼續亂下去，必須更堅定地支
持政府、警方恢復法治安全，讓
香港重回正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