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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來，香港就《逃犯條例》
事件引起了多輪的衝擊。陰霾沉
重，社會瀰漫着負面情緒，無論
是持有何種觀點，只要是真心希

望香港好的人，相信都在為現時的局面而心
痛，為香港的明天而憂慮。回顧連日來風波，
雖然是源於對《逃犯條例》的意見分歧，但現
時的焦點已經蔓延至更廣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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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連的衝擊之
下，香港正在喪失來之不易的優勢。被封鎖的
機場令大量旅客停滯，示威者的衝擊行動在各
區此起彼伏，為社會帶來不安。
事實上，多項指標都反映着香港目前的形

勢不容樂觀。港股大挫，恒指早前暴瀉約
2,000 點，跌幅多達7.2%。而一度走強的港
匯，近日也下行至7.84 以下迫近弱方兌換
保證。激進示威者多番在鬧市區搗亂，多達
22 個國家或地區向香港發出了不同級別的
旅遊警示。最新數據指，自7 月中以來訪港
旅客持續下跌，8 月首周更跌31%，連帶酒
店入住率也受拖累，不少旅店都錄得雙位數
跌幅。
接連的社會事件令本地消費下滑，旅客大幅

跌減，這都會進一步對社會造成衝擊。根據統
計，零售、餐飲、住宿服務等相關行業便聘用
了超過56.6 萬港人，佔總在職人員約20%。
生意蕭條，部分商戶店舖不得不考慮裁減開支
的各種方案，包括讓兼職員工休息，長職員工
分更上班等。最新的數字顯示，本港失業率上
升至2.9%，屬年半來首次惡化。這些都影響
着基層市民的收入。
筆者始終認為，雖然意念未盡相同，但生於

此城，絕大部分的市民對香港都留存着愛。亦
正因如此，這兩個月來，不論是持着何種觀點
和立場的市民，在低壓環境之下，都會感到疲
憊與無奈。然而情況繼續下去，這個死結將會
越打越實，且不論最終結局如何，香港都將深
陷泥沼，難復昔日光景。

要拆解今時今日的困局，需要各方都以冷靜
和理性的態度，互諒互讓，求同存異，為今日
香港切診問藥。其中，示威者需要回歸理性，
以務實的討論代替衝擊；政府亦要主動去建立
溝通的橋樑，了解市民的意見和不滿，吸納意
見，以更好地施政，解決各項深層問題，修補
社會撕裂。亦只有這樣，才能讓香港重新出
發，繼續前行。

劉國勳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香港最近麻煩不斷，「全城罷工」、堵
塞交通、包圍機場、圍攻警署、上街集會
接連不斷，更有周末「暴力」大戲頻頻上
映，報紙上、電視裡，各式各樣的無厘頭行
徑與平時香港繁忙的樣子好像沒什麼關係，
但在今天的香港卻隨時發生，更給很多香港
市民造成困擾。今天的香港，打工仔可能無
法正常返工，更不知道交通要道上什麼時候
會出現一、兩個假裝不怕死的黑衣人出來阻
塞交通。最讓人生氣的是，在過去的兩個
月，香港引以為豪的核心價值正在被一群黑
衣人慢慢侵蝕，從降下區旗升黑旗到衝擊
立法會塗黑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徽，從衝擊
中聯辦污損國徽到佔領街道肆意塗鴉，從
常規式暴力衝擊襲警到將國旗扔進海裡。
違法行為愈演愈烈，這不是我們眼中香港
應有的樣子，更已不是「一國兩制」賦予
香港的自由。
過去的這些日子，善於使用暴力的黑衣人，

還有部分偏執的香港市民在分析「一國兩制」
概念的時候存在一定誤區，他們總是習慣忽略
「一國」、只顧「兩制」，誇大「一國」的霸
道，強調「兩制」的弱勢，實際上片面觀點必
定會影響全局觀。
「一國兩制」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我們必須

承認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分子，我們才
能談「兩制」。現在的香港社會，很多號稱掌
握行業話語權的專業人士，習慣把與自己意見
不一的人推向磁鐵兩極。這就好似兩條平行
線，一言不合，立刻關閉對話機制，攻擊對
方、指控對方。這是理智的做法嗎？不。我們
生活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為什麼我們要
極端地用「違法達義」去冒犯「一國」呢？為
什麼我們不善用「兩制」之利為香港、為自己
爭取更好的發展呢？很多年前，老一輩香港人
不就是在有限的條件下創造了「獅子山精
神」，這不正是在有限的條件下最大限度地發
揮自我優勢而得來的嗎？

此刻，香港社會的撕裂、不同派別間的
衝動情緒和言語傷害、黑衣人極端暴力行
為，甚至內地網民與香港市民間的情緒對
立，其實皆不利於當下問題的解決。醫生醫
病需要對症下藥，才能盡快幫病人痊癒；家
長培養孩子需要因材施教，才能意識到孩
子的真正天賦；就連出租車司機也需要熟
知所有寫字樓、酒店、出租車站的位置，
知道哪些地方有演出、會封路等信息，才
能在一天之內跑贏其他同行。了解是彼此
溝通的基本條件，暴力只是溝通無效又幻
想解決問題的某種臆想。長此以往，後患
無窮。
在第一次港澳辦新聞發佈會上，發言人楊光

曾說過一句話，「別讓香港成為一個麻煩」。
是的，趁一切還能挽回，坐下來，好好聊聊。
希望是自己給自己的，別人幫不了我們。即使
別人給了你希望，你不付諸實踐，希望也永遠
只會停留在字面階段，不可能被實現。不要相
信任何人的承諾，香港人靠自己，自己家的事
情也只能自己解決。

劉瑤 專欄作者「就是敢言」秘書長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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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香港的「新恐怖主義」
當香港機場暴力事件發生後，港澳辦說是「近乎恐怖主義的行徑」。前不

久中國駐英國大使也在倫敦召開記者會，把發生在香港的暴力活動說成是

「新恐怖主義」。那麼「新恐怖主義」究竟是怎麼回事？

陳冰

「新恐怖主義」從「911事件」後，就成為很流
行的詞語，並且是西方國家的重要安全議程。我們
看到歐洲的一些示威活動，總把極右翼組織和恐怖
集團擺在一起，這裡的terrorism groups，就是指
「新恐怖主義」。新恐怖主義是與傳統恐怖主義相
對應的，傳統恐怖主義是敵對分子，往往是與本國
有利益衝突而製造暴行，比如拉登對美國而言就是
傳統意義上的恐怖分子。而「新恐怖主義」則帶着
較強的政治色彩，是為了達到政治目標而採取暴力
活動。

為達政治目標採取暴力活動
根據西方學者的研究，「新恐怖主義」誕生於
上世紀90年代，像北愛爾蘭共和軍就是典型

的「新恐怖主義」。
「新恐怖主義」有以下特徵：一是

本土生長出來的，不再是出生於
國外；二是為了宗教和政治

訴求而發動非理性暴
力行動，更多

是 為

了達到政治目的；三是「新恐怖主義」分子不在談
判桌前尋找一席之地，而是把談判桌掀翻以後，按
照自己的定位重新建一張新的，否則絕不妥協；四
是「新恐怖主義」不僅對本國、本地區產生安全威
脅，而且有一定的張力，會搗亂國際秩序；五是
「新恐怖主義」不再像傳統恐怖主義那樣是按照金
字塔形式組織的，而是更加平等，更加分散，有一
定水平的協調機制，每個成員都有一定的自主權；
五是實施暴力的目標多樣化，處於游弋狀態，像水
一樣從一個目標轉移到另一個目標，他們發動攻擊
的對象可能為特定的社會、特定的階層、特定的族
群，而不是像傳統恐怖分子把國家視為打擊對象；
六是「新恐怖主義」使用的手段更加致命，不再大
規模殺害平民，暴力行動的目的是要贏得公眾，對
政治家施加壓力，要政府接受恐怖分子的要求。

港可先立法禁止示威戴口罩
如果我們對照這幾個判斷標準，那麼說香港的

極端暴力分子是恐怖分子，就不為過。這些人是
香港土生土長的，所發動的所謂反修例運動，像
水一樣變形，後來目標轉向警員，現在又設法轉

移到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他們進行暴力

活動的目標不是宗教差異，而是政治，政治制
度，他們採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進行組織和發
動，不斷在爭取香港民眾支持參與，把民眾當作
向政府要價的籌碼。
當然，西方國家也有應對「新恐怖主義」的辦

法，比如，德國、美國、加拿大等國都有相應的法
律，要求示威者在遊行過程中不許蒙面戴口罩，德
國法律規定，在集會、遊行等公共聚會中，不可以
掩飾身份，不可以戴口罩，要讓警員能夠辨識，違
法者會被處一年監禁。在美國，人們上街戴口罩要
麼被視為恐怖分子，要麼被視為患有嚴重的傳染
病。人們會主動與你拉開距離，甚至還會產生一定
程度的排斥和警覺。因此，為了打擊「新恐怖主
義」，與國際很接軌的香港，可以在法律制定上
有所作為，比如禁止在遊行示威中戴口罩、
面具來掩飾身份。
總之，「新恐怖主義」在東方或

多或少都存在，但治理的辦法
還不到位，人們認識模
糊，這是值得高度
關注的。

自從暴徒暴力持續升級，癱瘓機
場、鐵路系統，濫用私刑、非法禁

錮內地旅客、記者，已與「和平理性非暴力」絕
緣，加上《逃犯條例》修訂早是壽終正寢，參與
示威人數因此大幅減少。近日網上流傳一段少女
求助錄音，她最初在師姐的金錢誘惑下參加機場
集會示威，卻被暴徒查手機、非禮並摔壞手機，
選擇退出卻被恐嚇向警方舉報其違法行為，故向
外求助。由此可見，這班恐怖分子失去支持者，
漸失民心，要採用威逼利誘的手段湊夠人數，充
撐場面。
錄音中的少女表明「去機場『發夢』照樣有錢

收」，所以沒多想便參與了，「去到機場，又要舉
牌，又要蒙眼，都預咗啦，因為始終收了別人錢
嘛」。然而到了收錢時，卻首次被要求查手機內
容，因表達了不願意，便被暴力禁錮，其間被男的
非禮、女的扯頭髮，手機被搶去查看私隱，在發現
一些不合意之內容後更不問情由地將其電話摔壞，

其師姐卻一直袖手旁觀。受害者恥與為伍，最終透
過訊息向師姐要求退出「發夢」，卻反被出賣、恐
嚇向警方公開其私人資料及參與違法活動，圖令其
前途盡毀。可見這群無恥之徒以威逼利誘的慣用伎
倆，把單純、無知的年輕人推入「火坑」，成為政
治角力中的犧牲品。
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是法治，對待不

法之徒亦只有法治，警察、法官、檢察官、律師是
法治社會的重要守護者，肩負維持社會治安、保障
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的責任，讓市民免於活在恐懼
之中，讓社會秩序重回正軌。我相信上述恐嚇事件
只屬冰山一角，受暴徒或其背後勢力脅迫的人可能
不計其數，我奉勸錄音片段中的受害少女，以及遇
到同樣暴力對待、恐嚇的受制者不要啞忍，勇敢站
出來向警方揭露這班無恥之徒的恐怖暴行，讓其受
到應有的法律制裁。
暴徒無法無天、肆意破壞，完全是早有預謀及

完整部署，所得到的示威資源、豐富資訊、宣傳支

援也是專業級的，背後力量的龐大不言而喻。特區
政府與警方必須嚴正執法，對所有違法暴行追究到
底，並揪出背後的惡勢力、策劃者及金主等，並將
不法之外國勢力驅逐出境。
促成香港兩個多月示威變成暴亂，終日人心惶

惶、無日安寧的另一幕後黑手相信是那些別有用心
的「黑心」媒體。他們利用手握的「第四權」，罔
顧傳媒應有的道德操守，放棄客觀持平、追求真相
的原則，胡亂發放內容偏頗、歪曲事實的新聞報
道，針對抹黑警方，誤導大眾，煽動更多人參與示
威，令暴力持續升級。在香港國際機場凌虐、禁錮
受害的內地旅客與《環球時報》記者時，有些香港
記者也在場，但卻袖手旁觀見死不救，更有傳媒將
在機場被暴民失控圍打之警員舉槍自衛的行為曲解
為濫用暴力，包庇那班早已失去常性的恐怖分子。
相信大部分香港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呼籲全港市民
團結一致，支持警方制止暴力，讓香港盡快回復法
治正軌。

香港人應勇於制止一切暴力施虐
胡曉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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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外圍環境不明朗及持續兩個
多月的衝擊事件所影響，香港的經

濟受到重創，政府將今年GDP增長預測由原本的
2%至3%降到0%至1%。為減輕市民的財政負
擔，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率一眾官員以實際行動推出
七大紓解民困措施，受惠對象涵蓋學生、基層、中
產以至N無人士等。一系列支援企業和減輕市民生
活負擔的措施涉及191億港元，相信將為經濟帶來
提振作用。
本會同仁對特區政府的一系列「撐企業．保就

業．紓民困」措施表示非常贊同，認為此舉回應了
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在今年七一回歸慶典上明確表示
政府日後工作將更加貼近民心民情民意，積極回應
社會大眾的所思所想所求之承諾，展現出特區政府
有決心和能力帶領香港走出困局。

在紓解民困方面，政府推出個人稅務減免、電
費補貼、幼稚園及中小學學費津貼、公屋租金豁免
及社會保障津貼等措施，均能夠針對性地令普羅市
民受益。稅項寬免由《財政預算案》建議的75%
提高至100%，可惠及約143萬名納稅人或企業，
當中約133萬人將因而不需交稅，所涉稅款達
18.4億元。上述各項措施皆有助減低巿民負擔，
猶如及時雨般紓解民困。

近期以來，無論是特首、財政司司長還是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都在不同的場合向大眾闡明當
下的經濟形勢之艱險，第二季度的GDP增長率已
為負0.3%，如第三季度未能取得正向增長，則香
港經濟進入技術性衰退。香港面對內外形勢嚴峻之
環境，本會同仁與眾多商界人士一樣，承受着經濟
下行帶來的巨大壓力，尤其中小企更是戰戰兢兢，

營商氣氛漸趨悲觀。陳茂波司長適時為兩個協助中
小企的專項基金額外注資各10億元，以及在「中
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開設新產品，並由政府提供
九成信貸擔保，均有助中小企業發展業務營運及開
拓新巿場。此外，政府又推出支援企業及紓困措
施，包括豁免27類政府收費，如豁免小販和食肆
牌費、旅行代理商牌費及旅館牌照費等。各項措施
皆有效協助中小企業解決燃眉之急，讓工商界仝人
感受到我們並非孤軍奮戰。
香港潮州商會充分體會到特區政府這種積極、

主動、務實的惠民措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
十周年之際，作為扎根香港百年的商會，我們誠摯
呼籲社會各界凝聚共識，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止暴制
亂；並希望各界放下爭端，團結一致，克服挑戰，
共渡難關。

政府及時紓困 港人共克時艱
林宣亮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

8月18日這一天，對深圳人而言，是自豪、鼓
舞、自信的一天，因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頒佈了
《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
的意見》（下簡稱「意見」）。「意見」給深圳的
評價是「充滿魅力、動力、活力、創新型的城
市」。所以，深圳要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
高目標」前進，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擴大開放
新格局，使更有利於更好實施粵港澳大灣區戰略，
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的新實踐，有利於率先探索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路徑，為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支撐。定位崇高、
寄望殷切、戰略重要，深圳經過40年涅槃的鳳凰
起飛，成為全國省市的典範和新希望了。

然而「8‧18」香港這一天呢？反對派吹噓為
「170萬人」在風雨中穿黑衣遊行，揮舞黑旗、呼
喚「港獨」、阻塞交通、商店閉門、一片惶恐，還
有一批暴徒要遊行到西環，再次衝擊中聯辦，挑釁
中央政府，破壞「一國兩制」，摧毁香港繁榮穩
定，甘當美國圍堵中國的馬前卒。香港與深圳比，
真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令人
扼腕、着急！
中央給深圳的戰略新定位是：高質發展高地，

在供給側改革、創新戰略推動、建設現代化經濟、
高質量發展社會體制，都走在全國前列。給深圳樹
立一個「民生幸福標杆」，優質均衡公共的服務體
系和覆蓋的社會保障，即幼有善育、學有優教、勞
有厚得、病有良醫、老有頤養、住有宜居、弱有眾
扶。中央給深圳規劃「三步走」發展為示範城市：
第一步，2025年躋身全球城市前列，研發投入強
度、產業創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軟實力大幅提
升，公共服務水平和生態環境質量達到國際先進水
平，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第二步，
2035年成為全國典範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世界
領先，建設成全球有影響力創新、創業、創意之
都，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城市典範。第三
步，2050年以更昂揚姿態屹立於世界先進城市之
林，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杆
城市。為了實現此目的，中央對深圳有「三决
策」：一、推進改革，促進開放；二、推動「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豐富「一國兩制」內涵；三、深
圳要為強國之路當排頭兵，民族復興的排頭兵。如
是，香港有輿論哀歎：香港被「拋棄了」……

不，香港不會被拋棄，香港的優勢仍在。國家
將港、澳列入珠三角九市「城市圈」，這是因為香

港本身已是國際金融、貿易、物流、航運中心，
她具備了金融、貿易國際經驗和人脈；她有與國
際接軌的完善法律體制；她有經驗豐富、視野廣
闊的金融、經貿人才；更有中、英文通用的與世
界融合、接軌的語文。總之，香港在打造粵港澳
大灣區既可當「超級聯繫人」作用，更可乘勢衝
破發展樽頸。
香港不是不思奮發，但反對派總是阻撓：1998

年董建華特首就決定研究發展創科產業作為經濟增
長新動力，但反對派總是阻撓，「創科園」和「創
科局」的設立，被拉布寸步難行；2009年港珠澳
大橋開工，公民黨唆擺目不識丁的朱婆婆提「司法
覆核」，使大橋拖延近十年才落成，成本增耗68
億元；國家提「十三五規劃」，為港澳乘搭國家發
展快車專立一章，公民黨又捏造香港「被計劃」謬
論進行阻撓；「西九高鐵」從提出到施工和落成，
被反對派阻撓近15年。今天，反對派在美國支
持、唆擺下藉「反修例」發動兩個多月暴亂，香港
的沉淪、落後，全由反對派政客和「港獨」暴徒
打、砸、燒造成。香港要自救，必須馬上止暴制
亂。國家在招手，中央在支持，深圳是榜樣，我們
怎可妄自菲薄！

深圳再上層樓 香港止暴自救
黃熾華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