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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特首
林鄭月娥昨日正式宣佈撤回修例，並
推出四項行動以解決香港當前困局。
社界各界人士紛紛表態支持，認為政
府此舉是在釋出善意和誠意，希望香
港市民能夠理解，放下對立，盡早與
政府重啟理性對話，共同讓香港回歸
秩序。

蔡冠深：消除修例疑慮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

長蔡冠深表示支持特首的最新表態，
並指這彰顯特首和她的團隊對於止暴
制亂，令香港及早恢復秩序，重新出
發的最大誠意和擔當；同時特首亦有
逐一回應「五大訴求」，尤其是宣佈
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可從根
本上消除部分市民對修例的疑慮，令
香港社會的爭論熱點歸於平靜。

林建岳：各方放下對立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貿易發展局主

席林建岳說，特首提出四項行動，是
在平衡了社會不同因素的情況下全面
回應了示威者的「五大訴求」，進一
步釋出善意，希望各方人士放下對
立，展開建設性對話，就社會深層次
問題進行討論，尋找出路，帶動香港
社會重新聚焦解決經濟發展和社會民
生的根本問題。

余國春：攜手捍衛法治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

會長余國春指，行政長官在維護「一
國兩制」原則底線、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的重要關頭，再次回應示威者的
「五大訴求」，並提出了四項務實的
行動，為打破困局、聆聽各界聲音、
推動社會向前行指明了方向。希望與
社會各界攜手捍衛法治，重建社會秩
序。

吳良好：非對暴徒讓步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榮譽主席吳良好表示，撤回修例顯示
政府釋出最大善意和誠意，但這絕不
是對少數暴徒和幕後黑手的讓步。特
區政府堅決依法止暴制亂的態度不能
改變，中央和香港愛國愛港市民堅決
挫敗外部勢力和反中亂港勢力企圖搞
亂香港、奪取特區的管治權陰謀的決
心，更不能改變。

顏寶鈴：盡力修補撕裂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指，特首

撤回修例與推出四項行動是明智決
策，體現了特區政府求和平、謀穩定
的用心與誠意，相信能很大程度釋除
港人疑慮；冀社會各界及廣大市民能
夠接受並支持政府釋出的誠意，和平
對話交流，盡力修補社會撕裂。

李文俊：恢復社會秩序
全國政協委員李文俊對特首正式撤
回修例表示尊重及支持，相信特區政
府以香港整體利益為大前提，聆聽各

方意見，有助恢復社會秩序，化解矛
盾；冀社會各界能縮窄分歧，尋求共
識，以理性、和平、務實的態度展開
對話，同心走出困局，讓香港回復穩
定。

張學修：反對派勿生事
全國政協委員張學修表示理解和支

持特首的最新決定，認為政府此舉是
在釋出善意，是推動社會各界真誠溝
通、理性對話的表現，希望大家能感
受並理解政府的誠意，展開真誠溝
通，同時勸部分反對派中人不要得寸
進尺，再製造無謂紛爭。

林龍安：力建溝通平台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出入口商

會會長林龍安認為，特區政府此舉是
在進一步釋出善意，努力搭建溝通平
台，他希望至此種種破壞香港的事應
即時停止，大家亦應利用好特首及司
長落區的機會。

委員代表勸反對派勿得寸進尺
■李先生：目前香港

實在太亂，和平是最重
要，各方應平心靜氣，
透過對話來解決困局。
我一直認為「暫緩」修

訂條例其實已等於所謂撤回，不過我理
解政府如今正式撤回修例的決定，總之
市民能正常過生活便好了。

■王先生：我對修例細節並不太清
楚，但暴力行為卻必須停止，相信政府
也是為社會及市民着想才正式撤回修
例，如能讓暴力歇止便最好不過。
■陸小姐：現時香港已經太亂，我經
營的食肆近月生意
便跌了大半，常常
「夥計多過客」，

只希望社會不要再亂下去。我一直支持
政府的做法，也理解今次的決定，希望
講咗「撤回」那兩個字真的可讓社會回
復安寧吧。

■文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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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盼社會回復安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以及香港工業總會昨日先後發
表聲明，支持特首林鄭娥正式撤回修訂《逃犯條
例》的決定，相信此舉可有助紓緩社會氣氛，呼籲
社會各界早日重啟理性討論，化解當前矛盾。

釋疑慮緩和氣氛
香港中華總商會昨日發出聲明，就特首宣佈正式

撤回修例表示尊重及支持，並認為特首提出的四項
行動，可釋除市民對修例事宜的疑慮及緩和近期緊
張的社會氣氛，為推動社會各階層構建對話平台、
為解決當前本港面對的種種問題踏出重要一步。
中總期望特區政府以香港整體利益為大前提，

盡快展開溝通工作，也希望社會各界進行理性務
實討論，凝聚共識。中總將會支持特首和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 並支持警方對違法行為嚴正執法
保障市民大眾安全，讓社會回復和平理性與安
寧。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同樣在聲明中提到，理解和

支持特首正式撤回修例，認為有關決定是釋出善
意，為緩和社會氣氛邁出了重要一步；同時特區政
府亦就審視警隊在近月示威活動中的處理手法和部
署一事上，作出相應措施，進一步提升調查結果的
客觀性和權威性，正面回應了反修例人士的訴求，
希望能有助縮窄分歧，走出社會撕裂的困局。

冀合力展開對話
香港工業總會亦表示尊重特區政府最新決定，並
指當前面對經濟下行風險加大，商界特別是中小企
承受巨大壓力，同時影響就業和民生，期望社會各
界齊心合力，以理性、平和、務實態度展開對話，
縮窄分歧、尋求共識，讓香港回復穩定，再向前邁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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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暴派掀亂局 不收手有圖謀
建制批挑動暴亂毀民生 撤修例應復平靜回正軌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指出，有關公
佈「來得太遲」，但四項措施

和方向，將有助社會走出困局，呼籲
立即停止任何暴力衝擊，冀社會與暴
力割席，以免繼續破壞香港秩序，令
香港經濟問題雪上加霜，最終讓整個
香港社會受損害。

民建聯促解深層次矛盾
李慧琼強調，要盡快解決深層次矛

盾，例如土地供應不足、貧富差距、
安老及青年向上流等，冀特區政府能
採取成熟一項推一項的方式，而非只
是等待專家提出報告，以展示特區政
府大刀闊斧解決深層次矛盾的決心。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張國鈞表示，社會上就修例問題持不
同意見，特區政府的安排並非等同向
暴徒妥協，而是釋出希望構建溝通平
台的態度，為解決困局走前一步。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連月以
來，社會因為修例爭議出現嚴重內
耗，如繼續執着於字眼，對整個社會
都沒有好處，對於政府因應公眾有疑
慮而宣佈正式撤回修例，他表示理解
及同意。林健鋒又認為，現時最重要
是止暴制亂及恢復秩序，而特區政府
已釋出最大善意，期望透過真誠溝通
解決社會各項爭議，因此社會各界應
放下歧見，共同努力結束持續3個月
的示威及動亂。

經民聯盼結束示威動亂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指，對撤

回修例的安排表示歡迎。她並不認為
林鄭月娥有「轉軚」，因為特首早前
已說明了草案已「壽終正寢」，實際
上已等同撤回，現特首講清楚，完全
是一件好事。她估計，示威不會因此
馬上停止，但奉勸自稱「和理非」的

人能夠與暴力割席。

新民黨冀聚焦民生經濟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提到，歡迎有
關決定，四項行動將有助反對修例的
市民消一消怨氣，待10月立法會復
會後，由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按照既定
程序，在立法會上提出撤回，屆時就
可走完有關程序。她希望社會能夠回
歸平靜，集中精力處理民生及經濟等
問題。

自由黨籲縱暴派說公道話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認為，現時特
首釋出萬二分的誠意，提出撤回修訂

條例草案，希望縱暴派議員也出來說
句公道話，讓大家能夠重回平靜，集
中精神挽救被重創的經濟。他相信大
家都不想被拖入不歸路，「現時大家
已叫苦連天，若再拖落去，將出現失
業潮。」
「建制派六人組」立法會建築、測

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立法會議員、
監警會副主席謝偉銓表示，特首早已
承諾停止修例工作，現時宣佈正式撤
回修訂，他對此表示尊重及歡迎。他
亦歡迎特首委任林定國及余黎青萍擔
任監警會新委員，相信兩人的加入，
將有助監警會處理與修例風波相關的
調查及審視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提出

四項行動，包括正式撤回修例、監警會增加國際專家和新成

員、政府高官走入社區與市民對話，及獨立研究及檢討社會深

層次問題。多個政黨指出，縱暴派及暴徒一直要求特區政府撤

回修訂《逃犯條例》的草案，並藉此挑起連場暴亂，直接影響

民生，迫使全體市民承擔，現在特首宣佈撤回，大家應該歸於

平靜，重回正軌。否則只是實質存心搞亂社會，另有其他不可

告人的企圖。

■林鄭月娥提出正式撤回修例草案。市民在電視機前觀看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中美貿易摩擦升溫及本地示威暴力活
動持續，令前線中小企面對極大的營運
困難。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宣佈推出
進一步支援中小企業的措施，以降低企
業融資困難和營運壓力。政府積極主動
撐企業、救經濟、保就業，做法有效，
值得稱讚。不過最新的PMI數據顯示，
本港經濟景氣是2009年以來最差，企業
的困難在於沒有生意，特區政府宜多聯
同商會和業界，搞多些推廣活動，活躍
市場氣氛，振興消費。政府也要多向海
外解釋香港當前最新局勢，釋除外界擔
憂，爭取32個國家和地區盡快取消對港
的旅遊警示。

最新提出的措施主要集中在支援企業
渡過難關方面，包括為中小企提供最多
600萬元貸款，最長分五年歸還，以協助
中小企周轉；又容許參與「中小企融資
擔保計劃」的企業，可以先還息後還
本，延期後再分攤歸還。相關措施對企
業順利走過逆境，相信會有一定的幫
助。

但本港第二季GDP按年增長0.5%為10
年最差，最新公佈的8月份採購經理指數
（PMI）由 7 月份的 43.8 進一步下降至
40.8，顯示當前私營經濟的景氣度是
2009 年 2 月以來最差。面對中美貿易摩
擦持續，企業新接業務量銳減，調查顯
示近半數受訪者指來自中國內地的訂單
減少。持續三個月的連串暴力示威活動
令社會運作間歇癱瘓，對旅遊、酒店、

零售業影響尤其巨大，不少酒店都需要
放無薪假來降低成本。因此，香港社會
當前急務是止暴制亂，企業需要的是在
平穩安定的社會下找到新的生意。否
則，哪怕有低息貸款也僅屬「吊命」的
局面，不能令企業看到出路。

特區政府完全撤回逃犯條例修訂，進
一步釋出善意，市民無不期盼社會能馬
上回復安定。在這個前提下，特區政府
完全可以多主動作為，例如與本地各大
商會一起，多策劃舉辦一些活動、盛
事，提振市場氣氛；也要多到海外主動
宣傳香港，尤其是去對港發出旅遊警示
的國家和地區，解釋香港社會的最新局
勢，務求令外地在了解情況下盡快撤銷
對港旅遊警示。

香港是高度外向型經濟，十分依賴海
外市場對本港的信心。最新數據顯示，
本地的政治暴力運動導致商務旅客對香
港卻步，轉往鄰近的新加坡舉辦活動和
會議，令新加坡漁人得利，7月份的酒店
入住率創下 2005 年以來的新高，達到
93.8%。當地銀行更估計獅城在今次香港
反修例風波中可以大大得益。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在全球經濟發
展普遍疲弱的情況下，本港經濟實在承
受不了持續不斷的內耗。港人此刻必須
團結一致反暴力，讓社會回復正常。特
區政府要多主動做經濟發展的推動者，
務求讓本地經濟活動盡快回
復正軌。

支援措施撐企業 做好經濟推動者
特首林鄭月娥昨發表電視講話，提出打破目前香

港困局的四項行動，包括：保安局局長在立法會復
會後，按《議事規則》動議撤回條例草案；全力支
持監警會工作；特首和所有司局長走入社區與市民
對話；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及學者，就社會深層次
問題進行獨立研究及檢討。特首正式撤回修例，這
是修例法律程序的終結，其實亦是過去近三個月政
府的一貫立場，並不存在所謂的讓步問題；同時，
特首對所謂「五大訴求」的另外四項訴求，明確闡
述了不能接受的立場和理據，顯示了對法治、公義
原則的堅持，努力為展開社會理性對話創造條件。
但從縱暴派的初步反應看，暴力運動的策劃者、煽
動者、庇護者和核心參與者應該不會善罷甘休，他
們以癱瘓政府、奪取管治權為目標的暴力行動，還
會以各種形式持續，堅決反對暴力的鬥爭任重道
遠。只有在止暴制亂問題上達成社會共識，理性對
話才有堅實的基礎。

修訂《逃犯條例》是彰顯公義、完善香港法治的
必要之舉，修例的正當性不容置疑。由於縱暴派無
所不用其極地誤導、抹黑、恐嚇、施壓，令修例工
作被迫停止，縱暴派並藉機提出所謂「五大訴
求」，以此煽動持續暴力衝擊，意圖挑戰、癱瘓政
府管治。對這「五大訴求」，特首及政府已多次回
應。如對撤回修例，從6月15日林鄭特首召開記者
會宣佈「暫緩」修例工作，到6月16日新聞處聲明
指政府「已停止」立法工作，再到6月21日政府發
言人重申政府已「完全停止」修例工作、明年7月
「自動失效」，直到7月9日特首宣佈修例草案已
經「壽終正寢」。毫無疑問，不論措辭如何，政府

停止修例的立場是一貫的，此次宣佈正

式撤回修例，是依法走完法律程序，也可以說是向
社會上的疑慮者釋出誠意和善意。

同時，特首昨天再次解釋「五大訴求」的其他四
大訴求為何不能接受。包括：政府應按既定機制，
由專責的獨立監警會，處理警方執法行動的投訴，
而不應該另設獨立調查委員會，除邀請海外專家
外，特首已委任兩位新成員加入監警會，政府承諾
會認真跟進監警會提交報告建議；法律程序上不存
在暴動定性；法治社會不能接受不檢控、不追究違
法的人，律政司獨立決定檢控權力受基本法保障；
雙普選是基本法訂下的最終目標，社會需要在法理
基礎上，在平和及互信的氛圍下務實討論實現這目
標。應該說，這些解釋提綱挈領，同樣展現特首願
為推進理性對話，釋出善意和誠意。

特首已明確表示撤回修例，再次清楚講明對其他
訴求的態度和理據，照理說反修例暴力運動的基礎
已經不復存在，社會應進入停止暴力、恢復法治秩
序、重回發展正軌的階段。但縱暴派對特首的努
力，卻一如既往完全「不收貨」，不僅說「太遲了」、

「無意義」，更加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其
實，這應該是意料之內的縱暴派反應，因為如果他
們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反對修例，這場暴力運動早就
應該結束，甚至根本不會發生；他們昨天的反應再
次證明，他們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要通過暴力
行動，搞亂香港、癱瘓政府運作，進而奪取香港的
管治權，改變「一國兩制」的憲制秩序。正因為如
此，完全可以預見，暴力運動的幕後「大台」，不會
輕易放棄以暴力進行「政治恐嚇」、「政治要挾」。也
正因為如此，對暴力運動還會持續，應該有充分的
思想、心理準備，政府和社會各界齊心協力止暴制
亂，任重道遠，切不可有任何鬆懈。

修例法律程序終結 止暴制亂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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