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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挺「四行動」釋除市民疑慮
指特首展最大誠意建對話平台 冀《施政報告》利經濟民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日宣佈
「撤回」修訂《逃犯條例》等四
項行動。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
芬昨日出席商台節目時表示，自
己用很大努力才爭取到「橄欖
枝」，認為大家應該跳出所謂
「五大訴求」的框架。九龍東立
法會議員謝偉俊則直言，政府已
經「踏出第一步」，而兩名新成
員加入監警會，亦是向社會釋出
善意。
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梁美芬、謝

偉俊及反對派議員楊岳橋昨日出
席電台節目。經民聯立法會議員
梁美芬表示，政府在7月9日宣
佈修例工作已經「壽終正寢」，

實際上是和「撤回」沒有分別。
因此，現在說清楚是「撤回」並
不是所謂「轉軚」，而是回應了
部分認為「撤回」和「暫緩」有
區別的人。
她批評，本來6月15日特區政

府已宣佈暫緩條例修訂，惟反對
派議員並「不收貨」，反而刺激
人「跳落深淵」，進而導致事件
一發不可收拾，「（令）我哋好
嬲。」她強調：「是用咗好大嘅
努力先爭取到『橄欖枝』」，包
括曾以普通法說服內地專家和部
分政府人士，在報刊撰文講解法
例等。
她表示，過去一個月曾接觸不

少青年人，包括「示威者」、

「前線」及「勇武」。她接觸的
年輕人有人表示因朋輩壓力而不
能「說不」，但亦認為要有「橄
欖枝」。她又指，解決問題應該
要跳出「五大訴求」的框架，強
調現時談及爭取普選與政改屬不
現實。
對於政府宣佈撤回修例，謝

偉俊就直言，政府的回應即使
錯過最佳時機，也是踏出了第
一步，釋出了善意，尤其是香
港現在都「玩到夠」，相信絕
大部分市民不希望繼續「攬
炒」。
楊岳橋則稱，政府的讓步並不

足以說服市民，小修小補對解決
問題沒大幫助。

梁美芬籲跳出「五大訴求」框架

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前日正式宣佈撤
回《逃犯條例》修
訂，並提出四項建
議，希望可以為打

破困局行出一步，以對話代替
對立，為社會帶來改變。對
此，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昨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本
來《逃犯條例》的修訂沒有
錯，惟有人刻意妖魔化修例，
才導致今日之困局。他相信，
特首是根據社情，向社會釋出
善意，亦希望大家不要再執着
於「五大訴求」。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表示，《逃

犯條例》的修訂初衷沒有錯，沒
有違反基本法的原意，更不是什
麼「送中」，只不過有人刻意誤
導民眾，將整個修例工作妖魔
化，「哪怕是最好的因，未必能
夠達到最好的果。」他認為，法
律漏洞確實存在，不排除以後再
研究如何堵漏。
何君堯指出，從6月宣佈暫緩

修訂，到7月以「壽終正寢」形
容修例工作，都證明特首是根據
社會情況不去勉強推。而特首前
日之所以會專門說明條例「撤
回」，相信是根據社會問題、民
眾聲音進行的研判，沒有任何問
題，但就可惜「陳同佳案」無法

有效解決。
他續指，有關人等一開始反

《逃犯條例》修訂的目的已然達
到，亦希望民眾在看到特區政府
釋出的善意後，尤其是類似「民
陣」等團體、個人，不要再繼續
執着於「五大訴求」，「正所謂
得些好意須回手」。
何君堯強調，違法行為在法治

社會中必然要受到制裁，這是基
本原則。因此他亦奉勸年輕人不
要違法，「不要以為犯罪行為沒
人知道，亦不要以為毀掉閉路電
視就沒有證據，（有犯罪）實會
有找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何君堯：特首向社會釋善意
 &

陳勇：決定很大讓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指出，
正如很多人所說，特首這個決定已是很大的讓步，

背負着支持者很大的意見，就是為了能夠讓整件事盡快的
降溫回復秩序，這樣各方面才能夠有條件和平對話。如果
暴力人士、激進反對派仍持續破壞和升級暴力，溫和的反
對派又不割席，恐怕香港要繼續沉淪，反對派肯定將成為
香港的千古罪人，為大部分市民所唾棄。

蔡毅盼社會溝通覓出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蔡毅表示，
特首已經釋出了很大的誠意，希望構建溝通平台，希望社
會各界能夠理解、接受，並通過溝通尋找解決之道。他也
指，倘激進暴力分子仍不收手，說明他們的目的只是想搞
亂香港，破壞「一國兩制」，屆時特區政府可以考慮採取
任何法律手段止暴制亂。

王惠貞：入社區接地氣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

貞說，特首宣佈撤回條例草案，已是為對話搭建平台盡了
自己最大的努力。她認為，特首和所有司局長將走入社區
與市民對話，這是接地氣的做法，冀通過加深了解基層的
聲音，在新一份《施政報告》 中開展更有利經濟民生的
事。

陳清霞：真誠務實可行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陳清霞表示，特首的決定嚴格依據基
本法，對示威人士訴求的答覆合法合理合情，而提出進行
對話解決問題的四項行動，真誠務實可行。這充分表明了
對依法、理性解決示威訴求的立場，再次展現特區政府止
暴制亂、恢復秩序的決心，更加顯示對香港、對國家高度
負責的態度。她呼籲香港市民熱愛自己的城市，應擔負守
護愛護的責任。

專資會：證願承擔勇氣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表示尊重、支持特首撤回
修例，以緩和社會紛爭，亦避免進一步激化矛盾，顯示其
對香港和巿民的高度負責和願意承擔的勇氣。會長李鏡波
表示，冀特區政府是次撤回草案的決定，可平息各界紛
爭，讓社會回歸平靜。呼籲社會各界應摒除成見，為香港
長遠發展謀求最大福祉，攜手聚焦經濟民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前日提出四大行動，
包括宣佈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
案。但一眾縱暴派卻揚言「不收
貨」，繼續高喊「五大訴求，缺一不
可」，還進一步針對警隊執法權威。
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批評，現時縱暴派已經求仁得
仁，若仍然「賴賬」，拒絕放下暴
力，不讓社會重回正軌，就是刻意透
過暴力，達到自私的政治目的，過去
所稱的「五大訴求」只屬偽命題。
對於林鄭月娥的四大行動，民主

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揚言「不收
貨」，並形容林鄭月娥是「假讓
步，真鬥爭」，企圖分化市民。民
主黨胡志偉亦稱，林鄭月娥只是
「緩兵之計，買時間」，為武力鎮
壓鋪路。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就針對
警隊，聲稱就算加入兩名監警會成
員，只是「整色整水」，仍不能解
決警暴問題，強調監警會不能取代
獨立調查委員會。民陣召集人岑子
杰則揚言，仍會繼續舉辦遊行，提
出四大行動，只屬「公關遊戲」，
又稱「獨裁暴政的冷血無情，令到
爭取雙真普選的決心更加堅定」，
強調會繼續抗爭，直至「五大訴
求」全面得到落實為止云云。

拒絕收貨 反映志在亂港
對於縱暴派反應，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中律協創會會長陳曼琪指
出，過去兩個月，縱暴派一直堅稱
須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就
算特首表明草案已壽終正寢，「壽
終正寢較撤回，更加無彎轉」，但
仍然拒絕收貨，現在止暴制亂的大
原則下，決定「撤回」，可以說為
求仁得仁。縱暴派若仍然胡扯各種
藉口，拒絕接受的話，正好反映出
縱暴派千方百計搞亂社會，破壞
「一國兩制」，只為區議會及立法
會選舉鋪路，若不與暴力說不，其
所提什麼訴求，也只屬偽裝。
全國政協委員、新社聯會長梁志

祥表示，縱暴派在多場的衝擊活動
中，無論是主辦者或暴力示威人
士，都將撤回修訂草案掛在口邊，
就算一邊正在堵塞馬路、破壞公共
運輸系統及衝擊警方防線時，暴徒
也聲稱為撤回修訂草案而幹，既然
特首已宣佈撤回修例，縱暴派卻又
「扭扭擰擰」，亂找各種藉口，為
拒絕接受而開脫，此舉令人質疑縱
暴派，根本不想社會回歸平靜，反
而不斷搞亂，令社會愈亂愈好，從
而獲得某些利益，更證明縱暴派立
心不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特首林鄭月娥前

日宣佈正式撤回修訂《逃犯條例》草案，並推

出四項行動以解決香港當前困局。繼當天社會

各界人士紛紛表態支持後，昨日又有一批人士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對特首的做法表示尊

重、理解、接受和支持，認為此舉已經完全釋

除了市民的疑慮。他們還指，特首也展示了最

大的誠意，以構建對話溝通的平台。他們歡迎

特首和所有司局長落區聽取市民意見，冀能在

10月份的《施政報告》中開展更有利經濟民生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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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昨在記者會表示，前日宣佈的
撤回修例等四項行動是為對話提供一個基礎，
將和所有司局長走入社區與市民對話，並將建
立對話平台，聽取民意，不會偏聽。對話傾聽
民意、推動社會直面香港深層次問題，是打破
當前困局、帶來積極改變的重要一步。但有效
的對話，需要前提、原則和堅實的基礎，對話
的前提，是包括縱暴派在內的亂港勢力，要放
下所謂「五大訴求」的政治要挾，要放下暴力
衝擊的政治訛詐。對話要遵守的共同原則，就
是反暴力、守法治，這是當前香港民意的最大
公約數，也是對話應該秉持的共同基礎。因
此，政府要有止暴制亂的堅定行動，民意要更
加堅定地反對暴力，呼喚法治秩序，給亂港勢
力施加最大壓力令其收手，為理性對話打下堅
實基礎。

港府前日宣佈破困局向前行的四項行動，呼
籲以對話代替對立，獲得本港主流民意的支持
和積極回應。特首林鄭月娥昨再次表達了和所
有司局長一起落區直接聽取民意，與來自不同
階層、不同政治背景、不同立場的市民對話的
願望，認為香港長期積壓了許多深層次問題，
如房屋及土地供應、貧富懸殊、社會公義、青
年人機遇、公眾參與政府決策等，希望建立的
對話平台，可更深入直接探討這些問題，並會
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和學者就這些深層次問題
進行獨立研究和檢討，向政府提出建議。

構建對話平台、傾聽各方意見，推動社會直
面深層次問題，應該說是推動香港向前行的建

設性做法，值得各方積極回應、共同推
進。但包括縱暴派在內的亂港

勢 力 有 圖

謀、掀亂局、不收手，昨日再有暴徒實施破壞
坑口地鐵站設施、圍堵旺角警署等暴行，令社
會對目前是否適當時機推進對話存有疑慮。因
此，本港有必要對對話的前提、原則、基礎先
建立清楚的認知，才能以理性文明對話，推動
香港深層次問題解決。

目前香港民意的最大公約數，是反暴力、守法
治，因此，停暴力、復平靜、回正軌是對話的基
礎，沒有止暴制亂，對話無法有效開始。民建聯
主席李慧琼表示，要立即停止任何暴力衝擊，社
會與暴力割席，避免繼續破壞香港秩序，令經濟
問題雪上加霜。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現時
最重要的是止暴制亂及恢復秩序，社會各界應放
下歧見，共同努力結束持續近3個月的示威及動
亂。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表示，希望縱暴派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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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代表主流民意的意見
清楚表明，對話的前提，是放下任何政治性訴
求，停止以暴力衝擊來進行政治訛詐。只有拒絕
政治化要挾、拒絕單方面的非理性要求，才能冷
靜、理性、文明地認真探討本港深層次問題的表
徵、原因和出路。

因此，為推動對話，政府要清晰把握、繼續
堅持法治原則，包括堅持以監警會既有機制處
理警方執法問題的調查。政府未來要在止暴制
亂上有更堅定的行動，止暴制亂做得越好，對
話的基礎就越穩固扎實；另一方面，政府也要
實實在在全面建立多層次、多方式的對話平
台。為推動對話，民意必須更加堅定地反對暴
力、呼喚法治、呼喚秩序，以強大民意力量，
對包括縱暴派在內的亂港勢力施以最大的壓
力，讓他們收回暴力與政治要挾的黑手。

反暴力守法治是理性文明對話的基礎
持續近三個月的連串激進暴力運動，在

政府和警方持續打擊，民意強力反對下，
最新跡象顯示，暴徒的行動正在轉化為零
散的、針對特定群體主要是警隊的恐怖暴
力活動，而暴戾血腥程度更甚。特區政府
對於這種趨勢必須高度正視，賦予警隊更
大的執法授權空間，讓警隊做好有效防範
和遏制打擊的全盤計劃，嚴防本土恐怖主
義在香港生根，成為「風土病」噩夢。

在昨日警方的記者會上，警方通報了兩
宗令人驚愕的案件。一宗是北角一客貨車
上有男子以仿製手槍指嚇警員，並帶有兩
把約14厘米長的刀具。另一宗是在屯門一
架可疑車輛上檢獲鎚、鉗、螺絲批等，並
發現幾張印有警員個人資料的紙張，紙張
被製作成類似有屋出租的街招，藉此大量
散播仇視和傷害警員的信息。

警隊在過去三個月受到種種挑戰和壓
力，至今已有214名警員受傷，1800多名警
務人員及其家屬的個人資訊被「起底」。
儘管這樣，香港警隊在處理激進暴力活動
中依然保持專業和克制，使用了最低適度
的武力。近期的種種跡象顯示，在大規模
暴力受到警方打擊瓦解，廣大民意清晰抵
制之下，一小撮核心「勇武」暴徒的暴力
行徑，正開始轉化為零散的、主要針對警
務人員的恐怖暴戾行動。從早前葵涌警署
外休班警員被斬傷，到最近警方檢獲的武
器和仇恨宣傳單張，都有這種明顯的本土
恐怖主義特徵。

警察執法打擊暴力，自然成為暴徒的眼
中釘，過去近三個月來，各種針對警隊的

抹黑造謠、「起底」恐嚇、欺凌騷擾，從
未停止。策劃暴力行動的幕後操盤手一直
有計劃地煽動仇警，目的就是以針對警察
的恐怖暴力，除掉特區守護社會秩序的最
重要防線，這已是不折不扣的本土恐怖主
義的表現。種種苗頭顯示，暴徒正在策劃
一些獨狼式的血腥恐怖暴力，目的是在精
神上摧毀警方防線，實現其奪取特區管治
權的陰謀。

本來，香港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
一，發生恐怖襲擊的風險十分低。但經歷
連串激進暴力活動之後，暴徒的行為已遠
超文明社會底線，持續煽動仇恨，令本地
恐怖活動的風險比過往大為提升。特區政
府和警隊對此必須高度重視、積極研究，
為遏止這種趨勢做好全盤防範計劃。尤其
是現時警隊的執法權力和方式，似乎不足
以應對漸漸顯現的恐怖主義暴徒有組織、
有策劃的恐怖暴力行為，特區政府必須檢
視本地法例，探討賦予警隊更大的執法權
力和空間；各政府部門也要積極行動起
來，配合支持警隊的執法行動。

社會治安關係到每一位市民的生命安
全，無休止的暴力活動是所有人的共同敵
人，因此全社會必須行動起來，一同向暴
力說不，一同支持警隊強勢執法，為止暴
制亂發出最強大的呼聲。當前急務是吹響
香港社會的集結號，尤其是具有公權力的
機構，必須動員起來，以實際行動支持警
隊，讓警方在無後顧之憂下，完成
止暴制亂重任。

警惕暴力活動「變形」嚴防本土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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