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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責任編輯：常 樂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
子京）10月1日是舉國歡騰的國慶
日，一批暴徒卻在香港多區大肆破
壞、縱火、襲警及暴打市民，令許
多商戶不得不暫停營業。多個團體
發聲明，強烈譴責暴徒公然挑戰國
家主權和「一國兩制」底線的暴力
行為，並呼籲特區政府採取果斷措
施平息暴亂、警方嚴正執法及市民
應與暴力割席，讓香港回復和平理
性與安寧。

友協：嚴重傷害14億人感情
香港友好協進會批評極惡劣暴徒的
連串暴行，包括多次塗污、燒毀國
旗，「這是公然挑戰國家主權和『一
國兩制』底線的暴力行為，嚴重傷害
14億中華兒女感情！」
該會強烈要求特區政府採取果斷措

施，迅速止暴制亂，嚴懲暴徒及幕後
黑手，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維護法治
尊嚴和社會安定。

港僑聯：挑戰「一國兩制」底線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發出嚴正聲明，

批評暴徒前日的暴行是公然挑戰國家
主權和「一國兩制」底線，嚴重危害
社會安寧，對此予以最強烈譴責。
聯會強調，絕不能讓暴力行為損害

香港的法治、破壞香港社會穩定。聯
會堅定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強烈要求特區政府採取果斷措
施，迅速止暴制亂，嚴懲暴徒及幕後
黑手，盡快恢復社會秩序，還香港市
民一個安居樂業的家園。

統促會港總會：暴行喪心病狂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昨

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暴力分子完
全喪失理智，其極端暴力行為喪心
病狂，與恐怖分子無異，已嚴重破
壞香港的社會秩序。該會呼籲社會
各界認清暴徒及其幕後黑手破壞香
港的真正面目，堅決反對和抵制暴
力行為，並同心支持特區政府和警
方嚴正執法，止暴制亂，讓社會盡
快恢復正常秩序。
新界各界強烈譴責暴徒目無法紀，

危害社會必然要付出代價和後果，而
暴徒大肆損壞國旗及國慶宣傳品，是
惡意挑釁國家民族尊嚴及全國人民的
感情，其目的正是要破壞「一國兩
制」，他們給予最嚴厲的譴責，並呼
籲全港市民向暴力說「不」，同時堅
定支持警方、各政府執法部門及司法
機構依法懲治暴徒，保障市民的生命
財產安全。

專資會籲民向暴力說不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重

申，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和警隊依法嚴
懲違法暴力行為，以保障廣大市民的
生命財產安全。
該會支持警方以保護市民為大前

提，對暴力行為嚴正執法，並呼籲廣
大市民齊心協力向暴力說不，透過和
平理性的對話方式，解決現時香港面
臨的種種問題，盡快讓社會回歸平
靜。
香港數十個婦女團體聯合發表聲

明，批評有無恥政棍，以「人多更
安全」煽動更多的示威者非法遊
行，造成恐襲處處，民眾安全岌岌
可危。他們要求特區政府嚴肅追究
挑動非法上街遊行的法律責任；制
定反蒙面法等系列緊急法規。教育
局要嚴令學校緊守保護青少年學生
的責任，全港家長更要關心、守
護、勸阻子女遠離危險和暴力，並
支持警員採取合適的武力保護自
己，及將暴徒繩之以法，盡快止暴
制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暴
徒前日的激進暴行，令香港社會受到
嚴重破壞。香港各大主要商會均發聲
明嚴厲譴責暴徒日前的暴行與恐怖分
子無異，不單威脅市民性命財產，更
危害數以千計中小企業和普羅市民的
生計，危害香港來之不易的營商環境
和國際聲譽。他們要求特區政府採取
一切必要措施止暴制亂，並支持警方
嚴正執法，緝拿暴徒歸案。

蔡冠深籲止暴 對話代對抗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指出，
近月社會爭議已嚴重影響香港正常運
作，加上環球政經局勢不明朗因素，
香港正面對嚴峻的內憂外患挑戰。他
呼籲必須停止暴力，以對話取代對
抗，為當前香港社會面對的種種問題
進行理性務實討論，共謀出路。

袁武籲艱難時期團結一致

該會副會長袁武則表示，社會各界
必須堅定地與所有暴力行為劃清界
線，並呼籲工商及社會各界在這個艱
難時期要團結一致，又重申支持行政
長官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讓香港回
復和平理性與安寧。

總商會：損港國際金融聲譽
香港總商會指，不少商舖、食肆和

企業前日成為極端激進分子的攻擊目
標，遭大肆破壞，數以千家商店被迫
關門，令香港陷入一片混亂。
該會批評暴徒罔顧法紀，不但損

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更
危害數以千計中小企業和普羅市民的
生計，並呼籲各方保持克制，停下來
想想什麼才是對社會未來最好的方
案，對暴力說不以及展開和平對
話。

廠商會：「暴力抗爭」不可取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指，國慶當天
不少商場店舖因為擔心激進活動而被
迫關門，令商戶損失慘重。該會強
調，香港的問題必須要以理性及合法
的方式解決，「暴力抗爭」絕不可
取，惡性循環更會令警民雙方陷入極
之危險的境地，呼籲市民與暴力割
席。

中出商會：超文明法治底線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強烈譴責暴徒超

越文明社會和法治的底線的暴行，進一
步威脅市民性命財產，更危害香港來之
不易的營商環境和國際聲譽，希望特區
政府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止暴制亂，並支
持警方嚴正執法，緝拿暴徒歸案。

地建會：嚴重破壞社會安寧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批評，暴徒大肆

破壞公共設施、政府機構，甚至肆意
損毀商舖，襲擊警察，已嚴重破壞社

會安寧和法治，挑戰「一國兩制」的
原則和底線。該會支持特區政府和警
隊嚴正執法，止暴制亂。

工總：暴行令市場雪上加霜
香港工業總會指，香港目前已面對

經濟下行壓力，若暴力或破壞社會秩
序的行為持續，只會令疲弱的市場雪
上加霜，更加有損國際城市形象。法
治是香港的成功基石，工總促請和支
持特區政府主動採取合法措施，停止
亂局，保障港人生命和財產。

盧錦欽：影響商戶市民生計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盧錦欽指出，

近期的社會事件，已令香港工商界受
到嚴重影響，並重創香港國際形象，
零售、餐飲、旅遊等行業飽受打擊，
「情況如果再持續下去，必將不利於
香港的繁榮穩定與經濟發展，繼而影
響到大部分商戶和市民的生計。」

團體紛發聲明 促政府果斷制亂

主要商會譴責暴徒如恐怖分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鼓吹「港獨」的一

批暴徒前日肆意破壞，矛頭直指在港的中資中企。多
個中資中企發表聲明，強調守護法治、維護金融穩定
關乎香港的未來發展，關乎廣大市民、工商企業的切
身利益，呼籲社會各界同心協力，堅定維護法紀，反
對暴力行為。

中企協：暴徒毀營商環境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在聲明中強調，駐港中資企業植

根香港，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參與者，是香港社會
和諧穩定的堅定支持者，暴徒有目的、有計劃地攻擊
中資企業營業場地，塗污大門和外牆，破壞防護設
施，砸毀服務設備，嚴重破壞和衝擊社會秩序，干擾
企業正常經營，是對營商環境的最大破壞。
中企協會對這些激進暴力分子予以最強烈的譴責，

促請警方和特區政府，嚴厲執法，將暴徒捉拿歸案，
並促請香港特區的司法機構，依法嚴懲暴徒，絕不能
姑息。

中資銀行協批踐踏香港法紀
香港中資銀行業協會對部分會員銀行遭受暴力破壞表
示強烈譴責，批評有關行為嚴重踐踏香港法紀，干擾
銀行正常運作，損害廣大市民和客戶的根本利益，損
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形象。金融銀行業是香港的支柱
產業和發展動力。守護法治、維護金融穩定關乎香港
的未來發展，關乎廣大市民、工商企業的切身利益，呼
籲社會各界同心協力，堅定維護法紀，反對暴力行為。

中銀工行建行保留法律追究權
中銀香港部分分行及自助設備遭受嚴重破壞。中銀香港發出
聲明，對暴徒違法暴力行為表示極度憤慨並予以強烈譴責，並
表示已就事件報警，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部分分行及自助設備遭受惡意

破壞，該行予以強烈譴責，並就分行設備受損事件保留追究法律
責任的權利，又強調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嚴正執法，維護香港
法治，並呼籲各界攜手恢復社會安定和諧，共創香港美好未來。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有人破壞該行部分

分行及自動櫃員機，並已就事件報警，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
利。持續不斷的社會動盪對本地經濟造成嚴重衝擊，唯有盡快恢
復秩序，才能確保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福祉。建行（亞洲）呼
籲社會各界合力遏止暴力，共同守護香港這個美好家園。

中旅盼沿法治軌道解決問題
香港中國旅遊集團發表聲明，指香港中國旅行社位於荃灣和
屯門的服務門市被無端攻擊，遭受破壞，嚴重影響了對市民的
服務，集團對此表示極大憤慨和強烈譴責。他們希望香港社會
保持冷靜理智，沿法治軌道解決問題，並呼籲社會各界與廣大
市民共同攜手，盡快恢復社會秩序，「讓香港幾代人胼手胝足
共同創造的東方之珠重現光彩！讓香港在祖國的大家庭中共建
和諧與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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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國慶日，本港發生數月來最血腥、最激烈的
暴力衝突，黑衣暴徒不但攻擊警員、襲擊不同政見
市民、破壞公共設施之外，更大肆破壞中資企業及
有中資背景、建制背景的商舖。一位老友十分惱怒，
他一語道破：「暴徒向中資企業落手，說白了就是
『仇中』思想作祟。這些人仇視自己的國家，將中
資企業投資建設香港歪曲為『控制香港』，已『仇
中』到神智失常、語無倫次的地步。」

在10月1日的暴亂中，被襲擊的除了
中國旅行社、中銀香港等

在香港扎根多年、真誠服務港人的國企之外，不少
內地民企在港分店或有建制派中人參股的店舖亦不
能倖免。老友指出：「這場暴力運動的波及面愈來
愈大，完全背離所謂『反修例』的出發點。針對中
資企業、建制派的企業，充分暴露暴徒仇恨國家的
陰暗心態，借破壞這些企業的店舖，發洩對國家的
不滿和仇恨。不可否認，香港的確有少數人，長期
仇視國家，例如肥佬黎、漢奸李之流，有些人回歸
前就存在，回歸後更繼續在政界、教育界、傳媒界
等煽動、散播『仇中』思想，荼毒年輕人，最近的
『反修例』事件更引爆這種情緒，企圖掀起反中禍
港的惡浪。」
本港近年亦存在一種謬論，指內地企業來港經營

是為了「控制香港」，老友指出：「是控制還是貢
獻，完全視乎看的人是敵意還是善意。香港的

食水、電力、食品大部分長期靠內地供應，保障香
港經濟民生的穩定；現在本港金融、電信，甚至房
地產都有內地企業，這是國家不斷發展進步的體現，
內企借香港這個平台『走出去』，也造就了香港的
繁榮。其實不只香港，全世界包括美國、歐洲、東
南亞的市場，中國企業都在積極開拓投資，也受到
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歡迎。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世
界各國各地爭相吸引中國的投資，香港如果用『有
色眼睛』看待中資，甚至以暴力相待，這不是倒香
港的米嗎？」
老友繼續話：「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斷鞏

固提升，最新數據更指港股市值已經超越日本，位
列全球第三。而香港股市中，內地公司股票交易額
超過七成，這難道不是國家對香港的支持？那些散
播『仇中』謬論的人，心理扭曲，亦是

所謂『攬炒』心態的根源。」
剛過去的國慶日，內地訪港旅客下跌六成，老友

說：「那些『仇中』的人是不是『求仁得仁』了？
但幾多商舖、市民無工開、生計大受影響，他們知
道嗎？在乎嗎？難道『仇中』連市民的基本生活、
死活都不管了？就可以打爛別人的飯碗？這是政治
偏見蒙蔽理
智、上腦失心
瘋。既然『仇
中』，不如離
開中國、離開
香港，不要再
反中亂港、累
人累物。」

向中資企業施毒手 「仇中」神智失常

入境處昨日公佈國慶日內地旅客入境數
字，當中羅湖入境人次少了10萬，佔

了減少人次的三分一，按年跌 56%至
77,702人次；落馬洲支線及深圳灣分別減少
53%及60%至48,116人次及不足4萬人次。
兩大去年啟用的基建方面，高鐵西九龍站入
境人次由去年9月底通車後首個國慶日的
59,245人次降至24,301人次；至於經歷首
個國慶日的港珠澳大橋亦僅得21,325人次
入境，連同出境亦不足3.6萬人次，較去年
通車首月日均6.9萬人次出入境少了48%。

單月蒸發87億 首飾等跌47.4%
政府統計處數字顯示，8月份的零售業

總銷貨臨時估值僅294億元，按年大跌
23%，即單月蒸發87億元，較亞洲金融風
暴期間更差。事實上，香港旅發局早前公
佈，8月份有359萬訪港人次，按年大跌
39.1%，當中內地旅客的跌幅更多達
42.3%；兩者的跌幅均較7月份的4.8%及

5.5%明顯擴大。
按零售商主要類別計算，8月份銷貨值

錄得最大按年跌幅的三大重災區為珠寶首
飾、鐘錶及名貴禮物 (47.4% )；服裝
(33.4%)；和藥物及化妝品(30%)。政府發
言人表示，8月份零售業銷售急跌除了由
於經濟狀況欠佳令消費情緒疲弱外，亦主
要反映本地社會事件對訪港旅遊業及與消
費相關的活動構成的嚴重干擾。由於經濟
前景轉差和涉及暴力的示威活動繼續拖累
消費情緒及訪港旅遊業，零售業銷售在短
期內料會持續低迷。

市面如死城 未見復甦曙光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邱安儀表示，

暑假理應是零售業旺季，零售業銷貨額的
基數亦因而較大，但持續多月的暴力衝擊
不單令訪港旅客減少，亦減低市民的消費
意慾。在剛過去的國慶假期，市面如同死
城，有化妝品連鎖店全線關門；繼續營業

的商戶亦要提早關門，營業額只及平日的
10%至20%，估計整個十一黃金周的零售
業銷貨額總值按年暴跌一半以上。
由於暴力衝擊持續，謝邱安儀直言現階

段未見零售業有復甦的曙光，亦不知道業

界現時面對的困境是否已經處於最谷底，
「是否處於谷底視乎社會運動的暴力程
度，之前商戶只是在遊行期間不能營業，
在暴力持續升溫下，有商場早已決定關
門，商戶沒有是否營業的選擇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暴力衝擊至

今持續近4個月，令訪港旅客卻步，市民

消費意慾亦大受影響，旅遊業、零售業遭

逢堪比「沙士」時期的「寒冬」。入境處

昨日公佈，國慶日15個管制區共有54.44

萬人次進出香港，斷崖式按年跌45%，其

中入境人次按年跌一半至32.6萬，出境人

次亦按年跌35%至21.7萬。政府統計處昨

日發表的數字亦顯示，8月份的零售業總

銷貨臨時估值僅 294 億元，按年大跌

23%，是有記錄以來最大的單月按年跌

幅，當中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成重

災區跌47.4%，業界估計整個十一黃金周

的零售業銷貨額總值按年暴跌一半以上。

■國慶日尖沙咀栢麗購物大道商戶，恐受暴徒衝擊紛紛關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