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預警：全年經濟恐負增長
續推措施治標 籲同心制亂讓社會回復平靜方能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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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統計處在今年8月中公佈的本
地生產總值數字，2019年第二季按年

僅輕微增長0.5%，較上一季0.6%的增幅稍
慢。經季節性調整後按季比較，實質本地
生產總值在第一季擴張1.3%後，在第二季
下跌0.4%。政府經濟顧問當時形容，今年
上半年的經濟狀況是2009年衰退以來最
弱。

情況嚴峻 或技術性衰退
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預先估計數字將於明
日公佈，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
表示，若第三季相對第二季度增長出現負

數，連同第二季的負數，即反映本港經濟已
出現了技術性衰退，甚至全年都有可能出現
負增長，即未能達到已經調低的0%至1%的
正面增長，情況非常嚴峻。

籲立會速批200億撥款救急
她指出，特區政府會密切監察經濟下行情
況，不會等到財政預算案才公佈紓緩措施。
8月至10月，特區政府每月都公佈了「撐企
業、保就業」措施，目前總投入的額外撥款
已超過200億元，但原本預算案中沒有預留
這些款項，需要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才能
落實。

立法會在本月16日已經復會，林鄭月娥
呼籲立法會各黨派議員都以社會和市民的福
祉為依歸，盡快讓財務委員會或工務小組委
員會回復正常運作，審議政府提出的大量撥
款申請。
她續說，財委會已經批准了一個重大基建
項目，希望這一勢頭能持續下去，讓政府在
建造界、運輸物流界、旅遊界的紓困工作都
能夠順利開展。
林鄭月娥指出，業界對有針對性的紓困措

施有正面反應，並希望特區政府做得更多、
更好，特區政府對此完全理解，並將一如既
往地與業界保持密切聯繫，聆聽其反應意見

和情況，盡量動用政府資源來回應，並承諾
不會只推出三輪紓困措施就停止。
不過，她強調，「撐企業、保就業」只是
治標的工作，要治本，就必須盡快遏止暴
力，讓香港回復平靜，如特區政府出台支持
旅遊業的措施，包括補貼每間旅行社最高6
萬元，令旅行社能降低收費、導遊能保住工
作，但倘旅客因香港持續的亂局而選擇不來
香港旅遊，則旅遊業就不會出現根本性的好
轉。

盼各界挺政府警隊遏暴力
因此，特區政府的首要任務、也是所有香

港市民的共同願望，就是盡快停止暴力、回
復平靜。
林鄭月娥再次懇請社會各界支持特區政

府、支持警隊全力遏止暴力，不要再合理化
少數暴徒的暴行，甚至為暴徒提供任何繼續
在香港進行極端破壞行為的藉口。
她強調，在香港回復平靜後，特區政府還
有大量工作要做，將會推出提振香港經濟增
長的措施，包括海外推廣、增強與內地連
繫、增加香港的競爭力等，而特區政府內部
已經啟動相關工作，「希望這一天（回復平
靜）能更早到來，讓我們共同為香港的未來
再重新出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6月以

來的持續暴力衝擊行為，令香港各行各

業都遭受了嚴重打擊。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表示，倘明日公佈的香港第三季

本地生產總值預先估計數字，相對第二

季度增長出現負數，即表示本港經濟已

出現了技術性衰退，甚至全年都有可能

出現負增長，情況非常嚴峻。特區政府

會密切監察經濟下行情況，並預告將會

繼續推出紓困措施。不過，這只是治標

的工作，她呼籲全社會共同努力止暴制

亂，讓香港回復平靜，才能從根本上讓

香港經濟走出困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香港警隊一直
走在止暴制亂、捍衛法治的第一線，即使頻繁遭
攻擊和不實指控，也一直盡忠職守、維護市民的
生命財產安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強調，警
方4個多月的工作面臨着巨大壓力，特區政府一
定會立場堅定地支持警隊依法止暴制亂，並已要
求特區政府所有部門做好自己分內的工作，包括
清理路障、所謂的「連儂牆」等，齊心協力遏制
暴力。同時，特區政府將適時檢討私隱條例，以
應對起底問題。
林鄭月娥表示，4個多月來，香港正經歷回歸
以來最惡劣的治安狀況，幾百場示威、遊行、集
會，變成了暴徒肆意攻擊、使用暴力的藉口。儘
管如此，警隊仍然不斷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協助
一些和平集會、示威繼續進行。

立場堅定挺警止暴制亂
她續說，警隊一直站在止暴制亂的最前線，
警隊除了在執法過程中長期承受挑戰和壓力，更
一直遭受不實的指控和不公平的攻擊，為維護香

港治安付出了極大的努力，特區政府一定會立場
堅定地支持警隊依法止暴制亂。
林鄭月娥透露，曾多次探望警隊受傷同事，

並曾到警總、各區警署與警員交流，「我更加深
深感受到，除了我剛才形容的在前線要去抗暴、
要去維持治安、要去保障普通市民的生命安全的
那種工作壓力之外，還有來自家庭成員被起底、
被欺凌的那種擔心。」
她引述有前線警員懇切地向她說：「行政長

官，我們不怕流汗、我們不怕流血，但不要讓我
們流淚，每日我們都要擔心自己的子女、自己的
家人是否受到足夠的保護，人身是否安全。」

已囑各部門做好分內事
林鄭月娥強調，已要求政府所有部門要做好

自己分內工作、止暴制亂，如路政署需要清理路
障；建築署要加強警署和警務人員宿舍的保安；
食環署要清理一些所謂「連儂牆」等。這些並不
是「幫警察做」，而是每一個部門都有能力去做
止暴制亂的工作，整個政府將齊心協力共同遏止

暴力。
法院早前應律政司及警務處處長申請批出臨

時禁制令，以遏止起底警員的風氣，林鄭月娥被
問及為何臨時禁制令沒有同時禁止對記者、示威
者等其他人起底時指出，4個月以來，社交媒體
中的惡意起底與恐嚇，大多都是針對警員及其家
屬，以及支持特區政府和警隊的人士，至今已有
超過2,000名警員及其家屬遭起底，亦是不可否
認的事實。

警申臨禁令可解決起底
因此，她認為以申請臨時禁制令的方法來遏

止警員及家屬被起底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目前
並無有效的立法來處理這一問題，申請臨時禁制
令是解決起底的法律手段之一。特區政府將適時
檢討私隱條例，以應對有關問題。
被問及她早前是否曾與所謂的「勇武派」對

話，林鄭月娥表示，若「勇武派」是指用暴力衝
擊社會或破壞社會安寧者，特區政府沒有與他們
對話。

適時檢討私隱例 應對警眷遭起底
在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昨日
回應傳媒提問
近尾聲時，在
場的女副官陳

嘉怡突然暈倒，保安將其
扶離並帶到一旁休息，她
數分鐘後甦醒並自行上救
護車。事後，林鄭月娥向
陳嘉怡表示了慰問。
林鄭月娥在行會前會見

傳媒，提到警隊在逾4個月
的執法過程中承受的挑戰

和壓力，「現時大部分警
務人員，包括在禮賓府工
作的警務人員，每日當更
十多個小時，工作十分繁
重。」
在記者會即將結束時，

女副官陳嘉怡突然暈倒，
由在場保安將她扶起，並
帶到一旁休息。保安讓女
副官躺臥在地上，並向她
提供協助。她在幾分鐘後
甦醒，在保安攙扶下步行
離開特首辦大堂，自行上
救護車接受治療。
林鄭月娥當時正回答記

者提問，女副官暈倒時，
她曾轉頭向女副官方向望
去，隨後繼續回答。
特首辦在回應傳媒查詢

時表示，林鄭月娥當時不
知發生什麼事，事後亦有
慰問身體不適的女副官。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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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的副官在記者
會時暈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持續4個多月的暴亂，嚴重損害經濟民生。圖為大量商舖因暴徒堵路無法營業。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15歲學生陳彥霖，
上月被發現浮屍油塘海面，即使院方已
經公開16條閉路電視錄影片段，部分學
生仍質疑有疑點。院長王麗蓮昨日與學
生公開對話，卻演變成學生圍堵院長，
院長不適召救護車仍然被學生包圍，擾
攘多時才能離開。身為學子，竟然破壞
自己的校園、侮辱自己的師長，更阻礙
救護車離開，極度無理、冷血。四個多
月的違法暴力活動營造的社會氛圍，加
上個別大學校長向暴力低頭，已經令學
校進一步黑白顛倒，校園成為暴力溫
床。教育當局和校方必須有勇氣堅持明
辨是非，才是真正愛護學生；社會各界
必須齊心協力止暴制亂，才能匡正校風
師道。

15歲學生陳彥霖上月被發現浮屍於油
塘海面，令人痛心惋惜，事後警方及死
者母親均表示陳的死因無可疑。但偏偏
部分學生受校外政治勢力影響，藉此發
難，將陳的死描繪得疑點重重，從而影
射是警方的責任，用心險惡。事發至
今，即使院方已經公開16條閉路電視片
段，一些學生仍然不「收貨」，將院長
王麗蓮的對話會演變成圍堵，就連院長
身體感不適，欲登上救護車離開時，學
生仍繼續圍堵救護車。有黑衣人毁壞校
園的閉路電視，有人推倒校內圍板、鐵
欄，打爛玻璃，更有人在校園試圖縱
火。

學生本應尊師重道，但這批黑衣學
生，一副暴徒形象和口吻，不是保護而

是破壞自己的校園，行徑極度冷血。他
們三番四次不相信校方公開的閉路電視
片段和解釋，就連校方強烈要求死因庭
召開聆訊，他們仍然不滿意。不相信警
方、不相信死者父母、不相信校方、不
相信法庭，那麼他們要的到底是什麼真
相？

煽暴派、縱暴派長期歪曲事實、散播
謠言、敗壞風氣、蠱惑人心，鼓動對特
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不信任，鼓動學生
無底線抗爭，美其名曰什麼「公民抗
命」、「逆權運動」，導致這些暴徒學
生「抗爭」思維上腦。大學本來是傳道
授業之所，是大眾心目中神聖的地方。
但最近4個多月的暴力風波中，香港的一
些高校烏煙瘴氣，上演了圍堵師長、強
逼校方表態等種種鬧劇，將大學校園弄
得雞犬不寧。中大校長段崇智在毫無事
實根據的情況下向學生壓力屈服，附和
暴力學生譴責警方，顯示某些學校管理
層已失守堅守真相是非的底線，讓校園
風氣進一步變壞。

明辨是非才能止暴制亂，肩負教書育
人重任的教育界對此責無旁貸，絕不能
放任這種禮崩樂壞的情況持續下去，必
須勇於發出正義的呼聲、嚴肅校規、嚴
明師道，這才是真正的關愛學生，對學
生的未來負責。有民間團體昨日到政府
總部門外請願，促請教育局將政治趕出
校園，期待特區政府迅速採取行
動，讓正義回歸校園。

暴力歪風侵校園 明辨是非正校風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昨被裁定參選區議會

提名無效，成為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唯一未能「入
閘」的參選人。選舉主任依法 DQ 黃之鋒參選資
格，程序合規、理據充分、合理合法，再次嚴正表
明，區議會參選人必須真心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
特區，不容主張「港獨」的人進入建制架構。選舉
主任頂住壓力履行職責，值得讚揚。對一些已「入
閘」的、在是否真心擁護基本法上高度存疑的區議
會候選人，選舉當局要聽其言、觀其行，在整個選
舉期間做好監察，確保真心擁護基本法成為實質性
的當選要求。

《區議會選舉條例》清晰列明，參選人必須示明
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今年9
月高等法院在裁決周庭選舉呈請案判詞中，亦明確
確認，選舉主任有權力判斷參選人的政治立場，根
據參選人是否擁護基本法來決定其參選資格。此次
選舉主任蔡亮無懼泛暴派威嚇，頂住壓力，以詳盡
理據、公正程序裁定黃之鋒提名無效，顯示了充分
的擔當、膽識、責任。DQ黃之鋒參選資格再次彰
顯了特區政府的嚴正立場，即參選人必須真心擁護
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不容任何主張「港獨」的
人參選區議會。

此次選舉主任對黃之鋒不得「入閘」的裁定，依
足程序、合法合規、理據充分。選舉主任向黃之鋒
提出過三輪提問，問題直截了當，給予了黃之鋒合
理的機會去回應質疑，程序上合法合規。但黃之鋒
並未直接答覆，第三次更以前後矛盾的語言偽術來
為「入閘」作權宜之計的表態。「香港眾志」主張
以「公投」實現「自決香港前途」，而「公投」選
項包括「獨立」，顯示「香港眾志」是明顯違背基

本法的「港獨」組織，黃之鋒有份創
立「眾志」，2016年

起一直擔任秘書長，其立場與「眾志」一致，而且
黃之鋒在第三次回答選舉主任查詢時，明指在「公
投」等「一個不具實際約束力的民意表態的方式
下」，「香港獨立可作為民主自決的一個選項」，
顯示黃之鋒一直抱持的立場，就是「自決前途」，
包含以「港獨」作為選項，這明顯違反基本法。而
在行動上，黃之鋒一直推動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與「港獨」藝人何韻詩到美國國
會作證，並扭曲事實，詆毀香港。這一切皆反映，
黃之鋒是不折不扣的「港獨」分子，並非真心及真
誠地擁護基本法，選舉主任裁定黃之鋒不能「入
閘」完全合理合法。

黃之鋒在被DQ參選資格後氣急敗壞，罔顧事實
指責政府政治篩選和審查，要提出選舉呈請，而泛
暴派更指DQ黃之鋒給美國政府多一個理由加快通
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或「加辣」增大制裁
力度和重新考慮制裁名單等，再次充分暴露出他們
無視香港事務屬於中國內部事務、甘當美國棋子的
真面目。泛暴派揚言 DQ 事件會導致更多衝突發
生，而此前已有選舉主任收到死亡威嚇，需要安排
入住安全屋，特區政府和警隊要高度重視各種違法
暴力衝擊選舉的情況，確保區議會選舉的公平、公
正、安全。

區議會是香港特區的一級管治架構，真心擁護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是履行區議員職責的最基
本法律責任和必要條件。需要指出的是，已獲確認
參選資格的區議會參選人，有多人曾表達過「時代
革命、光復香港」等具有「港獨」意味的主張，這
些參選人面對選舉主任查詢時的回答，是為「入
閘」的權宜之計，還是真心擁護基本法？選舉當局
在整個選舉期間，都要密切監察他們的言行，不容
任何心口不一的人混入特區管治架構。

DQ黃之鋒參選資格程序合規理據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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