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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衝嚇窒外商 港經濟陷內傷
私人消費逾十年來首呈跌幅 財爺警告：失業率或飆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明日結束在上海出
席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活
動後，晚上會轉往北京，翌日上午
將獲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會見，下午
則出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
（領導小組）第三次全體會議。特
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
權和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國基將
會隨行。

出席灣區領導小組會議
領導小組由韓正副總理擔任組

長，分別於去年8月及今年3月召開
第一次及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了
多項便利港人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發
展、就業和居住，以及加強大灣區
內人流、物流等方面便捷流通的措
施。這些措施包括在內地繳納個人
所得稅的計算方法、當地政府為境
外的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提供個人
所得稅稅負差額補貼、鼓勵港澳青
年到大灣區內地9市創新創業、支
持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參與廣東省
科技計劃、推動港澳居民來往內地
通行證便利化應用等等。
林鄭月娥將於本周四回港。她離港

期間，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署理行政
長官職務。

暴力衝擊持續至今近
5個月，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昨日透過網誌重
申，政府有信心、決心
及能力處理現時所面對

的「風暴」，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月
公佈的施政報告有多項進一步改善民生
的措施，官員未來會繼續走入社區與市
民對話，以掌握社會脈搏，解決長期積
壓的社會矛盾。
持續的暴力衝擊對市民日常生活構

成極大影響，張建宗昨日發表題為
《銳意處理社會深層次矛盾》的網
誌，指政府熱切期望社會回歸平靜，
重申現時的當務之急是停止暴力、恢
復秩序，「縱然局面嚴峻，政府有信
心、決心和能力處理這場風暴，努力
修補社會撕裂。」

張建宗：社福開支預算倍增
張建宗表示，政府以改善民生為施

政重點之一，指政府今個財政年度在

社會福利、教育、醫療衛生範疇的經
常開支預算超過2,500億元，佔整體經
常開支58%，當中單是社會福利範疇
的經常開支預算已經達843億元，較
2012至2013年時增加近一倍。
最新公佈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多項支

援家庭、鼓勵就業、愛護兒童、以及
保護民康的理念的新措施，張建宗解
釋，政府充分明白香港存在着房屋問
題、貧富懸殊，以及青年向上流動等
各種社會深層次矛盾，期望施政報告
的措施可以改善民生。
他透露，施政報告中不少新提出的改

善民生措施是吸納了社會各界及不同階

層人士的意見後制訂，以為弱勢社群提
供更全面、針對性和更到位的支援，形
容今年的施政報告為「由下而上，集思
廣益，務實積極及果斷」的施政報告。
張建宗又表示，政府亦明白到要解決目
前社會矛盾的重要性，指政府會邀請社
會領袖、專家和學者就社會深層次問題
進行獨立研究和檢討，並提出建議，並
表示行政長官及各司局長未來均會繼續
積極進行區訪，走入社區與市民對話，
聆聽市民的聲音，掌握社會脈搏。他指，
「風雨過後有彩虹」，呼籲市民與政府
一同以堅毅的精神攜手走出困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陳茂波上周出訪英國，與當地的政
界、金融監管機構、商界及創科

界人士會面，探討兩地進一步合作，但
不少與會者都反映對香港現時動盪情況
的關注，憂心事件何時才能平息，有人
已經因而取消訪港行程，甚至暫緩投資
計劃。

止暴恢復秩序 港仍具競爭力
除英國外，陳茂波上月訪問美國時同

樣面對當地商界提出類似關注，直言一
再發生的暴力事件已大大影響了投資信
心，但指兩地商界仍然期望在暴力衝擊
平息後繼續在港投資，「他們還是對在
香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投資機遇很感興
趣，並認為只要能恢復社會治安和秩
序，香港仍然具很強的競爭力。」
暴力衝擊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其實已經
反映在最新公佈的經濟數據上，據統計
處最新公佈，香港第三季的本地生產總
值按年呈2.9%的負增長，是自2009年
環球金融海嘯以來首次錄得按年跌幅，
若按季度作比較，更加已連續兩季呈負

數，由前季的負0.5%，顯著擴闊到上季
的負3.2%，顯示本港經濟已步入技術性
衰退。
陳茂波表示，除政府消費開支部分

外，所有外部及內部需求的主要組成部
分在第三季均錄得下跌，當中私人消費
更顯著下跌3.5%，是逾十年來首次呈按
年跌幅。
私人消費是本港經濟中佔比甚為重要

的一環，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超過三分
之二。陳茂波更強調，私人消費可牽動
就業市場的表現，「例如2003年沙士
疫情拖累經濟，本地生產總值雖然僅呈
單季度按年負增長（2003年第二季、
按年負增長0.6%），但由於私人消費
開支連跌六個季度，導致失業率曾急升
至 8.5%（2003 年第二季）的記錄高

位。」
陳茂波並指，類似情況亦出現在1998

至1999年度，當時本港私人消費開支連
續五季收縮，失業率在短短一年內由
3%急升至超過6%，若私人消費開支在
未來數季持續呈較大跌幅，勞動市場將
面對更大壓力。

料全年經濟呈負增長
除內在因素，中美貿易摩擦令環球經

濟動力逐步放緩亦為香港經濟發展帶來
隱憂，陳茂波指本港第三季貨品出口實
質按年跌7%。加上訪港旅遊業受近期
社會事件所重創，本港服務輸出大幅下
跌13.7%，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在第
三季更按年顯著下跌16.3%，跌幅較前
季擴闊了5.5個百分點，現時的投資情

緒極為低迷。
第三季經濟顯著轉弱已經抵消了上

半年的輕微增長，按年收縮了0.7%，
陳茂波指本港全年經濟增長0%至1%
的預測或要第二度下調，警告本港今
年全年經濟很大機會呈現負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暴徒近月多次破壞商店及公共設

施的行為令香港作為安全的商

貿、金融中心的國際形象受損。

剛出訪英國返港的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昨日在網誌透露，有當地商

界人士因為香港近日的動盪局勢

而暫緩在港投資計劃。他並警

告，持續的暴力破壞事件已經對

本地零售、餐飲及其他消費相關

行業構成極度沉重打擊，私人消

費下跌過往曾不只一次令本港失

業率在短時間內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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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修補撕裂 施政多招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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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Z■張建宗表

示，官員未
來會繼續走
入社區與市
民對話，以
掌握社會脈
搏。

張建宗
網誌圖片

■連月暴衝拖累本港經濟，陳茂波指本港第三季私人消費顯著下跌3.5%，是逾十年來首次呈按年跌幅，他警告過往曾在類似
情況下，失業率會在短期內急升。 資料圖片

■陳茂波與英國國會跨黨派中國事務小
組成員會面，簡介香港形勢的最新情
況。 陳茂波網誌圖片

■林鄭月娥明晚轉赴北京，翌日將獲韓正會見。圖
為她昨在南京參觀江北新區規劃展示館，聽取江北
新區發展的介紹。

區議會選舉在即，在不斷破壞建制派區
議員辦事處、威脅支持建制派議員的商
舖、選民後，煽暴派近日又以隱性暴力恐
嚇煽動針對長者選民，破壞選舉公平公
正。這種跡象更值得政府和社會各界高度
警惕，必須設法制止任何針對選舉的暴力
行為，確保區議會選舉的合法公平。

由於長者選民投票率一向較高且穩
定，大多數長者都支持香港保持法治安
定，不希望香港暴力氾濫、社會動盪不
安，因此煽暴派以隱性暴力針對長者，
藉以影響選舉結果，破壞選舉公平公
正。前蘋果日報記者、商台主播潘小濤
在其 facebook 教人用陰招，阻止長者投
票，一些煽暴網民處心積慮教唆針對長
者選民，包括投票日去老人院「拎走」
老人家身份證、讓長者「被外遊」、投
票日包圍老人院、誤導恐嚇長者等等，
剝奪長者選民投票權。

針對長者選民的隱性暴力包括：一是滋
擾院舍，煽暴派鼓吹在投票日包圍老人
院，阻撓老人院內的長者當日去投票；二
是誤導恐嚇，在老人院恐嚇老人投票有機
會坐幾年監，以及藉詞幫老人家申請政府
福利騙取長者身份證；三是聲稱替父母
「更新電話」而封鎖父母資訊，或以假裝
建制候選人單張去混亂長者選擇，甚至揚
言，父母若支持建制派候選人，日後永遠
不給家用，斷絕家庭關係；四是假扮關
懷，投票當日輪流「陪伴」老人家，或帶
他們出外遊玩一日；五是以兩日一夜團或

一日遊，投票日一車車送長者離港。煽暴
派上述五大陰招賤招，具有隱蔽性，難以
察覺防範，險惡堪比實質暴力。

煽暴派以隱性暴力恐嚇長者選民，破壞
選舉公平公正，已涉嫌違反《選舉（舞弊
及非法行為）條例》、《刑事訴訟程序條
例》、《刑事罪行條例》中的五宗罪，包
括舞弊行為、煽動罪等。

選舉公平與秩序面臨嚴峻挑戰，恐怖暴
力破壞不斷升級，全港各區有逾百間議員
辦事處遭暴徒嚴重破壞；亦有參選人、提
名人、支持者及助選義工，受到不同程度
的暴力恐嚇及威脅，已有多位參選人被黑
衣暴徒打傷，建制派參選人及義工連自身
安全、連免於恐懼的自由亦失去。當下社
區和網絡欺凌、暴力與謊言已佔領選舉環
境，各區的連儂牆成為恐怖走廊或成為進
行競選宣傳的地方，甚至連商舖張貼建制
派參選人的海報，都被暴徒恐嚇報復，商
舖為免受攻擊急急撤下海報，加上反對派
以隱性暴力恐嚇，選舉公平、公正受到的
破壞前所未有。

這次區選是香港開埠以來首次在大規模
暴亂期間進行的全港性選舉，不容暴力入
侵選舉，是廣大市民、選民的共同心聲，
政府必須正視破壞選舉公平的各種惡行，
選舉管理委員會、廉政公署必須主動執
法，嚴厲打擊恐嚇選民、干擾選舉的顯性
和隱性暴力言行，確保區選的競選和投票
能夠安全、公正、公平地進行。

警惕隱性暴力破壞選舉公平
新華社亞太總分社辦公大樓前日受到黑衣暴徒

打砸縱火，損毀嚴重，新華社昨日發表聲明，強
烈譴責暴徒的野蠻行徑，呼籲警方嚴肅調查事
件。新華社是國家通訊社，暴徒衝擊破壞新華社
亞太總分社和香港分社，暴露的是反對、仇視國
家的分離主義傾向，是毫不掩飾的「港獨」宣
示；同時，這種行為嚴重侵犯新聞自由，企圖製
造打壓不同意見的寒蟬效應，是對港人共同核心
價值的挑戰。廣大市民必須堅決抵制這種無法無
天的暴力惡行。

新華社是國家通訊社，新華社亞太總分社和香
港分社是新華社在香港設置的新聞機構，承擔重要
的新聞報道職責。暴徒衝擊破壞新華社在香港的分
支機構，明顯是要挑戰中央政府權威。正如內地
《環球時報》的評論所指，於1947年成立的新華
社香港分社「不是一家普通的新聞機構」，其在香
港回歸的過程中作出獨特貢獻，這些暴徒之所以在
新華社香港分社縱火，「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用
心非常險惡」，「新華社帶有象徵性意義，暴徒們
破壞新華社既是對香港法治的挑釁，也是對中央和
內地的挑釁」。

過去四個多月的事實一再證明，借反修例發動
的暴力運動根本是意圖顛覆「一國兩制」的顏色革
命，暴徒愈演愈烈的違法暴力行為，目的是散播仇
恨國家情緒、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給分離主義
和「港獨」張目。暴徒從打砸燒中資銀行、商戶，
圍堵中聯辦大樓，如今又破壞新華社駐香港的分支
機構，仇視國家的暴力不斷升級，更加反映這場暴
力運動反國家、謀「港獨」的本質。對於這種危害

國家安全、侮辱國家民族的暴
行，特區政府更應

依法制止，不能再任由黑衣暴徒胡作非為，衝擊
「一國兩制」和香港法治安定，否則「一國兩制」
難以成功落實，香港勢必永無寧日。

衝擊新華社駐香港的分支機構，也是對新聞自
由的野蠻襲擊，不僅突破法律底線，而且是要滅
聲，打壓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是赤裸裸地行使民
主霸權，也反映這場暴力運動打着爭取民主自由的
幌子，其實根本上最反民主、最壓制自由、最違反
普世價值。

根據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所有人都有自
由表達意見的權利。這個權利包括尋找、接收及傳
遞資訊和意見。此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亦有類似條文。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亦清楚
寫明美國不能通過任何法例妨礙新聞自由。香港同
樣擁有及享受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權利，而且是受本
港法律所保障。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訂明，
所有香港居民都享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及出版自
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有關保障
意見、維護新聞、出版及資訊發表自由的條文，亦
已包括在《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六條內。

但是，黑衣暴徒從毆打《環球時報》記者付國
豪、干擾香港無線電視新聞採訪，到如今暴力攻擊
新華社香港分社，其目的旨在製造強烈的恐怖信
號，容不得任何反對的聲音，所有愛國愛港、支持
警方止暴制亂的機構和人士，都會被打得頭破血
流，都難以免於暴力威脅。這是對言論自由、新聞
自由莫大的傷害。這種反民主、反文明的行徑，在
世界任何國家和地區都是不能接受的，特區政府和
廣大港人必須制止任何剝奪這些自由的暴行，堅決
捍衛香港擁有的各種自由，不負香港法治文明的美
譽。

國家尊嚴必須捍衛 新聞自由不容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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