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明日就是區議會投票日，香
港社會各界都呼籲市民以手中的一票，趕走
泛暴派候選人，向黑色暴力說「不」，讓香
港回復和諧、穩定，市民能安居樂業。

容永祺：選真心為港議員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專業

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創會會長容永祺：這
5個月以來，香港暴力不斷升溫，更由街頭
蔓延至校園，不少年輕人及學生爭相仿效。

他們以為自己為港追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殊不知是在一手摧毀香港固有的核心價值。
可嘆不少議員及社會人士對這等暴力行為
視而不見，從沒譴責勸化，令情況變本加
厲。在此呼籲大家於11月24日踴躍投票，
用手中的一票，選出真心為港的議員，齊
心向暴力說「不」。

黃永光：為美好明天投票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主席黃永

光：扎根香港數十載，建設美好家園是我
們的天職。但5個多月來，眼見香港這個
美好城市的社會設施不斷被破壞，滿目瘡
痍。
他相信每個熱愛香港的人都很痛心揪心。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為了香港的美好家園，
為了廣大市民的安居樂業，各界朋友應團結
起來，反暴力，護法治，保家園。請站出來，
為您為我為大家，為香港，為美好明天，投
莊嚴的一票。

張華峰：暴徒當選無寧日

全國政協委員張華峰：我深信廣大選民的
眼睛是雪亮的，只要能夠確保明日的選舉安
全有序地舉行，我深信他們一定會發揮手上
一票的作用，作出他們適當的選擇。
我呼籲各位熱愛和平、希望香港繼續繁

榮穩定的人士，要盡公民責任踴躍出來投
票，要選出真正為市民做事的人，要認清
誰是破壞分子，用選票懲罰他們，向暴力

說「不」，不可以讓他們當選進入議會，
否則香港就會永無寧日。

樓家強：以選票重建和諧
全國政協委員樓家強：過去幾個月，香

港出現前所未有的亂局，明顯是有人想破
壞香港政制，有人想以反對派的勢力控制
香港社會，令香港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甚至
倒退，打擊「一國兩制」。市民對於這種
狀況，最有效的辦法，是好好利用選民的
權益，以手上的一票集氣集力，與社會暴
亂及亂港力量抗衡。
11月24日是非常重要的日子，選民必須

以投票道出愛香港、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的真相，以選票重建香港和諧。

各界籲票踢泛暴派 向黑暴說「不」

黑魔肆虐 旅遊零售餐飲「乞食」
市民怕出街消費 譚耀宗冀政府止亂振經濟

梁芳遠：旅業收入減九成

工聯會旅遊聯業委員會副主席梁芳遠：旅
遊業現時的情況就快要「乞食」啦！旅遊業
從業員整體有過萬人，但現在有團帶的不足
200人，很多人被迫放無薪假，即使有團
帶，亦不是日日有工開，可能是一星期一次
或一次接送，人工約250元至300元，除去
交通飲食其實就等於零。從業員的收入沒有
了九成，好多人都要靠信用卡借貸度日，這
是一個無底洞，不知何時才可走出來，我覺
得好心痛卻欲助無從。

郭宏興：400間食肆結業

飲食業職工總會主席郭宏興：飲食業簡直
是受影響的重災區，不單有400間食肆結
業，更有很多是老闆選擇走路。沒有結業
的，員工開工率亦不足，因為食肆現時9時
就收工。臨近過年和聖誕節，如果到時都未
能恢復市道，就會出現周期性問題，結業潮
湧現。我希望香港平亂後，繼續繁榮下去。

茶餐廳員工失業難謀新職
前銅鑼灣茶餐廳員工阿麗：茶餐廳在修例

風波前仍算旺，但6月開始生意轉差，生意
額不足三成，業主又不肯減租，令茶餐廳因
捱不住而在上月結業。我有再嘗試搵工做，
但年紀大，都有50歲，面試過好多工都不成

功，想報讀課程進修亦不適合，因為課程最
低資格要中三畢業，因此我只有護理或普通
保安適用。我有一個家庭和房租要負擔，我
感到很徬徨，不知出路在何方。
零售及批發從業員協會理事長蔡宗建：零

售業失去黃金周，生意額下跌，如果到年尾
生意都是這樣，隨時都會結業。我們這行業
有部分員工是行時薪制，但現在好多人是10
點上班，未到2點已下班，工資只有幾千
元。

蔡宗建：零售業開工不足
有單親家庭向我訴苦，說她原本一個月工

資有15,000元，現時收入降至八九千元，在
支付劏房房租及水電費後，只剩三四千元使
用，令到她連湯都不敢煲，根本不知如何生
活。我希望香港盡快恢復秩序，讓遊客來港
消費，重新帶動經濟。

點心師傅嘆爆減薪停職潮
點心師傅黃生：我們點心師傅本身工作已經

夠辛苦，工資亦不高，現時更要每人減薪
1,000元，可想工人是非常艱辛。之前觀塘有
商場受到破壞，一些酒樓就以裝修的名義要員
工停職，好多職員都對前景感到迷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黑衣魔肆虐，全港打工仔均身受其害，有人

甚至手停口停。同舟人基金昨日聯同工聯會舉行座談會，5名來自各行各業的

有關人員會上現身說法，訴說他們業界受黑色暴力影響的慘況：飲食業有400

間食肆結業、旅遊業從業員中仍然有團帶的不足200人、零售業失去黃金

周，生意額下跌，隨時都會結業。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現時根本的問

題是要馬上停止動亂，市民才能恢復信心，敢出街消費，去帶動經濟，民間

支援只是表達互相關懷的精神，希望特區政府採取必要措施，止暴制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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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人基金聯同工聯會舉行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
好）修例風波持續五個多月，
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旅遊、
飲食及酒店業更是重災區。在
同舟人基金聯同工聯會昨日舉
行的座談會上，基金發起人、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透露，基
金目前約募集得1,000萬元，
未來有可能會透過個案申請，
以解各行各業的燃眉之急。
譚耀宗在座談會上表示，同

舟人基金目前約募集得1,000
萬元，初步會向旅遊聯業工會
聯會捐贈10萬港元，其餘資金
將今後再議，有可能會透過個
案申請，通過工會去研究及幫
助如何解各行各業燃眉之急。
僱員再培訓局亦可以採取措施
去幫助，給予培訓津貼。
他強調，現在的根本問題是要

馬上停止動亂，市民才能恢復信
心，敢出街消費，去帶動經濟，
民間支援只是表達互相關懷的精
神，希望特區政府有措施去止暴

制亂。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亦表示，

基金把同舟共濟、團結互助的
獅子山精神發揚光大，協助香
港社會渡過難關，但現在最根
本的問題是要馬上停止動亂，
市民才能恢復信心，敢出街消
費去帶動經濟，民間支援只是
表達互相關懷的精神，希望特
區政府有措施去止暴制亂。

民間支援現互相關懷
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指

出，根據特區政府的數據，
酒店業10月第一個星期入住
率按年下跌 40%，而他接觸
過酒店業界後，發現有些更
跌至 60%至 70%，遠高於旅
客下跌率。
他表示，個人、家庭及中小微
企等在這場修例風波中影響甚
深，因此同舟人基金會考慮透過
個案式的資助，希望能研究得更
為細緻，支持他們渡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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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服務業從業員訴說慘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旅遊業、零售業受持續暴力示威，經營情況不理想。 資料圖片

70歲的食環署外判清潔工羅伯，早前被
黑衣魔用磚頭擊中頭部身亡，是修例風波
以來本港首起無辜市民受襲死亡案件。羅
伯的兒子昨日來港處理父親後事，講述羅
伯當時只是用手機拍攝現場情況，協助警
方取證調查，卻慘遭黑衣魔用磚頭掟死。
羅伯盡市民義務抗暴，展示以正壓邪的正
義力量和寶貴精神。羅伯用生命警醒每一
位香港市民，對止暴制亂不能置身事外，
而應無畏無懼向暴力說不，唯有如此，才
能弘揚正氣、遏止暴力，才能有效保障每
個港人的安全和福祉。願羅伯一路走好，
全港市民會以羅伯為榜樣，團結一致，勇
敢止暴制亂。

止暴制亂，人人有責。這不僅是一句口
號，更應該是身體力行的行動。正如羅伯
兒子表示，其父是一個手無寸鐵的老人，
拍攝暴徒的暴行並非多管閒事，而是記錄
暴徒的罪證，協助警方調查，這是盡公民
義務。羅伯兒子特別提到，在這次修例風
波中，本港不少人不以行使公民責任為光
榮，反而選擇逃避，但其父教導他們要感
恩、要付出，遇到危險要勇往直前。羅伯
的英勇行為，是出於對香港的愛，為維護
法治、恢復秩序，不惜付出寶貴生命，絕
對值得全體港人敬重。

觀乎修例風波，暴力愈演愈烈、喪心病
狂，黑衣魔施暴沒有遇到強有力的民意反
制亦是其中一個原因。有市民在暴力面前
選擇沉默啞忍，當旁觀者；當警方日以繼
夜、全力以赴打擊暴力時，有市民不僅沒

有出手協助警方止暴，反而起哄干擾。結
果，黑衣魔暴行更有恃無恐。相比之下，
羅伯挺身而出、抵抗暴行的正義之舉更顯
可貴、重要。

對暴力龜縮容讓，暴力勢必變本加厲，
道理淺顯易見。暴徒在全港多區瘋狂打砸
縱火、肆意癱瘓交通、無差別殘害普通市
民，市民基本的工作生活秩序不保，連生
命財產安全也受到嚴重威脅，被迫成為暴
力的最大受害者。市民必須勇敢抵制暴
力、堅決支持警方依法止暴，這是保護市
民自己安全、維護港人福祉的應有態度。

除了羅伯之外，還有那位因追究暴徒而
遭人「點天燈」、目前仍然留醫的李伯，
還有許多因反對暴力而遭私刑嚴重傷害的
市民，他們都是普通人，但是這些敢於對
抗暴力的市民，正是香港止暴制亂最重要
的精神力量和民意，港人應該珍而重之、
發揚光大。目前越來越多市民對暴力忍無
可忍，奮起反擊，這是可喜的現象，這股
正義力量持續壯大，必將有利推動香港形
勢好轉。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黑衣魔的冷血
以及煽暴派包庇縱容暴力，令暴力火上澆
油、曠日持久，讓香港的法治、管治陷於
崩潰的邊緣，摧毀香港的繁榮穩定，損害
市民的安全和利益。暴力是全體港人的共
同敵人，廣大市民應該以羅伯為榜樣，共
同捍衛法治、制止暴力，告慰羅
伯的在天之靈。

羅伯捨身抗暴的正氣必須弘揚
區議會選舉將於明日舉行。本屆區選在黑色暴

力陰影籠罩下進行，情況的特殊和複雜前所未
見。香港作為法治文明的國際社會，選舉權受到
基本法和本港法律保障，市民理應可以安全、自
由地行使投票的政治權利。政府連日來已採取不
少措施，加強選舉的安全保障，努力營造良好的
選舉大環境，工作值得肯定。社會希望政府作出
最充分應對預案，加強投票日各環節的安全保護，
及時澄清各種影響選舉的謠言，確保選民能免於恐
懼、獨立自主地投票，保障區選的公平公正。

種種跡象顯示，此次區議會選舉被煽暴、縱暴
派和暴力勢力視為收割暴力活動「戰果」的重要
目標，圖謀先在區選取過半議席，繼而在接下來
的立法會、選委會選舉取得主導優勢，再劍指特
首選舉，實現全面奪取香港管治權的政治企圖。
儘管縱暴派為免過分暴力引起主流民意反彈，造
成適得其反的效果而稍收斂，這兩天表面看來暴
力惡行似乎有所減少，但防範選舉日暴力復熾，
導致選舉不能正常舉行，政府不能放鬆戒備或掉
以輕心。

沒有安全、公平的前提保障，選舉就會失去民
主的真義。建制派已強烈要求，政府必須提供有
效措施確保候選人、義工、選民等人士安全，確
保區選公平公正。政府亦已經作出應對，會加強
選舉日投票站的保安措施，包括派警員、民安隊
和外聘保安駐守票站，擴大禁止拉票區範圍等。
新任警務處長鄧炳強亦表示，區選投票日，警方
會在票站附近高姿態巡邏，票站內亦會安排足夠

人手，確保投票不受干擾。政府和
警方因應反暴力需

要，增加人手加強票站保安，這些加強票站安全
的措施，回應現實需要、順應民意，得到社會各
界認可和支持。

儘管如此，選舉日仍有很多不確定因素，政府
還要多想一些，多走幾步。正如輿論一再強調，
止暴制亂不能單靠警方，提升選舉日安全保護，
還要靠全社會共同合作。政府有必要動員公務員
團隊尤其是紀律部隊的力量。公務員團隊是管治
香港的中堅，紀律部隊訓練有素，忠於職守，政
府應在選舉日，多調派紀律部隊人員，協助警方
在港鐵站、主要交通道路等重要節點維持秩序，
防止暴力衝擊，展示公務員團隊上下一心保選舉
有序進行，增強市民安全投票的信心。

恐嚇、謠言等隱性暴力手段，對此次區選公平
公正進行有不可低估的破壞性。近日，除了有人
再鼓吹以拿走長者身份證等惡 劣手段阻止投
票，網上又流傳指投票站若在區選投票日，開放
首3小時後無法繼續運作，選舉事務處會以投票
首3小時的選票數目計算選舉結果。選舉事務處
已迅速澄清，絕無此事。可以預料，越近選舉，
為達到擾亂人心、渾水摸魚的目的，各種謠言定
會再起，令選民真假難辨，不知所措，甚至放棄
投票。對此，政府相關部門需及時反應，止息謠
言，穩定人心；選管會、廉署、警方必須主動執
法，第一時間作出澄清、解釋和警告，及時消除
謠言、制止干擾選舉的隱性暴力言行；市民、選
民也要全面抵制選舉暴力，主動向選管會、廉署
等執法部門舉報有關涉及選舉的違法行為，政
府、民間共同合作，確保區選投票能夠安全、公
正、公平地進行。

確保選民安全自由投下神聖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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