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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黑暴令香港經濟情況急劇惡

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表示，特區政府將在短期內

推出第四輪紓困措施，為香港市

民解困，並協助保住員工的就業

機會。她並形容，市民都希望區

議會選舉前後約十多天的寧靜能

夠持續下去，讓香港的經濟可以

有復甦的機會，不過，街頭暴力

復現，有如「倒了一些冷水落

去」，所以遏止暴力仍然是特區

政府的首要任務，「我真的很希

望我們每一個香港市民都要珍惜

香港多年來建立的生活和香港的

實力，不要再讓它被破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美方將
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簽署成
法，引起香港市民強烈不滿。民間團體
「同心護港」一行80人，昨日由中環
遮打花園遊行至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及遞
交抗議信。
在遊行期間，市民高舉五星紅旗和

特區區旗，高喊「打倒特朗普，美國霸
權，滾出香港」的口號，並為一旁的警
察加油打氣。其後，他們焚燒美國總統
頭像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強烈
譴責美方將有關的法案簽署成法。
「同心護港」召集人曹達明表示，

外國勢力自香港回歸後，從未放棄干預
香港事務，經常指指點點。自2015年
開始，每年都有反中亂港者赴華盛頓國
會聽證會抹黑香港沒有人權自由，乞求

美國制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今
年，他們更在美國國會作出種種無理指
控，最終在不公平情況下，美國單方面
玩弄政治手腕，令法案正式生效。
曹達明強調，香港過往無論在民

主、言論自由，國際調查和排名上遠超
不少國家及地區，甚至超越把玩人權法
來鉗制香港的美國。美國公然為香港暴
力分子打氣、雙重標準，違反民主自由
公義，背後策動煽暴派來搗亂香港的社
會秩序，干預香港事務，恐嚇港人凍結
企業及自由貿易、人身安全的權利，這
完全是霸權主義的表現。
他呼籲愛國愛港的港人要團結起

來，為香港「一國兩制」自主發聲，不
容美國打着偽民主旗號來主宰我們的土
地。

「同心護港」譴責美將干港法案簽署成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
央政府針對美方將所謂《2019年香
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簽署成法採取反
制措施，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表示，有關措施屬於外交事務，
香港特區政府會依法根據中央政府的
相關要求作出配合及跟進。
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

媒時重申，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完全沒有必要，亦完全沒有理
據，特區政府對法案的通過表示強烈
反對。

港人權自由受基本法保障
她強調，香港的人權與自由都受到

香港特區基本法的保障：「事實上，
我也想問究竟香港市民在哪方面的自
由受到磨損？我們有傳媒的採訪自
由、我們有參與集會示威、遊行的自
由、我們有宗教自由、我們在很多方
面都享有高度自由，所以由一個外國
議會和外國政府透過他們自身的法例
來干預香港事務，我覺得非常令人遺
憾。」
就中央政府採取的兩項制裁中，包

括暫不審批美軍艦訪港，林鄭月娥表
示，自香港回歸後，有關問題屬於外
交事務。這些美軍艦要來港，必須先
獲中國外交部的批准，特區政府的有
關部門才會跟進如何協助這些軍艦到
港休整，「外交部批准，我們便配
合，所以暫時不審批，（特區政府）
便不能跟進和配合。」
至於制裁部分美國的非政府機構，

林鄭月娥直言，她暫時未有相關資
料，包括制裁的內容等，但無論如
何，「它是一件外交事務，所以我們
在香港也是依法按着在外交事務上中
央的要求，作出配合及跟進。」
被問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對

香港的具體影響，林鄭月娥認為要視
乎相關美國政府部門屆時會採取什麼態度，「因為
法案的內容主要是說，在一段時間之後，美國政府
要作出一些審視，所以是決定於美國政府的審視是
怎樣。」
她補充，法案製造了一個不穩定環境，影響企業
的信心，「企業會擔心究竟美國政府他日用這條法案
作出審視而又採取行動時會是什麼行動；亦是這個
原因，我留意到各大商會都強烈反對這條法案。」

經濟不穩損美企利益
林鄭月娥直言，不穩定的環境對任何一個經濟體

都不是一件好事，亦會影響到香港包括創科的發
展，但同時亦會損害美國本身的企業的利益，「大
家都知道美國企業在香港佔有一個很重要部分，應
該超過1,300間美國企業在香港，而且大部分都不
是簡單的一間公司，都是以香港作為他們在這個區
域裡的總部或總部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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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護港」昨日由中環遮打花園遊行至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及遞交抗議信，譴責美方
把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簽署成法。

林鄭月娥昨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
傳媒時表示，特區政府近日公佈的

經濟數據，已清楚顯示香港經濟已進入
極為嚴峻的局面，如前日公佈的今年10
月零售銷售總額，較去年同月下跌了歷
史上最嚴峻的24.3%。
至於目前仍然低企的3.1%失業率，估
計隨着香港很多行業受到影響而上升。

善用多年儲備 盼寧靜可延續
就此，特區政府一直密切監察情況，

以推出一些紓緩措施，達至撐企業、保
就業和紓解民困。過去十多年，香港累
積了約1.1萬億元的儲備，「這個時候就
是讓我們用好我們的財政能力，為香港
市民解困，也希望協助企業保住他們員
工的就業機會，這是很重要的。」她
說。
因此，繼8月、9月和10月動用約200
億元推出了三輪紓困措施後，林鄭月娥
宣佈，特區政將在「很短期」內推出第
四輪紓困措施，而有關的紓困措施是有
針對性的，「我們希望看到什麼企業、
在什麼界別它特別有困難，我們就為它
們提供一些紓困措施，希望能解決它們

目前面對的困難。」
她形容，香港正面對外憂內患—外憂

是中美貿易糾紛和外圍經濟的不穩定，
內患是過去差不多半年的社會動盪。在
應對內患的問題上，廣大市民都希望在
區議會選舉前後約十多天的寧靜能夠持
續下去，回復社會平靜以及沒有暴力的
環境，以免香港經濟蒙受更大重創、市
民生計不會受到更大影響。

「倒冷水落去」阻經濟復甦
不過，她指出，「於剛過去的周六

日，我們又重複看到這些大家很不願看
到的暴力場面。」林鄭月娥強調，她希

望能夠有一個方法停止這些暴力、讓香
港經濟可以有復甦機會，「現在又倒了
一些冷水落去……我真的很希望我們每
一個香港市民都要珍惜香港多年來建立
的生活和香港的實力，不要再讓它被破
壞，所以遏止暴力還是我們現在首要任
務。」
在應對外憂的問題上，林鄭月娥表

示，特區政府會不斷擴展香港的經濟能
力，如上周與泰國政府簽署的高層備忘
錄，為香港的企業、香港的專業團體到
泰國以至東盟發展提供更多機會。「這
工作儘管我們現在面對很大的困難，我
們還是繼續會做的。」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將於短期
內推出第四輪紓困措施，為市民解
困，協助保住員工就業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月娥形容，近日街頭暴力復
現，有如「倒了一些冷水落去」，盼
速止暴讓經濟有復甦機會。圖為周日
（1日）晚，有黑衣魔於港鐵黃埔站
外縱火。 資料圖片

香港15年來首現財赤，10月零售數
據史上最差，連續兩季經濟負增長已
算步入衰退，特首林鄭月娥昨表示，
暴力再現對經濟復甦「淋冷水」，政
府短期內將推第四輪紓困措施。暴亂
一日不止，香港經濟下行難言見底，
暴亂對經濟的傷害才剛剛浮現，各類
危機只會越積越重，沒有止暴制亂，
就談不上救經濟、紓民困。作為應急
措施，政府新一輪紓困舉措，要重點
救助小微企業、失業市民，更要以破
格思維、大膽承擔，認真考慮採納各
界提出的可行紓困建議，並果斷推
出，助中小微企和市民渡過難關。

雖然政府已動用200多億元，在今年
8月、9月、10月先後推出了三輪紓困
措施，但仍難阻香港經濟繼續下滑。
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10 月零售總額
同比下跌了24.3%，跌幅史上最大；第
三季經濟按年收縮 2.9%，餐飲服務等
最受暴亂衝擊的行業，最新失業率已
上升至6.1%，達到6年來新高。政府三
輪紓困舉措救經濟成效不大，暴亂不
止是最大原因。暴亂令10月訪港旅客
人次跌幅擴大至43.7%，致近月酒店入
住率只有約六成，食肆收益出現 2003
年沙士爆發以來最差紀錄，餐飲業更
預計有千多家食肆將被迫結業。

令人擔憂的是，暴亂對香港經濟造
成的傷害逐步浮現，中小微企和失業
市民更是掙扎在生存邊緣。勞工處今
年1至10月接獲2,400多宗破產欠薪保
障基金申請求助，比去年同期急增三

成一，索償款額更超過2.6億元，比去
年多 6 成，而相關數據只是反映 7、8
月間的狀況，失業危機無疑還將繼續
蔓延。中小微企抗逆力弱，更是暴亂
的最大受害者，不少中小微企已經撐
不下去。暴亂豈止對經濟復甦潑冷
水，簡直是把香港及普羅市民推入危
難深淵。全港總動員救經濟，社會各
界應清醒認識到，止暴制亂才有可能
救經濟，才是從根本上紓解民困。暴
亂不止，多少輪紓困舉措，也難挽經
濟於既倒。特區政府救經濟首要之
務，是集合行政、警方、司法力量更
堅決果斷止暴制亂。

由於政府前三輪紓困舉措多指向企
業和中產，如第一輪減薪俸稅、利得
稅、「科技券計劃」恒常化，第二輪
豁免27類政府收費、增中小企業推廣
基金，第三輪資助商用船隻、各類巴
士、政府產業減免租金、補貼旅行社
等，因此，建議政府第四輪紓困措
施，直接資助小微企業、失業市民，
並考慮擴大救助至廣大市民，如減免
差餉、補貼電費等，善用財政儲備與
市民共度時艱。

目前社會各界尤其是商界，提出了
眾多救經濟、紓民困的建議，如分期
交稅、發放消費券、政府開闢更多臨
時職位給失業者等。對這些建議，政
府應認真傾聽、積極促成，可考慮成
立由特首領導的小組，更快捷有效振
興經濟，推出利民紓困措施。

救經濟紓民困必先止暴制亂
紀念澳門基本法實施 20 周年座談會昨日在北京舉

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
戰書發表講話。澳門全面貫徹實施基本法，有力維護
國家安全，也帶來管治有效、社會穩定、經濟繁榮、
人心振奮的良好發展局面，有助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把握國家發展機遇。栗戰書對全面準確有效實施
澳門基本法提出四點希望，對香港實施基本法，準確
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更好地維護香港繁
榮穩定，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亦有
重大的指導意義。

國家主席習近平曾指出，澳門在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方針和基本法、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方面樹立了
榜樣。澳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都自覺尊重中央對
特區的全面管治權，主動在立法會選舉法修改法案中
增加「防獨」條款，及時完成國歌法本地立法，澳門
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牢固樹立「一國」意識，在旗幟
鮮明維護中央對澳門的全面管治權的同時，有效行使
高度自治權。回歸祖國20年來，澳門受益於全面準確
實施基本法，發展蒸蒸日上，人均 GDP 達 8 萬多美
元，已成為亞洲首富城市；努力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
心，順利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經濟繼續保持繁榮
穩定；社會穩定和諧，市民安居樂業，發展前景光
明。

面對未來發展，栗戰書昨天對澳門提出的四點希
望，抓住了繼續落實「一國兩制」的最核心問題，也
值得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認真領會。

一是嚴格依照憲法和澳門基本法實施治理。在特別
行政區，不存在一個脫離憲法的「憲制」，也不存在
一個脫離憲法的「法治」。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港
澳特區的憲制基礎，憲法是港澳基本法的立法依據、
效力來源，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是堅持「一國

兩制」方針的應有之義；遵從憲法、遵
守憲法、維護憲法是港

澳法治核心價值的源頭、根本，是核心之核心。
二是依法行使中央對澳門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和澳門

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是授權澳門特
區實行高度自治的前提和基礎，兩者相互聯繫、內在
一致，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中央
全面管治權與港澳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是「源與
流」、「本與末」的關係，兩者沒有矛盾。無論在理
論上還是實踐中，都不能對立起來，更不能以高度自
治權對抗中央的管治權。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
予的，派生於中央的主權和全面管治權，必須把維護
中央對港澳的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
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三是繼續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機制，堅決
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澳門事務和進行分裂、顛
覆、滲透、破壞活動。習近平主席一再強調：「任何
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
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十九屆四
中全會重申，絕不容忍任何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
行為，任何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堅決防
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和進行分裂、顛覆、
滲透、破壞活動。當前香港形勢更加顯示健全維護國
家安全的制度、機制具迫切性和必要性，這也是保障
香港繁榮穩定的前提。

四是持續加強憲法與澳門基本法的宣傳推廣，弘揚
法治精神，牢固樹立起尊崇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公眾意
識與行動自覺。憲法、基本法的宣傳推廣關係到港澳居
民對「一國兩制」方針的理解，直接影響「一國兩制」
方針在港澳特區的實踐效果，必須加強對憲法和基本法
的宣傳教育工作，特別要加強港澳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
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才能更好地弘揚愛國愛港愛澳
精神，確保愛國愛港愛澳傳統薪火相傳，運用好法治思
維和法治方式推動發展、解決問題。

澳門實施基本法的成功實踐啟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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