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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責任編輯：甄智曄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泛暴
派勾結外國勢力，包括推動美方將所
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簽署成
法，損害香港利益。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昨日批評，有人正要求其他國家制
裁香港，甚至搞「國際串連」，是在
出賣香港人的利益、損害國家的尊嚴
及利益來推動個人的主張，更會危害
香港市民珍惜的安穩生活。他希望有
關人等不要再為個人主張傷害香港，
並希望社會各界和政府共同努力，克
服香港經濟下行，繼續發展。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經濟發展
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及資訊
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聯席
會議，陳茂波在開場發言時表示，過
去一段時間，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
動盪。連串示威及暴力衝擊不但影響

市民大眾的人身安全和日常生活，亦
影響到各行各業的生意，以至香港的
國際形象。除了面對內憂，香港亦同
時面對環球經濟增長放緩、內地與美
國經貿關係起伏不定、部分地區地緣
政局升溫等多項外圍因素的影響，令
經濟前景陰霾密佈。

暴衝與涉港法案雙重打擊
他指出，香港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

按年實質下跌2.9%，是自2009年環球
金融海嘯以來首次錄得按年跌幅。若
按季度比較，已連續兩季呈負增長，
顯示本港經濟已步入衰退。粗略估
算，第三季跌幅當中有超過兩個百分
點是源於本地社會事件對各行各業所
帶來的衝擊。
同時，連串的暴力衝擊、堵路，以

及惡意破壞鐵路、商舖及公共設施等
行為，已對旅遊、零售和餐飲等行業
帶來極其嚴峻的挑戰，零售銷貨量在8
月至10月按年大幅下跌24%，是有記
錄以來的最大跌幅；食肆總收益在第
三季顯著惡化，以金額計按年下跌
13.6%。社會動盪持續，這些行業的業
務情況難見起色，情況令人十分憂
慮。

四輪紓困須財會盡快批准
在這情況下，美方近日將《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簽署成法，陳茂波認
為會增加香港營商環境的不確定性，
或會影響國際投資者及企業對香港的
信心和投資意慾，並狠批有人要其他
國家制裁香港甚至搞「國際串連」，
是以出賣香港人的利益、損害國家尊

嚴和利益來推動個人的主張，危害香
港市民珍惜的安穩生活。
他表示，面對內外交困，特區政府

至今已宣佈了四輪「撐企業、保就
業、紓民困」的措施，而這些措施中
不少要待立法會財委會批准方可推
行，「我懇請各議員急市民所急，盡
快通過有關措施的撥款申請，讓市民
及企業，特別是中小企，盡快受
惠。」
陳茂波最後強調，停止暴力衝擊讓

社會回復正常運作、穩住經濟和民生
至為重要，亦是讓經濟重回增長軌道
的關鍵。「我衷心希望香港社會各界
和我們㩦手以此為目標，盡快跨過暴
力，回歸理性對話及法治的軌道上，
重建外界對香港的信心，讓香港可以
重新出發。」

財爺批泛暴乞制裁 港營商生活俱損

煽暴派趁香港亂局搜刮
利益可謂無所不用其極，除了
在政治上用盡手段奪取好處外，
還有一堆所謂「黃店」趁亂而生，在
近半年賺盡災難財。不過，「人血饅
頭」並不易食，有泛暴派人發起所謂「黃親
國斥」計劃，要求相關商舖需要每月「捐」出
兩日收益給指定機構，而參與商舖名單會被大力宣
傳。有網民就直指，規定捐盈利兩天如同收保護費一

樣。
泛暴派早前發起建立所謂「黃色經濟圈」，
有人近日更發起所謂「黃親國斥-良心經濟圈」
計劃，並陸續公佈參與計劃的商舖名單，所屬
區域和google map的地址定位，「呼籲」大家
「大力幫襯」。
不過，要參與這計劃，商舖就必須「捐」出兩日

收益給星火同盟、立場新聞、香港獨立媒體、傳真
社、守護孩子等指定亂港機構作為回報，有分別列
明不同機構每月的「捐款」時間，但捐款的路徑方
法、金額明細等資料就沒有交代。
想搞所謂「黃色經濟圈」，但質素太差怎麼行？

網民「PS Chan」就直言，「好客觀咁講……黃店還
黃店，（名單中的）元朗爆×冷麵唔止我一個食到胃
炎肚痾。大家自己諗清楚幫唔幫襯。」「Jackie
Cheng」更直指：「規定捐盈利兩天同收保護費咪一
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強迫「黃店」捐盈利
變相勒索「保護費」

有泛
暴派發

起所謂「和你開工
會」，企圖靠濫開工會，左

右立法會勞工界選情以至2021年
選委會勞工界60票。有關人等更宣
稱，「就算我哋選唔到也可以攬炒，製造
重選甚至可能是憲政危機，成為國際新聞」、
「大規模DQ就更易觸發美國及國際制裁，一齊攬
炒」云云。

為選舉開工會本末倒置
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昨日稱，近兩三個月已經有最少

逾30個工會成立，或正籌組成立，並稱工會需要成立
及運作12個月才能成為立法會勞工界的選民，相信現
在成立工會無法趕及，但有可能影響特首選委選
舉。
不過，泛暴派自己友、中大政治行政學系教授馬

嶽有關人等對急組所謂「工會」不以為然，指
工會的目的是幫助工人，為了選舉而開工
會是本末倒置。

工聯批當打工仔係棋子
立法會勞工界議員何啟明指出，成立工會的目
的，是要維護打工仔權益，日常需要和打工仔聯繫
及維權。過去多年，在工聯會及其他友好的工會努
力經營下，雖然仍有很大的爭取空間，但勞工權益
正不斷改善。
他認為，倘泛暴派只為搶佔立法會議席及特首選委
會的席位，而不斷開立不營運的工會，「這些空殼工會
就只是政治奪權工具，根本無意為工友爭取權益和反映
意見，將令300多萬名打工仔變成泛暴派的政治棋子。」
立法會勞工界議員陸頌雄亦指，成立工會的原意與本質，
是為工人爭取合理的權利、不被無理剝削。倘泛暴派純粹是因
為立法會選舉而不斷成立工會，不但有違初心，更令人擔心會破壞
正常的工會生態，令勞工界在爭取勞工權益時受到很大的阻礙，「一旦政
治奪權凌駕工人權益，工人就要承受一切惡果。這是大家都不願看到的。」

潘兆平：終損工友權益
立法會勞工界議員潘兆平指出，工友有權組織工會，但這樣做目的應
該是通過集結力量，以維護行業同工的權益。倘有人為某些政治目
的，企圖透過成立工會去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人數，從而增加自
己贏得議席籌碼，就失去組織工會的意義，更會令工會協助工
友的工作受阻，最終令工友權益受損。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表示，倘有人濫設工會組
織，令一個行業就存在多個工會，而這些工會只是

為爭取議席而成立的政治工具，可以想像不
同的工會將會因不同意見及利益不斷爭

拗，不但令僱主感到混亂，更會
對工友不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爭取更多政治利

益，泛暴派貪得無厭，更不擇手段，近日就借打

工仔過橋，不斷鼓吹成立「工會」，而其

目的並非為保障工人利益，而是要搶奪

未來立法會以至特首選舉的勞工界

選票，更聲言選不到心儀人選

就要「攬炒」。多名立法

會勞工界議員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工會一旦變成

政治奪權工具，

將會令打工仔

成為泛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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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嚴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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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昨日獲
中國政法大學頒發名譽博士學位，以表彰他在法律界的卓
越貢獻及成就。就早前在香港煽暴派及外國政客鼓動下，
何的母校英國安格里亞魯斯金大學撤銷其榮譽法學博士學
位。他昨日在儀式上發言時表示，自己對西方「學術標
準」不分真相和謠言、全盤為政治服務深感失望，又指政
法大學名譽博士是對自己過去30多年法律工作的肯定，更
展示了國家對他的支持，「還君堯一個公道！」
何君堯昨日在fb轉貼他於政法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授予儀

式的發言稿。他表示，自己對獲此崇高榮譽深表榮幸，而
政法大學的濃厚學術氣氛也讓他特別激動。

嘆西方「學術標準」為政治服務
他坦言，最近經歷過多次跌宕起伏，感受特別深。就其

安格里亞魯斯金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遭撤銷，他慨嘆就
西方的「學術標準」已全盤為政治服務，不區分真相和謠
言，不聽取當事人抗辯，單憑政客的投訴就隨便剝奪他人
學位，他對此感失望，並從中見到西方人賴以為榮的學術
自由及言論自由基石已經都被摧毁。
何君堯說，政法大學的名譽博士，則展示了國家對其支

持，還他一個公道。是次的名譽博士榮譽，並不在於彌補
自己所失去的，也不是給其一人獨享，而是屬於所有愛國
愛港的「真正」香港人的。
他強調，現時香港的「顏色革命」已污染了香港，摧毁

了兩代年輕人的思維，在此困難時刻，愛國愛港要學會以
更大的智慧應對，需要勇氣和堅持，堅定支持國家和香
港。現在止暴制亂還未成功，他寄語香港各界仍需努力，
肩並肩一起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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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昨日發表聲
明，對近日有立法會議員和其他政治
人物，在海外散播不實言論，並促請
外國政府或議會干預香港特區的事務
深表遺憾，並要求有關人等停止一切
蔑視「一國兩制」原則，罔顧國家和
香港利益的行為。
特區政府在聲明中指，香港部分政

客支持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同時推動其他國家或地區通過

類似法例，要求外國介入香港事務，
只會進一步向暴力示威者發出錯誤信
息，令暴徒誤以為得到其他國家或地
區的支持，「這些政客必須承擔社會
紛亂惡化的責任。」
聲明續指，一些政治人物自由地參
與集會遊行、接受傳媒訪問，不受任
何限制，但他們卻不停批評特區政府
打壓自由，這是極其諷刺的。此外，
十一月二十四日區議會換屆選舉順利

舉行，那些與政府持不同意見者都有
積極參與，不少也成功當選，進入議
會，「這正好反映，他們的權利和自
由並沒有受到打壓。」
聲明表示：「我們奉勸這些肆意抹

黑香港的政客珍惜香港的自由。社會
應共同向暴力說不，勸喻示威人士以
和平方式表達意見，停止把和平示威
演變成暴力行為，停止剝奪其他與他
們持不同意見的市民過正常生活的自
由、表達不滿暴力行為的自由，以至
拍攝暴徒破壞社會的自由。」
聲明批評，「不負責任的政客，對

香港的人權和自由狀況作出偏頗及失
實的言論，令人誤以為香港的人權和
自由受到打壓。若香港的國際聲譽因
而受損，可能動搖投資者的信心，令
香港的經濟面對更大壓力，受害的將
是香港社會和廣大市民。」
聲明強調，「『一國兩制』是保持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的
最佳制度安排，特區政府會繼續堅定
不移地按照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
方針。特區政府促請有關人士，停止
一切蔑視『一國兩制』原則，罔顧國
家和香港利益的行為。」

政府籲停止勾結外力干港

騎劫勞動者權益 揚言博唔到選委就攬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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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堯獲
政法大頒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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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經
濟圈」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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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組織擺明為了
選票濫開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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