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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聖誕節本
是傳統消費旺季，但在黑色暴力衝擊陰霾
下，消費市道迎來寒冬。一項調查發現，
46%受訪港人預料今年聖誕節的消費會較
去年減少。同時，僅8%受訪者預算較去
年消費更多，反映市民聖誕消費意慾明顯
下挫。調查同時指出，多達77%受訪者
認為香港現時的經濟情況較去年差，更有

23%受訪者認為明年會更差。負責調查的
機構建議各界藉佳節時機，締造修補社會
撕裂的氛圍，讓社會重拾和諧。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4至11日透過全

港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成功訪問了1,069
名18歲或以上市民，發現有46%受訪者
表明今年的聖誕消費意慾較去年減少，
遠高於去年的19%，比例按年激增27個
百分點，為11年來的新高，而會增加消
費的比例亦由去年15%減至8%。

77%人指現時經濟衰過去年
調查並發現，表示「會」或「不會」

為聖誕消費設上限的比例與去年相若，
但在表示「會」的受訪者中，以預計消
費上限為「500 元或以下」的比例最
高，佔38%，僅得13%受訪者設為2,000
元或以上，按年跌5個百分點。

調查亦問及受訪者對現時及未來一年經
濟狀況的評估，77%認為現時經濟情況較
去年差，按年升37個百分點；另有23%受
訪者認為來年經濟會更差，只得7%認為
會好轉。協會相信，市民對經濟狀況的評
估不太樂觀與目前社會狀況不穩有關。
調查指出，節日氣氛與市民消費意慾

息息相關，惟認為今年聖誕節日氣氛
「不濃厚」的受訪者由去年的24%大幅
增至66%，比例同屬調查以來的新高，
相信與修例風波所引發的社會氣氛緊張
對立有關。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建議政府密切留

意聖誕元旦市道發展，若有需要時再推
出措施刺激消費，以防經濟進一步下
滑。協會同時建議政府及社會各界藉佳
節時機，締造修補社會撕裂的氛圍，讓
社會得以休養生息，重拾和諧。

近半人聖誕「慳住使」比例見11年新高

抹黑警隊的謊言，重複百遍就能變成事實？

「6．12」金鐘暴力衝擊事件已過半年，縱暴
派立法會議員不遺餘力捏造事實歪曲視聽，「老
屈」警方「濫暴」、「濫權」，昨日更在立法會
動議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事
件，最後結果是動議遭建制派否決。有建制派老
友對自明話：「縱暴派明知道不夠票，仍然夾硬
提出動議，目的就是不斷炒作事件，死纏不放，

達到抹黑警方、煽動仇警情緒的目的。縱
暴派用盡一切方法將黑衣魔的

暴 力 合

法化，明目張膽包庇暴力違法，繼續顛倒是非、
禍害香港，這種散播仇恨、撕裂社會的手法，必
然令香港永無寧日，安定繁榮蕩然無存，根本與
港人的意願和利益背道而馳。縱暴派什麼時候才
肯收手？」
6月12日，黑衣魔對特首辦、政府總部、立法

會發動瘋狂衝擊，老友回憶：「當日的事件明顯
是暴徒暴力衝擊政總和立法會，他們用磚頭、鐵
支、鐵馬、木板等危險武器攻擊維持治安的警
員，當日情況非常危險和混亂。警方迫不得已使
用有限度武力，而且非常克制。在多次勸喻及警
告之後，暴力衝擊仍然未有停止，警方在別無選
擇的情況下，才使用適當和必要的武力應對暴力
行為，防止場面進一步失控，保障公共安全。但
縱暴派就顛倒是非指警方攻擊市民，這種說法完
全荒謬，是睜眼講大話。誰主動攻擊、誰被動

防衛，十分清楚。縱暴派對黑衣魔的暴力違法攻
擊視而不見，這是他們一貫的伎倆，目的是縱容
暴力，抹黑政府和警方。」
對於縱暴派的無理指控，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曾

在立法會逐條反駁，但老友指出，縱暴派最懂玩
弄「歪理說百遍變真理」的把戲，他們就要是利
用各種場合、各種機會指控警方「濫暴」，對市
民洗腦，令部分人信以為真。老友話：「過去半
年，大家目睹香港暴力不斷升級，破壞法治、踐
踏他人權利，暴行層出不窮，正是拜縱暴派不斷
美化暴力所賜。縱暴派不譴責暴力，甚至要求不
檢控、不追究黑衣魔，反而事事針對止暴制亂的
警方，對社會傳遞暴力可以解決問題的錯誤訊
息，將暴徒形容為『勇士』、『義士』，將警察
醜化為『黑警』，混淆是非，將兵賊倒轉，實在
居心叵測、天理不容。」

老友指出：「暴力事件無日無之，令香港付出沉
重代價，經濟衰退、百業蕭條、失業率上升，相反
縱暴派就獲取豐厚政治紅利。警隊是維護香港法治
和社會秩序的中堅，卻成為縱暴派的眼中釘，甚至
連警隊正常的加薪、超時工作津貼，縱暴派都要刁
難，簡直無賴。但凡有正義感的人，都不能容許縱
暴派造謠抹黑警隊。反倒是縱暴派煽動暴力的黑幕
就必須徹查到
底，包括追究
縱暴派在6．12
事件扮演了什
麼角色，好讓
廣大市民看清
他們的醜惡嘴
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

文）3名泛暴派立法會議員早前

動議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

權）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

及傳召官員，調查6月12日警

方「使用過分武力」、「無故

襲擊記者」等。該3個議案昨

日均在立法會被否決。保安局

副局長區志光在議員表決前強

調，出於政治目的而美化、默

許暴力會助長更多暴力，是天

理不容的。建制派議員亦指，6

月12日發生的是暴徒包圍立法

會、攻擊警察的暴力行為，並

奉勸泛暴派與暴力割席，不要

使香港「攬炒」。立法會隨後

休會，將於明年1月8日復會。

3個議案分別由民主黨議員尹兆堅，公民黨議員譚文豪和郭家麒提出，包括
引用特權法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6月12
日警方「濫權」行為，以及就當日事件傳
召警務處處長到立法會作證和提供證據
等。

惡人先告狀 為奪權鬥警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在發言時直言，6月12
日發生的事件，明顯是暴徒包圍立法會，更
用磚頭、雨傘等攻擊警方。當時，警方使用
的武力已非常克制，泛暴派要查警察是「惡
人先告狀」的政治操作，是為了奪取政權，
所以非鬥垮政府及警察不可。
他續說，社會法治精神滑坡，打砸燒事
件無日無之，香港失業率正在上升，尤其
飲食界損失最慘重，泛暴派卻從中獲取豐
厚的「政治紅利」。
民建聯議員周浩鼎指出，過去半年已有
483名警員受傷，包括被淋腐蝕性液體、被
弓箭射傷、割頸等，而普通市民因為意見
不同而被火燒、被「私了」（行私刑）。
現在，整個社會已經陷入經濟停頓，質問

泛暴派為何不與暴力割席，反而要美化暴
行。

煽暴派獲利 年輕人埋單
新界西議員何君堯亦表示，6月12日發

生的完全是暴力事件，徹查從2月以來的
整個事件才是立法會議員的職責，包括
泛暴派如何有能力去美國游說，並譴責
泛暴派拒與暴力割席，完全會誤導年輕
人。
民建聯議員梁志祥坦言，612掀起了黑色

恐怖、黑色暴力的序幕，止暴制亂還未完成
的原因就是泛暴派議員從未與暴力割席。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認為，應引用特權法

對反修例事件進行完整的調查，而不是就
每一件事進行有前設的討論，又直言泛暴
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大勝」，反映煽暴派
是一系列暴力事件的政治受惠者。現在是
「精人出口，笨人出手」，已經有許多年
輕人因涉嫌暴力行為受到審判。

曾現假記者 妨礙警工作
區志光在回應時表示，警方使用武力是

謹慎的決定，亦一直在不影響行動的前提
下，盡可能方便傳媒的採訪工作。但同
時，警方曾在活動中檢獲假記者證、穿黃
背心者在被查問其記者身份時即時離場、
穿黃背心者組成人鏈阻撓警方行動等。這
些行為並非記者應做出，更嚴重影響警方
的行動。
他並強調，任何人不能夠訴諸暴力，

因為政治利益或政治考慮將暴力美化、
合理化或任何形式的默許，這都是姑息
及助長更多暴力，天理不容，必須與暴
力割席。
立法會其後先後表決3項相關動議。尹

兆堅的動議在地區直選獲14票贊成、15票
反對，及在功能組別獲9票贊成、17票反
對及2票棄權而被否決。
譚文豪的動議在地區直選獲14票贊成、
15票反對，及在功能組別獲9票贊成、18
票反對及3票棄權而被否決。
郭家麒的動議在地區直選獲 14 票贊

成、16票反對，及在功能組別獲9票贊
成、18 票反對及 3 票棄權，議案被否
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正審議2019/20年
度公務員加薪建議，但泛暴派竟要
求政府「破例」從中抽出警隊的薪
酬調整另行審議，企圖對警隊近月
的止暴制亂行動作出「報復」，是
在公然為黑衣魔撐腰。紀律部隊評
議會及警察隊員佐級協會昨日批
評，有關人等破壞現行的薪酬調整
機制，並認為此舉會將香港變成
「人治」社會，促請立法會盡快審
批公務員加薪撥款。
針對泛暴派要求政府在2019/20

年度公務員加薪建議中，抽出警隊
的薪酬調整另行審議，紀律部隊評
議會及警察隊員佐級協會昨日舉行
記者會。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
志偉昨日形容，同事在過去6個月
竭盡所能、盡忠職守為香港治安奮
鬥，保護香港市民生命財產，擔心
若政府答應要求，其他紀律部隊日
後若有行動引起反對派不滿，亦會
有同一下場。

毀現行制度將變「人治」
他批評反對派不應該因為政治立

場、個人喜好，或對個別界別的不
滿而破壞行之有效的薪酬趨勢調整
制度。此前，協會雖曾對現行制度
有所不滿，但亦認同要繼續按機制
處理加薪，又批評反對派的要求會
將香港變成「人治」社會，「希望

議員盡快將自己掛於口邊的程序正
義按現有機制處理事件。」
紀律部隊評議會同樣對反對派議

員阻撓公務員加薪方案的通過表示
憤怒。該會署任職方主席盧凱詩指
出，薪酬調整機制安排一直應用於
全體公務員，旨在令公務員薪酬緊
貼市場，及維持他們的基本購買
力，因此加薪不應與個別部門或職
系表現掛鈎，「公務員亦是大眾市
民一分子，延遲公務員的薪酬調
整，會影響逾18萬名公務員的家庭
經濟預算，對民生構成極大影
響。」

行為分化公務員隊伍
香港政府華員會昨日亦發聲明，

重申公務員恒常薪酬調整機制成立
45年來從不區別對待，或分割抽離
處理某個別部門或職系，警告反對
派現時的要求不單破壞公務員薪酬
架構，亦會擾亂內外對比關係及分
化公務員隊伍。
華員會強調，公務員亦只是打工

仔，只肩負行政責任而不負政治責
任，並對立法會復會近兩個月仍未
通過薪酬調整的撥款申請表示極為
失望，認為公務員不應因為議員的
泛政治取態而受到懲罰，遲遲未獲
僱主於逾半年前已經提出的薪酬調
整，敦促立法會從速按機制審批有
關申請。

■紀律部隊評議會及警察隊員佐級協會批評獨立處理警隊加薪的要求，是
破壞現行機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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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持續不斷的
暴力衝擊損害香港人力市場，特區政府統計
處昨日發表的數字顯示，今年9月份統計調
查所涵蓋的行業的私營機構總就業人數按年
減少39,400人，跌幅為1.4%，職位空缺數
目更大減15,310個（20%）至63,030個。
其中，餐飲服務業的就業人數按年減少
12,400 人，職位空缺數目更大減 57%至
5,160 個，佔職位空缺比例亦由去年的
15.4%降至8.2%，反映該行業受暴力衝擊影
響至深。
數字顯示，今年9月份所有涵蓋行業合共

僱用283.2萬人，當中以進出口貿易業的就
業人數多，有44.4萬人。與去年同期比
較，部分選定行業的就業人數有所減少，當
中主要有建築地盤（只包括地盤工人）
（10%或 10,700 人）、進出口貿易業
（6.6%或 31,400 人）、批發業（5.2%或
3,100人）和餐飲服務業（4.9%或 12,400

人）。就業人數增加的行業主要有人類保健
服務業、住宿護理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和金融
及保險業。

餐飲業重災 空缺瀉逾半
9月份的63,030個私營機構職位空缺中，

專業及商用服務業（清潔及同類服務業除
外）佔7,080個最多，其次為金融及保險業
（6,140個）和零售業（5,970個）。
數字顯示，9月份多個選定行業的職位空

缺數目均較去年同期有所減少，當中主要見
於餐飲服務業（6,900個或57%）；零售業
（2,040個或26%）；住宿服務業（1,110個
或50%）；藝術、娛樂、康樂及其他服務
業（1,070個或20%）和專業及商用服務業
（清潔及同類服務業除外）（1,040個或
13%）。職位空缺數目有所增加的行業主要
有住宿護理及社會工作服務業、教育和金融
及保險業。

9月私企職位空缺跌兩成

■今年聖誕或遇消費寒冬。 資料圖片

■泛暴派議員無視6．12暴徒的行為。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