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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勿再損毀基建命脈

林鄭：瘋狂式破壞遠超訴求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
道：修例風波引發的示威活動，未
有因政府提出 4 項行動而平息，激
進示威者近日持續針對鐵路及機場
發起衝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早
出 席 行 政 會 議 前 表 示 ， 對 周 日 (8
日)有人破壞港鐵車站感到非常痛
心，形容是 「瘋狂式破壞」 ，已遠
遠超越反對修例或示威的訴求。她
強調，暴力的升級和持續不能夠解
決社會面對的問題，只會令到社會
矛盾撕裂、加深仇恨，日後恢復社
會的秩序和修補撕裂將更加困難更
加漫長。

不能說沒有生命就可肆意破壞
林鄭月娥表示，國際機場和香港鐵路兩項基建都是
香港命脈，呼籲示威者不要再使用暴力，破壞香港多
年來建立的設施和系統。她說，國際機場和港鐵在上
周受到非常嚴峻的挑戰，有人在網上鼓吹要堵塞機
場，經過機管局、港鐵詳細的部署和應變，讓重要的
航空樞紐能夠順暢的運作。她又形容，香港鐵路系統
與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每日接載乘客逾 500 萬人
次，涉及車站逾 90 個，如果要港鐵動員保護每個車站
並不切實際，也很難做到。
林鄭月娥指出，有暴徒在剛過去的星期日，大肆破
壞港島區的港鐵中環站、灣仔站、銅鑼灣站，破壞程
度有目共睹。她前日(9 日)曾與運房局局長陳帆視察中
環站情況，認為該站能夠於短時間內恢復服務，體現
了香港精神，港鐵員工盡了最大努力，通宵達旦修理
以重開為香港市民服務，呼籲暴力人士不要再破壞重

林鄭月娥指暴力破壞升級只會令到社會更撕裂。圖為日前港鐵灣仔站破壞情況。
要的基建，不能夠說設施沒有生命就可肆意破壞。

網上謠言不斷市民須保持理性
修例風波開始以來，網上謠言不斷。林鄭月娥表
示，留意到不少網上假消息，指一條假消息經過多次
傳播，會令人誤信為真，政府已盡最大努力提供資訊
和事實，向市民澄清這些假消息。她呼籲市民應保持
理性、冷靜地看待消息，勿受謠言影響而產生錯誤感
覺。對於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指有少女被誤導向前
線示威者提供免費性服務，她強調羅范椒芬發表的言
論只代表其個人立場，任何人也需要為自己的言論負
責，如果信息觸犯法例，有關人士應該向警方舉報。
林鄭月娥上周三(4 日)公布將建立對話平台，昨日再
次強調政府非常有誠意與社會不同階層、不同背景、
不同政見人士對話，包括曾參與示威的人士，自上周

三公布官員將落區對話的行動後，不少團體主動接
觸，表示願為政府搭建額外平台，又或親身與官員對
話，有關工作正在進行。但她同時指出，這些團體和
人士大部分認為活動不宜公開進行，以便能坦誠交
流，並提供意見。她說，她和司局長本月內會走入社
區，與市民對話，並希望對話盡量公開，但她亦擔心
日後的情況若太混亂，或會令坦誠對話難以進行，政
府會在訂出詳細安排後，進一步交代詳情。

不容許外國國會干預特區事務
被問及長和系資深顧問李嘉誠日前到慈山寺祈福時
就反修例風波發表言論，林鄭月娥回應，過去兩三個
月都有不少人公開發言，不會評論個別人士的發言，
強調法治是香港的重要核心價值，任何違反法治的行
為不應該受到特區政府的認同與支持，政府堅守對違

何超瓊伍淑清聯合國為港發聲
【香港商報訊】中新社 10 日報道：馳騁商界的 「賭
王」何鴻燊之女何超瓊於 9 日走進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第 42 屆會議的會場。身為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香港婦協）主席，她說現在要站出來，要走到前台
替香港 「沉默的大多數」發聲，要告訴國際社會當前
香港的真實情況。

為沉默大多數要站出來
她舉例，很多人因心懷恐懼不敢上街，數據顯示
香港消費急劇萎縮，更可憐的是中小商戶，由於無
法正常經營，生計受到很大影響；種種象表明，
暴力亂港帶來的惡果早已從很多人認為的 「個別事
例」蔓延全港，深受其害的正是香港中小商戶和平
民百姓。
「我最想問一個問題，就是表達你的政治訴求也
好，理念也好，但是否需要把其他人自由、平和的生

法的行為依法追究。同時，她強調政府對青年人的關
心關愛是特區政策，本屆政府自成立兩年多，已透過
不同新政策幫助青年人創業、參與政府政策的機會，
同意經過反修例事件後可以做更多更好的工作，包括
直接與青年人對話和聆聽青年人的心聲。
而據李嘉誠身邊的人向本報表示，誠哥對說話被曲
解感到非常遺憾，指網上蜚短流長，不能杜絕，社會
降溫，大家有責，希望一起努力。
對於美國國會有議員提出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以介入特區政府事務。林鄭月娥表明絕不認同及
深切遺憾。她說，美國國會的類似行動，自 2014 年起
每一兩年就有一次，但外國國會以任何形式干預特區
事務是極不恰當，特區政府不容許外國因而成為本港
事務的持份者。她不希望再有本地人士，尤其身處位
置的人士主動要求美國通過有關法案。

外交部駐港公署
斥美政客干涉內政
【香港商報訊】針對美國個別前高官近日聲稱香
港反修例遊行示威並非中國內部事務，並以捍衛人
權與自由的幌子為激進分子撐腰打氣，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公署發言人昨日指出，美有關政客罔顧事實
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干涉中國內政，我們對
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告訴國際暴力示威亂港
當地時間 9 日上午，何超瓊參加了聯合國人權理事
會第 42 屆會議開幕式；10 日和 11 日，她將以非政府
組織代表的身份在大會發言；當地時間 9 日下午，正
在緊張準備大會發言的何超瓊與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
進會監察顧問、美心集團創始人伍沾德長女伍淑清接
受了媒體聯合採訪。
何超瓊說，過去 3 個月在香港社會愈發動蕩之際，
自己在不解、震驚、痛心乃至反思的複雜情緒中度
過。香港一個正常的立法事務（特區政府提議修訂
《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卻引發暴力示威不斷升級；發酵至今已滲透全港 18
區， 「差不多每兩三天就一場」，已完全脫離最初反
對修例的軌道，開始不斷夾雜各種政治訴求。
暴力亂港之下，香港面臨巨大考驗。何超瓊痛心老
一輩港人以勤勉之力不斷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進
步，如今暴力示威 「不到 3 個月就快把香港良好的國
際形象搞亂」；她也不能理解，示威人群號稱 「胸懷
崇高民主意識」，卻以此 「綁架」香港平民百姓，這
樣做有何必要？

林鄭月娥昨呼籲不要再作暴力破壞。 中新社

美化暴力犯罪邏輯錯亂

何超瓊(左)與伍淑清準備在聯合國發聲，昨接受媒體聯合採訪。 中新社
活破壞掉？」何超瓊反問。
除了替普通民眾發聲，何超瓊說自己決定站出來的
另一個原因是一些媒體對事件的歪曲報道，尤其是某
些海外媒體，以單一角度去報道示威人群，非但不認
為暴力示威是破壞行為，甚至覺得 「得體」，絲毫無
視香港面臨的後果和民眾心中的恐懼。
為此何超瓊進行了反思，得出的結論是示威人群通
常會主動與媒體交流，利用媒體表達自己的訴求，反
而 「我們是沉默的大多數，以為不是其中的一分子；
現在我們都變成了事件的一分子，可能意識到這一點
已經遲了，但還是要站出來」。

要用尊重平和解決分歧
「我希望能以理性的態度去解決問題；我沒有惡
意，也不會攻擊其他人，如果大家都為香港好，不用
把我們當成攻擊的對象。」何超瓊說。
對於 10 日和 11 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大會發言，

師長勸戒學生勿輕言罷課
【香港商報訊】新華社 10 日報道：香港學校開學已
經一個多星期，有組織以修例風波為藉口，煽動學生罷
課。不少真正關心年輕人前途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長紛紛
表示憂心，並呼籲學生們能珍惜學習機會。
「珍惜自己的前途，珍惜父母和師長對你們的期
望，不要輕言罷課。」退休教師冼錦維對記者說，年
輕人能夠有今天的學習機會，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和社
會提供了很多資源，如果他們參與罷課就等於糟蹋了
這些資源，也傷害了自己。

香港教育界早前發表聯署聲明說，對於有人號召罷
課深表憂慮，擔心校園正常教學秩序受到政治干擾，
學生難以專注學習，情緒更有波動。聲明強調，校園
是學與教的園地，必須遠離仇恨和欺凌；教育工作者
應承擔責任，堅守底線，共同守護校園，保護學生。
今天的學生就是未來社會的勞動力。中小企老闆黃
先生認為，雖然年輕人關心社會時事是值得欣賞的，
但同時也要顧及身邊的人的感受，特別是父母。 「罷
課會很傷害悉心栽培你的老師和校長。」

何漢權：無助解決社會問題

家長非常不滿有人煽動

有 30 多年教學經驗的香港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認
為，香港情懷、國家觀念、世界視野的黃金三角關
係，要緊緊相連，不可毀傷，缺一不可，他期望全港
市民，特別是年輕人要珍而重之。
「罷課破壞黃金三角關係，很不值得！」何漢權
說，罷課為校長、老師和學生帶來巨大壓力，消磨師
生的精力，並無助於解決社會和政治問題，更會導致
和平、友愛、尊重等美好價值逐漸從校園流失。

黃先生勉勵年輕人在社會上要守秩序和盡自己應有的
責任。他說，每個人在社會上都有其責任，做學生的要
對自己的學業負責，而當老闆的、開店的就要準時開門
營業，對顧客有所交代，不能隨便關門不做生意。
育有兩名孩子的父親羅先生表示，對於有人煽動學
生罷課的行為感到非常不滿，無論如何都應該讓孩子
安心地上課學習，罷課會讓孩子們錯過吸取新知識以
及學習社交技巧的機會。

何超瓊透露，其實留給她的準備時間不多，按慣例她
的發言時間也不會太長，不可能把香港方方面面講清
楚，但她的發言會涵蓋根本性、原則性議題，表達香
港大眾的心聲，告訴大家香港的實際情況。
她也將呼籲，香港社會的確存在分歧，但要用尊
重、平和、 「愛護香港這塊福地」的心態去解決分
歧，而不是將事情弄到不可收場， 「如果香港真得變
成全球一個關注點，那就必須要給我們空間和時間，
讓香港自己找辦法處理好自己的事情」。

發言人表示，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
港回歸以來，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方針得到切實貫徹落實，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項
權利和自由都依法得到了充分保障，這是任何不帶
偏見的人所公認的客觀事實。
發言人指出，必須把以和平遊行集會表達訴求的
行動與暴力犯罪和挑戰 「一國兩制」底線的行徑區
分開來，對於後者，必須依法嚴厲打擊。美個別政
客把暴力犯罪美化成爭取人權和自由，是邏輯錯
亂、助紂為虐，反映出其對香港歷史和現實的極度
無知，對香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這一主流民意的
公然蔑視。

對香港歷史和現實極度無知
發言人強調，干涉別國內政的行為嚴重違反國際
法，損害各國的共同利益，是世界動亂的根源。干
涉就是干涉，無論如何偽裝和巧立名目，都無法改
變這一事實。我們決不允許任何外國勢力插手香港
事務和中國內政，決不會坐視中國主權、安全和香
港繁榮穩定受到損害。

商務部副部長王炳南：
中央撐港渡難關
【香港商報訊】國家商務部副部長王炳南昨早出
席 「內地──香港一帶一路工商專業委員會」交流
會並致辭。王炳南表示，支持司法機構止暴制亂，
懲治暴力犯罪分子，相信香港在中央支持下定能渡
過難關。

支持懲治暴力犯罪分子
王炳南指出，近期香港發生一系列嚴重暴力事
件，嚴重損害香港法治、社會秩序、經濟民生和國
際形態，亦破壞香港繁榮穩定。他強調，國家是香

港的堅強後盾，中央政府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
支持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依法施政，支持
司法機構止暴制亂，懲治暴力犯罪分子，相信香港
在中央支持下一定能渡過難關。
王炳南還說，內地是香港強大後盾，幫助抵禦
風浪，亦是開拓機遇所在，商務部會貫徹落實
「一 國 兩 制 」 方 針 ， 讓 香 港 更 能 發 揮 其 優 勢 ，
在 「一 帶 一 路 」 發 展 中 ， 促 進 有 關 部 門 密 切 溝
通，加強兩地合作，支持香港在當中發揮重要
作用。

旅巴慢駛遊行促止暴製亂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暴力示威持續 3
個月，令本港各行各業都受到打擊，市民生計大受影
響。香港旅遊促進會昨日發起旅遊巴士慢駛遊行，十
多輛旅遊巴士從啟德出發，駛至政府總部。該會總幹
事崔定邦表示，社會持續混亂，連串示威及衝突令訪
港旅客減少，今月訪港的內地團僅有以往的 5%，連
帶與旅遊業相關的旅行社、酒店等都受衝擊，擔心會
出現裁員及倒閉情況，希望政府及銀行業可協調，延

後旅遊巴等業界的供款。有旅遊巴司機直言示威令其
生意大跌九成，對此感到憤怒。
香港旅遊促進會昨日發起旅遊巴士慢駛遊行，抗議
本港連月來的示威活動影響司機的生計。十多輛旅遊
巴士昨早 10 時多在啟德承啟道集合，首批車輛在 10
時半出發，之後途經東區海底隧道、東區走廊、灣仔
繞道等，最後到達終點政府總部。該會代表向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遞交請願信，政府派出代表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