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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根據行政長官曾蔭權的提名和建議，任命

警務處副處長曾偉雄接替將退休的鄧竟成出任警務

處處長。鄧竟成在任內克盡己任，面對越來越複雜

的政治環境和部分示威人士的激進傾向，致力維持

香港法治及治安，並努力加強與員工的溝通，領導

香港警隊繼續成為最優秀和專業的警隊之一。曾偉

雄接替警務處處長，面對香港內部政治環境趨於複

雜對維持治安帶來的問題，他面臨的挑戰會更加嚴

峻，相信憑他在警隊服務33年的豐富經驗，能夠帶

領警隊迎接未來的挑戰。

鄧竟成自2007年1月出任警務處長以來，克盡己

任，致力維持香港的法治及治安。在他的卓越領導

下，香港警隊繼續表現出色，是世界一流的執法機

關。2008年一項由政治及經濟風險評估顧問公司進

行的調查顯示，比較亞洲各地警隊，香港警隊是亞

洲主要地區中最優秀的警隊。該調查同時顯示，香

港警務處備受尊重且在維護法紀和維持治安上表現

出色，讓香港居民能夠安居樂業。根據2010年世界

競爭力報告中的警務可靠性排名，在133個受統計

地區中，香港警務處排位第4。

在鄧竟成任內，香港的政治環境已趨於複雜，部

分示威人士亦出現激進傾向。本港貧富懸殊加劇及

選舉政治影響蔓延等因素，令近年示威人士的手法

較以往激進。另一方面，警隊內部爭取自身利益的

訴求也上升。鄧竟成領導警隊較好地平衡部分示威

人士的權利與社會治安、公眾利益的關係。警察員

方去年中曾計劃以遊行示威來爭取自身利益，在鄧

竟成全力斡旋下，員方取消遊行，改為舉辦討論

會，令警隊經過多年努力樹立起來的良好形象得到

維護。

曾偉雄接替警務處處長，在平衡部分示威人士的

權利與社會治安、公眾利益的關係方面，面對更大

的挑戰。近年來，部分示威人士採取激進乃至暴力

手段表達訴求，襲警案多次發生，暴力包圍立法

會、衝擊政府總部和中聯辦的情況亦不斷出現，而

法庭的判決往往未能在示威權利與警權之間取得平

衡，對警隊履行維護社會秩序的責任形成較大挑

戰。對此，曾偉雄一方面應致力維持香港的法治及

治安，一方面應加強前線警員培訓，使前線警員適

應政治環境變化，既維護本港的自由，又致力提升

執法的效率，在維護法紀和維持治安上不辱使命。

面對警隊近年浮現的問題，以及警隊內部爭取自

身利益訴求的上升，曾偉雄在強化對前線警務人員

工作關懷的同時，更要注重理性溝通協商，妥善切

實解決警隊內部出現的問題。

(相關新聞刊A5版)

本港社工李國華在雲南開辦孤兒院，性侵犯

院內未成年孤女，昨被高等法院判監8年。被

告假借慈善之名，侵犯受助弱勢社群，嚴重損

害本港慈善事業名譽，法庭對此宗跨境犯案施

以重判，彰顯本港法治的精神，有助挽回本港

慈善事業的形象。事件亦暴露本港慈善團體監

管存在明顯漏洞，政府必須加快立法強制慈善

團體向公眾公開架構背景資料及營運情況，並

加強本港社工的道德教育，防範有人借行善渾

水摸魚，保證本港慈善事業的聲譽不再受玷

污。

本港慈善團體向來積極支持內地貧困地區，

口碑甚佳，本案被揭發後，當地政府已收緊非

政府組織的發牌和對慈善團體的捐助。雖然本

案發生在內地，但法庭依法重判被告，目的就

是要以嚴刑發揮阻嚇作用，顯示本港是一個不

容此等惡行的法治之區。

被告淫辱女童、胡作非為，暴露本港慈善團

體的監管漏洞不少。本港現時非牟利團體的發

牌制度，只需3個人的身份證登記，政府就會

發牌。本案被告借父母之名輕而易舉就成功以

「慈善」為名設立機構；被告獨攬所辦團體的

會務及財政的操控大權，不受任何監察，在雲

南享受「土皇帝」般生活。若非有本港捐款人

親自探訪內地院童，恐怕被告的荒淫真面目還

可隱藏更長時間，還會有更多女童受害。更離

譜的是，被告被緝捕，慈善團體停止運作，但

團體的網頁仍然存在，其網上所持有的銀行戶

口仍續收捐款，政府部門亦未有採取行動，社

署和稅務局互相推搪，均指非職責範圍。

此案顯示本港慈善團體監管混亂只是冰山一

角。社會服務聯會披露，本港現有約6,600個註

冊慈善團體，但社聯僅收到176間機構披露詳

細資料。港人樂善好施，慈善團體監管鬆懈，

等同為不法之徒利用港人善心牟取暴利大開方

便之門。政府必須重視問題的嚴重性，堵塞慈

善團體監督漏洞，盡快出台《慈善法》，設立

專責部門對所有慈善團體的財務、管治、籌款

實施嚴格管理，促使慈善團體運作規範化。

本案也反映出本港社工的素質良莠不齊，隨

時會對本港慈善事業造成重大傷害。社署和相

關機構有責任加強對社工、義工的道德操守培

訓，應以傑出義工黃榮福、曾敏傑為榜樣，真

正發揚無私奉獻、扶貧濟困精神，不斷提高本

港慈善服務的素質。

(相關新聞刊A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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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竟成克盡己任 曾偉雄迎接挑戰 堵塞慈善團體監管漏洞

擒毒販勇當臥底 曾偉雄接任一哥
刑案專家曾率眾查「賊王」 研補貼吸新血減CID流失

鄧竟成無意從商 先整理集郵珍藏

任期料逾5年
員方盼助CID減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佩琪、羅敬文) 香港警隊管

理班子「變天」。擁有豐富刑事調查經驗、曾擔任臥

底、親領下屬追捕「賊王」季炳雄的警務處副處長(行

動)曾偉雄，將於下周二(11日)接替現任警隊「一哥」鄧

竟成。現任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鄧甘滿則接替曾偉雄的

職位。準「一哥」曾偉雄昨表示，將克盡己任，以建設

警隊、服務市民、維持香港安全及穩定為首要工作目

標。面對CID(刑事偵緝隊)流失率呈升勢，出現百個空

缺，曾偉雄否認有「逃亡潮」，但承認CID有工作壓

力，指警隊數年前已設立專責小組研究提

供補貼予CID人員，吸引「新血」加入。

新任警務處處長及副處長簡介
處長曾偉雄(現年52歲)

晉升歷程

1978年1月 投身警隊，任職見習督察

1993年至1995年 借調英國倫敦警隊，出任偵
緝警司

1998年 晉升為總警司

2003年 晉升為警務處助理處長(資訊
系統部)

2005年 晉升為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

2008年1月 出任警務處副處長（管理）

2010年3月 擔任警務處副處長（行動）

副處長鄧甘滿(現年54歲)

晉升歷程

1979年12月 投身警隊，任職見習督察

1998年 晉升為總警司

2004年 晉升為警務處助理處長

2009年9月 晉升為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

2010年3月 出任刑事及保安處處長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國務院公布任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北京報道，依照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曾蔭權的提名和建議，國務院2011年1月6
日決定：任命曾偉雄為警務處處長，免去鄧竟成的
警務處處長職務。

特首讚兩人出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警隊高層「大執

位」，現年52歲的警務處副處長（行動）曾偉雄將會
出任警務處處長，接替即將退休的鄧竟成。行政長
官曾蔭權讚揚服務警隊33年的曾偉雄，對警隊的行
動策劃及管理工作有全面了解及豐富經驗：「他多
年來致力提升警隊的效率和專業水平，我深信他定
能帶領警隊，迎接未來的挑戰。」又盛讚鄧竟成領
導卓越，令香港警隊成為世界一流的執法機關。

對於鄧竟成行將退休，曾蔭權表示，鄧竟成自
2007年1月出任警務處處長以來，致力維持香港的法
治及治安，而且積極在警隊內推廣優質服務文化，
並對前線警務人員的工作關懷備至：「在他的卓越
領導下，香港警隊繼續表現出色，是世界一流的執
法機關。我衷心祝願他退休後生活愉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佩琪)  有
「飛虎一哥」之稱的鄧竟成，將於下周
二退休前休假。鄧竟成昨透露，在34
年警隊生涯中，難忘耗時一年籌備的
1997年回歸保安工作。他說，暫時無
打算於退休後「搵新工」或投身商
界，會享受生活，首要是整理積存家
中的郵票及協助太太做家務。

周二卸任 難忘回歸保安工作
鄧竟成將於下周二正式卸下戎裝，離

開工作了34年的警隊。鄧竟成昨與傳媒
會面時表示，警隊生涯中，最難忘1997
年回歸的保安工作。回歸儀式雖然只牽
涉6月30日及7月1日兩天，但警隊提早
一年籌備，並動員大批警務人員。至於
有否遺憾事，鄧竟成沒有正面回應，只

說自己較為樂觀，又說：「警隊的存在
是為處理問題，而非逃避問題。」

還有4天便可享受退休生活，鄧竟成
昨表示，暫時沒有打算「搵新工」，現
階段不會考慮退休後投身商界。他
說，退休是重大的轉變，終於有時間
處理以前無暇處理的事情，例如協助
太太做家務，以及整理積存家中的郵
票。原來出名喜歡踢足球的鄧竟成，
也有文靜的嗜好，就是集郵，因為他
的父親是海員，小時候靠書信與父親
溝通，漸漸養成集郵興趣，「要慢慢
欣賞，每張郵票、郵戳背後都有故
事。」

現年56歲的鄧竟成，在1976年加入警
隊，由見習督察做起，在1980年代加入
飛虎隊，「威水史」之一包括1984年寶

生銀行解款車劫案，鄧竟成帶隊到大坑
浣紗街剿匪，雙方駁火60多響，成功拘
捕主犯，翌年升任警司，自此仕途平步
青雲，至2007年接替李明逵出任「一
哥」。

3年一哥生涯 拆解內外炸彈
3年的「一哥」生涯，鄧竟成要拆解

部隊內外的「炸彈」，包括觀塘繞道人
肉路障堵截非法賽車、洩露毒品放蛇案
件的學校校名等，鄧竟成曾就事件公開
致歉，在旺角警署警員強姦報案人事件
中，他也親自致電受害人致歉，網民因
此謔稱他為「Sorry Sir」。前年9月，4個
警務人員工會因為爭取薪酬險釀示威遊
行，鄧竟成需要縮短海外考察行程，回
港處理後成功化解危機。

香港文匯報訊　警察員方組織讚揚鄧竟成是關
心下屬的好上司，又寄望新「一哥」曾偉雄處理
警隊階級過多，以及警員工作壓力等問題。處理
示威申請是「一哥」日後的挑戰之一，有立法會
議員認為，大部分的和平抗議，警隊已盡力配合
和協助，個別示威出現衝突，並非單純是警隊的
責任。

警務督察協會主席廖潔明說，曾與候任警務處
處長曾偉雄共事，希望他任內解決警隊階級過
多，以及新一代同事不願意加入刑事偵緝工作的
問題，「我認為曾處長是一個很聰明、很有決斷
力的領導人，今次他接任的任期會較長，共有5年
多，我們對他有特殊的期望。」他表示，香港警
隊的階級過多，共有12層，比世界任何先進的警
隊都多。「另外，我們關注的是工作壓力太大，
期望可向特區政府爭取更多的資源，去減低
CID(刑事偵緝)同事的壓力。」

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黃程形容，曾偉雄與員方
組織一直合作愉快，「曾Sir曾做過副處長，過往
曾有接觸，他都很支持我們員工組織，感覺大家
都相處得非常之好。」

2員方組織讚鄧Sir關心下屬
2個警隊員方組織都感謝退休的鄧竟成，讚揚他

於任內對警隊的貢獻。對於鄧竟成擔任處長後，3
次向公眾道歉，警隊內部有人認為他是向外界示
弱，廖潔明認為，事件並不是鄧竟成個人犯錯，
他這樣反而是有承擔的表現，又讚揚他關心下
屬。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劉江華認為，大
部分的和平抗議，警隊已盡力配合和協助，個別
示威出現衝突，並非單是警隊的責任。他希望曾
偉雄接任警務處長後，繼續加強與其他地區執法
部門的合作，打擊跨境罪案。

國務院昨午公布任命曾偉雄為下任警務處處長後，現任警隊「一
哥」鄧竟成與準「一哥」曾偉雄連同警隊多名管理層於灣仔警察總
部會見傳媒。鄧竟成首先開腔，讚揚曾偉雄的警務工作經驗豐富，
在行動策劃及管理有全面了解，相信在曾偉雄領導及新領導班子帶
領下，香港會繼續成為世界上最穩定及安全的城市之一。曾偉雄表
示，將本 服務為本、精益求精的精神服務市民，並繼續與海外執
法隊伍合作。

雖然下周二才正式上任「一哥」，曾偉雄昨已被傳媒重重包圍追
訪其工作大計。他說，警隊已建立穩固基礎，其工作是要確保警隊
繼續沿 軌道發展。問到警隊爆發刑事偵緝隊(CID)人手流失，他解
釋現時CID編制有5,500人，空缺有100個，佔2%，不認同CID有

「逃亡潮」，但承認CID人員有工作壓力，警隊數年前已設立專責小
組研究，現正做第2輪研究。過去數年，警隊已優化調查案件的流
程，改善工序，並且為CID人員調整更份安排。

鄧甘滿下周二升任副處長
將於下周二升任副處長(行動)鄧甘滿則表示，現時CID人員空缺數

量可以接受，警隊透過加強科技，利用電腦簡化CID人員的工作，
警隊人事部也考慮利用補貼，吸引警員加入CID。警隊未來數年面
對退休潮，曾偉雄回應，指警隊有制度化管理，警隊現時透過大學
生輔警計劃、大學生師友計劃及中學宣傳工作，吸納年輕「新血」。

作風硬朗做事嚴謹獲栽培
現年52歲的曾偉雄，以作風硬朗、做事嚴謹見稱。他在1978年1月

加入警隊，在多年的警察生涯主要負責刑事調查工作，足智多謀且
具豐富處理刑事案件經驗，早年在駐守毒品調查科時曾混入販毒集
團做臥底，與毒販交易，成功擒賊。因表現出色，獲前警隊「一哥」
許淇安及曾蔭培重點栽培，更曾被借調到英國倫敦警隊工作2年。

曾偉雄在1998年晉升總警司，親領下屬追查「賊王」季炳雄案。
他其後於2001年獲保送到英國皇家國防學院進修1年，返港後便平
步青雲，於2003年晉升為助理處長、至2005年更任高級助理處長，
至2008年出任警務處副處長，昨獲擢升成為下任警務處處長。

■曾偉雄(中)將於下周二升任警隊「一哥」，現任
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鄧甘滿(右)將於同日升任警務
處副處長，左為現任警務處副處長(管理)李家超。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鄧竟成稱
退休後首要
工作是整理
積存家中的
郵票及協助
太 太 做 家
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現任「一哥」鄧竟成(右)與準「一哥」曾偉雄昨會見傳媒。鄧竟成表示，相信在曾偉雄及新領導班子
帶領下，警隊會再接再厲，為香港市民提供優質服務，令香港成為最安全及穩定的城市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