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民連成員前晚聯同大批
「80後」憤青先在皇后大道中行

車線靜坐，非法集會長達接近5小時，並一度衝
擊警方防線轉到德輔道中，導致交通全線癱瘓，
警方展開清場行動，最終113名示威者被捕，當
中年齡最小的只有12歲。外界就社民連未有保護
正在發育階段的小童而作出連聲譴責，社民連為
平息民憤，更搬出多個遊行團體，甚至是因胡椒
噴霧不適的8歲男童母親高太，召開記者會反咬
警方行為過火，企圖拆彈卸責，惟他們口中「不
合作但和平的示威」，始終無法掩蓋一幕幕由他
們主導的肢體衝突場面，解釋難以服眾。

揚言把中環變野戰場
多名社民連憤青前夜陸續到警署聲援，繼續以

暴力推撞鐵馬，至昨晨被捕示威者全部獲准保釋
離開。據悉，憤青保釋後拉大隊「飲早茶」，期
間表現毫無悔意，只招積、興奮地力數「差佬冇
鬼用」，又聲言日後示威的最佳場地不是政府總
部，而是中環商業中心地帶，可以大玩特玩，癱
瘓交通，更矢言要將「中環變成野戰場」，盡顯
他們為將自己變成「憤青英雄」，完全無視法治
及社會秩序的醜態。

至於年紀最細的示威者則由父親陪同離開北角
警署，該名父親在離開期間大動肝火，狠批社民
連誤導小朋友參與衝突示威，「我小朋友好細，
我唔知你 搞咩令佢 。」社民連主席陶君行獲
釋後辯稱，自己在過程中曾勸喻小朋友先行離
開，更反指警方亦有責任處理示威者的年齡問
題，「我們難以判斷示威者是否年滿18歲，但我
們會盡力做，不過警方在問題上應要謹慎處理。」

8歲童不知示威目的
及後，社民連又搬出受傷男童母親上演大龍

鳳，以期為過分行為解畫。男童母親高太重申，
攜幼示威只是一種公民教育的方式，例如教懂兒
子甚麼是「防暴盾牌」，過去亦曾多次與兒子參
與遊行，今次是警方行為變得不再克制。不過，
當男童被記者問及是否知道遊行目的時，男童誠
實回答：「唔係好知，唔係好記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前日的反預算案遊行，再次
引發激烈衝突，社民連示威者於遊行
完結後在政府總部及皇后大道中拒絕
離開，示威者更突破警方防線，佔據
德輔道中，堵塞馬路，導致中環交通
大混亂。警方在晚上開始清場行動，
但遭遇到示威者暴力衝擊，警方被迫

使用胡椒噴霧清場，過程中，其中一名八歲的小童被
噴霧射中。

昨日，小童母親在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陪同下召
開記者會大控訴，說她帶兒子遊行是為了灌輸公民教
育，質疑警方為什麼不警告就使用胡椒噴霧，更一面冤
屈的指香港是否已沒有言論自由？一個八歲的小童，根

本分不清遊行示威為了什麼，也缺乏自我保護能力，身
為父母應以子女安全為最大考慮，怎可能攜同子女參與
暴力衝擊？社民連煽動入世未深的青年兒童，跟 他們
死衝死撞，罔顧他們安全，更應受到譴責。

香港固然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及自由，但前提是和平
守法，社民連將和平示威變成暴力衝擊，糾眾到中環
繁市鬧事，違反了《交通條例》，更衝撞警方，以粗
口辱罵警員。就是因為社民連走火入魔的行徑令和平
遊行變成衝突，導致警方及示威者受傷，社民連的極
端暴力行徑才是始作俑者，這位家長為什麼不譴責社
民連惡行，卻反過來批評依法辦事的警員呢？

警員面對社民連如狼似虎的示威者時，表現已經相
當克制，港人都在電視新聞中看到社民連憤青如何推

撞鐵馬，如何追 警員指罵，如何在中環四處上跳下
竄，險象環生，罔顧途人安全。警方如果不果斷清
場，難道任由這些示威者將中環鬧得天翻地覆，才是
尊重言論自由嗎？正如昨日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所言，
市民有遊行集會的權利，但警方亦要保障其他人使用
道路的權利。講權利也要講義務，表達自由還要守
法，這是公民教育的第一課。社民連屢屢衝擊社會的
核心價值，已對社會風氣造成極壞的影響。

事實上，家長帶領小童參與遊行，是她自己選擇，
況且小童也不能作出異議。但家長自身也要為小童的
安全 想，反預算案的遊行在下午已經結束，意見也
表達過了，那位家長如果不是參與社民連衝擊，為什
麼於深夜還在現場出現？難道看社民連衝撞鐵馬也是
公民教育一種？而假如那位家長是社民連支持者，還
帶同兒子參與，那就更必須受到批評，因為她完全沒
有考慮到小童的安全，這種體驗不是公民教育，是暴

力教育。這位家長事後還要召開記者會批評警方，就
算她是社民連的支持者，也沒有必要帶 兒子陪 社
民連衝擊。家長自己去也罷，小童是無辜的。

當然，事件最應受譴責的始終是煽動青年暴力抗爭
的社民連，他們不只煽動入世未深的青少年去衝擊政
府，更要求支持者帶 自己的朋友甚至家人子女參
與。從近日多次的衝擊之中，舉目可見不少都是一臉
稚嫩的青少年兒童，不少人連為什麼上街也不知道，
有的是跟朋友而來，有的是被家人攜來。他們根本不
知道衝擊警方的嚴重性，卻無端成為社民連的抗爭武
器，被推到最前，成為暴力衝擊的受害者。社民連搗
亂議會秩序，在議事堂上粗口橫飛，早被人詬病「教
壞細路」，現在更要招攬青少年兒童四處鬧事，假如
衝突失控惹上官非，隨時令他們前途盡毀，昨日警方
就拘捕了兩名年齡12及13歲的男童。社會應好好保護
我們的下一代，不要成為社民連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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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連利用小童作抗爭武器可恥 卓　偉

加利得稅助基層
純官新招化怨氣

社
民
連
反
咬
警
方
過
火
圖
卸
責

特區政府上周公
布多項財政預算案

的新修訂後，仍有市民上街表達訴
求。財爺曾俊華回應時重申，政府
會把握是次機會總結經驗改善。被
問及派發6,000元現金的決定是否正
確時，曾俊華強調措施是回應市民
訴求，而決定亦與立法會議員商討
後獲得共識。曾俊華今午會與反對
派議員會面，繼續討論財政預算
案。有反對派議員透露今早會先行
開會評估形勢，再決定談判策略，
但就會堅持3項訴求，包括復建居屋
及增建公屋、增加經常性開支200億
元及推動全民退休保障。

對於遊行人士訴求不斷，曾俊華
表示會繼續聆聽民意，並相信現時
是把握及總結經驗的好機會，「我
一直有聆聽市民意見，而為回應市
民的強烈訴求，政府在上周更為預
算案作出部分調整。」他重申，政
府歷史性「派錢」是回應市民訴求
的迅速反應，「在作出迅速反應
前，我們亦與立法會議員商討，並
共同公布這個建議。」曾俊華早前
在電台節目透露，政府有意透過關
愛基金協助未能受惠派錢措施的新
來港人士，亦會處理復建居屋等訴
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財爺：派錢為回應訴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接連發生暴力衝擊事件，社
會各界譴責聲不絕於耳。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對於行政長官曾蔭權
在公開場合遇襲感到震驚及憤怒，昨日更發表題為「香港是我
家，齊齊愛護她」的譴責聲明，表示任何攻擊他人身體、擾亂公
眾秩序、衝擊公務運作的行為，均超越價值底線，是社會絕對不
能接受。該會又呼籲各界通過合法理性方式表達訴求，珍惜及維
護社會和諧，並要求執行部門追究肇事者刑責，遏止不法行為，
確保公務員及市民安全。

港僑聯譴責暴力示威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昨日繼續
德國柏林的訪問， 她參觀了漢堡火車站─現代藝術博物館和新博物館。圖為
新博物館的館長向劉吳惠蘭介紹展品。

推動創意產業合作

■責任編輯：袁偉榮　

政府擬3招應對議員暴力

死不認錯

純官一直對香港社會目前面對的問
題有獨特的感受，包括面對市民「上
車難」的問題，去年就曾以個人身份
建議政府考慮復建居屋。他談及香港
現況時形容，香港目前主要面對的是
貧富懸殊問題，同時物價飛漲，基層
市民的購買力減低，生活水平自然降
低，「在這環境下有好多民怨」，市民
亦自然有「仇富」、「仇商」等心態。

增設樓稅助市民上車
就此，純官向政府「獻計」，希望透

過財富再分配稍為解決當前難題，而
「財富轉移的撒手 就是稅收」。純官
先建議政府考慮增加例如1%的利得
稅，並把有關稅收成立基金，專門用
作扶持基層貧苦大眾，藉此把貧富懸
殊稍為拉近，紓緩市民面對的部分民
生問題。

純官又建議，政府可在發展商每賣
一層樓後抽數個百分點的稅，然後將
稅收成立基金，用作興建公屋、居屋
等，解決部分市民的住屋問題，同時
亦有壓抑樓價的作用︰「例如可以將
公屋輪候時間由3年減為2年⋯⋯令市
民對公屋的供與求較為平衡。」

政府買港鐵帶頭減價
針對市民目前面對交通費昂貴的問

題，集團亦有經營城巴及新巴的純官
甚至忽發奇想，認為作為港鐵大股東
的特區政府可以考慮私有化港鐵，然
後帶頭令港鐵減票價，相信屆時在市
場競爭的情況下，巴士公司等亦需要
減價回應。

讚關愛基金意念良好
究竟打正旗號協助社會上「漏網之

魚」的關愛基金又能否幫助有需要的
人士呢？純官坦言，政府成立關愛基
金是出於好心，希望做些事情出來，
但他不願評估最終該基金會否成功，
因為未知有關方面如何運用該筆為數
有100億元的基金，以及該基金將會運
作多久時間。

純官「三招」雖然純屬個人意見，
但政府會否從中「偷師」以惠及市
民，相信時間會證明一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財政預算案自上月底公布以來，社會各階層對

有關措施各有不滿，財爺曾俊華在建制派聯手建

言獻策後終於提出退稅與「派錢」的優化措施，廣受社會各界人

士支持，但對於社會十分關注的稅制改革問題，卻依然「懸而未

決」。全國政協常委、新世界發展董事總經理鄭家純首次提出「劫

富濟貧」妙計，認為特區政府可以考慮增加「多少」利得稅，並

把有關稅收指定幫助有需要的人士，同時又可在發展商每賣一層

樓後抽數個百分點的稅收，並以此成立基金幫助有需要「上車」

的人士。

出謀獻策

「梁展文事
件」觸動社會

對「官商有否勾結」以致進行
利益輸送的敏感神經，鄭家純
雖已跟足程序聘請梁展文，但
在反對派聯手將事件政治化
下，最終未能「完成聘請」。
純官會否因「一朝被蛇咬」導
致日後再也不敢聘請前高官
呢？純官回應時先透露，集團
已透過內部晉升填補原先聘任
梁展文出任的職位，又強調自
己會繼續「不問出身，只要是
過晒冷河，合情合理，並認為
覺得適合」，就會作出相關聘
用。

開列特首人選條件
對社會各界關注明年舉行的

特首選舉，純官沒有透露自己
的心水人選，但開列了多個條
件，包括「勇於承擔，敢作敢
為」，「不要怕畀別人批評，
以及得失人」，未知多名「疑
似特首候選人」又認為自己符
合「純官」多少項條件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願續聘前高官
合情合理

總結經驗

■鄭家純向政府建議增加利得稅和賣
樓稅，所得用作扶貧。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周日的反預算遊行中，示威者不斷指罵警員。 資料圖片

社民連議員近年自恃議員身份，搞亂議事堂，

向官員擲物、爆粗、掃杯，以粗暴言行發洩情

緒，近日更搞到衝擊傷人，還要轉移視線砌詞狡

辯，可謂「是可忍孰不可忍」，自明最近聽聞特

區政府將對議會的過激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內

部正研究3大對策以正議事堂視聽，包括有議員

出現過激行為時，官員即時離場抗議；若情況進

一步惡化，可能以官員安全無法受到保障為由，

拒絕出席立法會會議；甚至可能要求有警員進駐

立法會，保護官員人身安全：「政務司司長唐英

年寫了那麼多封信給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反映議

會暴力行為問題，寫到幾乎已同曾主席變成筆

友，但情況卻毫無改變，故忍無可忍，就毋須再

忍，政府必須果斷且主動地作出回應。」

今後對三丑劣行零容忍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議員經常在議會內借

機挑釁官員，口沒遮攔，更將向官員擲物視作

「正義」行徑。官府老友直言，立法會已成「無

掩雞籠」，官員連自身的安全都無法保證，還不

時遭到議員用非常尖酸刻薄的語言暴力對待，

議員但求能夠在報紙上獲取一句之地，就要用

官員及議事堂的尊嚴「祭旗」。

老友說，政府向來也有就官員出席立法會會議

時遇到議員過激言行作出指引，若有議員的言論

帶有侮辱性，官員應即時向大會主席或委員會主

席表達不滿，要求收回有關言論和致歉。但這套

指引事實上已不再適用於時下的議事堂「玩

法」：「唐司長已多番去信曾主席表示強烈遺

憾，但問題始終未解決，反而越變越壞。」

集體離場、拒赴會、召警
正所謂「求人不如求己」，官府老友向自明透

露，政府正在研究3招對抗過激行為。第一招是

抗議離場，「將來官員在議會內，遇到議員過

激行為，而主席不能阻止時，出席官員會集體

離場抗議」。若未來議會內的過激行為情況未見

改善，或議員的激進行為變本加厲，政府會考

慮拒絕再出席任何立法會會議，「如果立法會

無法證明有能力保障官員的安全，我們會拒絕

再到立法會開會，直至情況改善為止」。至於另

一個可能的對策，就是直接要求警方進駐立法

會，保護官員出席會議時的安全。

官府老友說，當局非常尊重立法會，但為免

某些議員以為自己「大晒」、「惡晒」，動輒對官

員「又罵又擲物」，政府絕不能容許這樣的暴力

議會文化，必須以零容忍的強硬態度去處理這

個問題：「如果我們一味軟弱，等候議會過激

行為文化自行改變，很可能未來官員要穿 盔

甲才能到立法會開會了。」

除政府打算重握「主動權」外，官府老友認

為立法會亦非無計可施，當

前急務正如循修改《議事規則》

入手，重整議會秩序：「現在只得立

法會主席有權可以驅逐違反議事規則的議員離

開議事廳，但事務委員會主席卻沒有這樣的權

力，因此經常出現有議員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侮辱官員，也只能作出勸籲，若有關議員堅

持，他亦是束手無策，如此顯而易見的漏洞應

給予及時填補。」

事務會主席該有驅逐權
老友明白，要將《議事規則》作全面修訂幾

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但最起碼要修訂至事務

委員會主席亦有權驅逐違反議事規則的議員離

開議事廳，如此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出席事

務委員會會議官員的安全和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