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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區會譴責「佔中」破壞法治
大比數通過動議 籲警依法處理蓄意犯法者

北區區議會昨晨舉行會議。會前，數十名新界社團
聯會會員自發到場請願陳情，促請特區政府繼續緊守
崗位，守護中環(見另稿)。民建聯區議員溫和輝就在
會上提出動議：「北區區議會關注到有個別人士及組

織為達某種政治訴求，以公民抗命及其他口號為名推

動『佔領中環』，認為有關行動將會嚴重破壞香港法治

的核心價值，衝擊社會正常秩序，損害本港繁榮穩

定，本會呼籲警方緊守崗位，全力維護社會安寧，對

蓄意犯法者秉公辦理，保護香港市民利益」。

溫和輝：香港是我家不容搗亂

溫和輝在發言時指出，明白有部分香港市民不滿
當前的社會現狀，但700萬人亦各有不同的生活訴
求，不能夠因為無法達到他們的訴求，就策動激烈
抗爭，甚至「犯法博拉」，區議會是時候要發聲反對
「違法佔中」，「舉例說，香港人嚮往環保，那是否
有汽車廢氣就走到高速公路佔領？香港是我們的家
鄉，我感到好痛心，如果家鄉混亂，我都不知往哪
裡去。作為地道香港人，我絕對不容許部分人利用
市民對普選的追求而擾亂社會！大家集會示威無問
題，幾多萬人參與都不會受到警察阻撓，但集會一
定要守法」。

王潤強：違法亂紀 偷換概念

和議人、民建聯區議員王潤強直指，香港一直視法

治精神為重要的核心價值，但「佔領中環」發起人卻
宣稱要癱瘓中環這個金融中心，等同以偷天換日的概
念，挑戰《基本法》：「將公義凌駕於法治之上的所
謂『公民抗命』，這豈不是破壞法制？法治及自由是
香港的磐石，忽然間有人站出來聲稱『在公義面前法
治只是低層次』，為求『彰顯公義』，法治大可拋諸腦
後，以違法亂紀的手段去追求所謂公平及公義的原
則，這是偷天換日的概念！」
他又批評，香港的激進社運人士聲稱的公義，是指

《基本法》有關普選行政長官的規定「違反了聯合國
人權法」，並據此聲稱「踐踏了普世價值」，但事實
上，人權法不能超越各國憲法，這根本與公義無關，
倘將該條沒有約束力的法案放諸全世界所有國家，換
句話說，不少國家包括英國也是不義：「為何當年(反
對派)又沒有這番指責呢？」

利用虛無縹緲糾纏 鼓吹違法

王潤強並強調，法治有規有矩，但公義卻沒有準
繩，狠批反對派利用虛無縹緲的糾纏，鼓吹港人違
法：「爭取居港權的外籍傭工或許都會認為終審庭的
判決有違公義，她們是否也可以發起『佔領金鐘』？
村民僭建又是否可以『佔領沙田』？假如『佔領中環』
倡議者能在不損害無辜的大前提下彰顯他們的公義，
不管我們同意與否，也理應給予尊重，但如超越了這
前提則不敢苟同，良好的法治環境才是民主基礎的靈
丹妙藥！」
譴責「佔中」動議在經過半小時討論後，最終在18

票支持、1票反對下，獲得在席絕對多數票支持順利
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北區區議會昨日討論由
議員提出的譴責「佔中」的動議，香港警務處大埔警區

副指揮官吳永佳、香港警務處署理邊界警區指揮官葉建

酎出席了會議。吳永佳強調，警隊有責任維持社會秩
序，保障公共安全，倘有任何人違法，警方必定依法處
理。

防止影響緊急服務

吳永佳昨日在北區區議會發言時表示，警隊作為執法

部門，一直依法辦事。在處理遊行示威時，警方必須兼
顧其他人士使用道路的安全，避免集體癱瘓交通、堵塞
公共通道行為，對社會秩序公共安全造成嚴重影響，甚
至影響政府提供緊急服務，對市民生命造成威脅。
他續說，警方會根據當時情況，採取適當措施維持社

會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倘有任何人違法，警方必定依
法處理，又叮囑有意參與違法行為的市民，要細心思考
活動對其他社會人士及各行各業的影響，以至可能涉及
的法律責任。

新社聯請願 責「佔中」損經濟

維持秩序有責 警：定依法處理

區議員批「謀殺法治」害港沉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鼓動

的「佔領中環」備受批評，但行動發起人堅

持與民為敵，正式宣布行動由醞釀期進入組

織裝備期，令越來越多香港市民發聲反對。

繼沙田區議會全數在席議員通過譴責「佔領

中環」動議後，北區區議會昨日也動議譴責

「佔領中環」，嚴重破壞香港法治的核心價

值，衝擊社會正常秩序，損害香港繁榮穩

定，呼籲警方緊守崗位，對蓄意犯法者秉公

辦理，動議最終在18票支持、1票反對下大

比數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沙田及北區區議
會後，深水 油尖旺區議會將分別於下周二(18日)及
下周四(20日)討論由議員提出的反「佔中」動議。兩
區區議員普遍支持動議，批評違法「佔中」將影響
香港各行各業，會為香港帶來嚴重後果。

林家輝：嚇走投資者 影響各行業

「西九新動力」副主席、深水 區議員林家輝昨
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他已發起在下周二的區
議會會議上討論「佔中」的問題。他強調十分反對
「佔中」，因此舉會癱瘓香港政經中心的運作，不但
會影響在中環上班的特定行業，更會嚇走投資者，
影響全港各行各業，為香港帶來很大的打擊，「若
政府被癱瘓，肯定人人都受到影響」。

梁文廣：影響金融中心形象

「西九新動力」副秘書長、深水 區議員梁文廣

則指，自己絕對不希望因為反對派「佔中」而影響
商戶運作，並影響香港作為世界知名的金融中心形
象，社會有需要反對這種「知法犯法」的行為。他
又說，區內不少家長向他反映，不希望子女參與
「佔中」等違法行為，更不認同有訴求就要影響他人
的做法。

葉傲冬：起危險示範作用

油尖旺區議會最快亦將於下周四會議上討論由區
議員莊永燦提出的反對「佔中」動議。民建聯油尖

旺區議員葉傲冬指出，「佔中」肯定是違法的行
為，連日來社區朋友與街坊均向他表達對「佔中」
的擔憂，認為會造成很嚴重的後果，更可能會為激
進示威者起了「示範作用」，是很危險的行為，「如
果有人唔鍾意某 就發起『佔領』，今次講『佔領
中環』，日後又可以佔領其他地區，例如油尖旺有很
多商業及旅遊設施，到時影響就難以估計」。

楊子熙：造成不良社會風氣

油尖旺區議員楊子熙指出，香港是自由社會，任
何人都可以表達自己的訴求及意見，但應該以和平
的手法，例如遊行示威等，但就不應採取「佔中」
此等違法手段。自己身為小學的校監，不少家長都
向他反映，反對派近日大肆宣傳「佔中」，將違法行
為美化為正當行為，會造成不好的社會風氣，更擔
心子女會學壞。

黃建新：鼓吹違法影響下一代

油尖旺區議員黃建新則指出，香港是法治社會，
大家應該守法，須以合法手段去爭取，才能夠獲得
社會大眾所接受，更擔心「佔中」鼓吹違法行為，
將會破壞社會風氣，影響下一代。他又希望政府做
足準備，一旦位處中環的政府總部與重要商業中心
被示威者「佔領」時，可以將有關的辦事處暫時搬
到其他地區，盡量減低對市民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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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接連
發動攻勢，鼓吹「佔領中環」暴力抗爭。在
北區區議會昨日會議上，有民主黨區議員試
圖為「佔中」開脫，竟聲稱表明要「違法」
的「佔中」行動不會破壞香港法治這核心價
值。多名區議員在發言時狠批「佔中」者所
為，自恃高舉「為港人爭取普選」的高尚訴
求，策動具侵佔性及霸佔性的違法抗爭，完
全無視香港的法治精神，是在「謀殺法
治」，最終肯定令香港沉淪，又強調「佔中」
如同毒品般「不可一、不可再」，希望全港
市民三思，向違法行為說不，並全力支持特
區政府及警方依法辦事。

民主黨區議員羅世恩在昨日北區區議會
討論譴責「佔中」動議時聲稱，大家應將
「佔中」的參與者分成3類：一是「甘願參
與公民抗命達致普選特首的死士」；二是
「和平佔中者」；三是「後勤支援者」，並
聲言後兩者「無可能破壞香港的法治價
值」。「過往亦有『佔領』等類似的表達訴
求方式，除非有暴力發生，否則『佔領中
環』只會『延續七一精神』」。

侯金林駁羅世恩「恐怖支援論」

北區區議會副主席、民建聯區議員侯金

林在發言時反駁，發起「佔中」者已表明
所有參與者都要準備坐監，所謂「後勤支

援者」則在「支援」他人坐監，情況非常
恐怖：「『佔領中環』具有侵佔性及霸佔
性，羅世恩講到有人準備坐監，仲講咩法
治？講咩核心價值？」

民建聯副主席、新社聯理事長陳勇直
言，反對派高舉所謂「為港人爭取普選」
的「高尚訴求」，策動違法抗爭損害港人賴
以為生的法治精神，等同「法治自殺」，最
終肯定令香港沉淪：「法治是保障和平的
後盾。舉例指，獅子可以咬死兔子，大家
互鬥拳頭大，正是自然生態無法制、無法
規，大家生命受到威脅肯定尋求警方協
助，足證大家好珍重法治精神。」

陳勇：似毒品 不可一不可再

陳勇又批評「佔中」發起人以中學生來
「打前閘」，最終可能影響青年的一生前
途。「大家話政治及經濟自殺恐怖，法治
自殺亦肯定令香港沉淪，期望大家三思，
向非法行為說不，好似毒品咁，不可一、
不可再！」

民建聯議員鄧根年也質疑道：「何謂和
平？何謂假道義？今日反對派別有用心搞
『佔領中環』，以達到其他政治目的。早在
港英殖民統治年代，香港港督也是英國政
府委任，大家(反對派)當日不去『佔領中
環』？選舉是否一切？香港的言論自由及

法治精神均得來不易，反對派鼓吹『佔領
中環』，咁都 ？」

姚銘：中環失守嚴重打擊經濟

民建聯議員姚銘強調，香港是金融商業
中心，中環作為香港的經濟命脈，一旦失
守就會嚴重打擊經濟發展，令香港經濟進
一步下滑，屆時港人又要飽受股市及負資
產等影響，力撐特區政府以果斷決心執
法，「中環布滿好多商業銀行及金融機
構，一旦失守則影響深遠，大家可以集會
請願表達意見，但不可以『佔中』」。

黃宏滔責「協助他人犯法」

工聯會議員黃宏滔直言，特區政府須為
普選行政長官立法，但「佔領中環」則鼓
勵他人犯法，有違正常邏輯，促請「佔領
中環」倡議者三思，「有人話『佔領中環』
是普選的核心，即係犯法先是普選的核
心，幾恐怖！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即
使當日正值碼頭工潮，法庭亦是保障所有
人利益，確保公司正常運作。協助他人犯
法又是否犯法？」

工聯會議員曾勁聰亦指，特區政府仍未
推出正式政改方案，反對派應先行與政府
磋商普選辦法，而非急於強行「佔領中
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新界社團聯會數十
名代表，趁北區區議會昨日討論譴責「佔中」動
議時到場請願，強烈譴責反對派鼓吹「佔領中
環」，批評此舉將嚴重影響香港的經濟繁榮穩
定，並呼籲特區政府繼續緊守崗位，及希望警方
克盡職守，全力維護社會安寧，保護香港市民的
合法權益。

冀警維社會安寧 護民合法權益

新界社團聯會北區地區委員會、各屬會及義工
代表數十人，在北區區議會行前齊集北區政府合
署大樓外，表達反對「佔領中環」的訴求。他們
指出，香港是個多元社會，大家表達訴求也要遵
守法治精神，故強烈反對任何人以任何藉口策劃
及推動所謂「公民抗命」、「佔領中環」，「有關
行動的倡議與組織者，為達某種政治訴求，不惜
踐踏本港市民非常珍惜的香港法治核心價值，擾
亂正常秩序，破壞本港繁榮穩定」。

■北區區議會的譴責「佔中」動議，在18票支持、1票反對下大比數通過。 梁祖彝 攝

■林家輝 張偉民 攝

■溫和輝 梁祖彝 攝 ■王潤強 梁祖彝 攝 ■羅世恩 梁祖彝 攝 ■侯金林 梁祖彝 攝 ■陳勇 梁祖彝 攝 ■鄧根年 梁祖彝 攝 ■曾勁聰 梁祖彝 攝 ■吳永佳 梁祖彝 攝

■梁文廣 張偉民 攝

■葉傲冬 曾慶威 攝

■楊子熙 曾慶威 攝

■新社聯請願，強烈譴責反對派鼓吹「佔中」將嚴重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

鄭治祖 攝
■黃建新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