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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太讚「創舉」：打氣助減壓

各界：激勵執法者士氣

張德江力挺 紀律部隊鼓舞
工會指有助提升士氣 承諾貫徹專業服務港人

本港紀律部隊向來以專業能幹的表現
揚威海外，昨日更獲國家領導人公

開肯定。張德江在會見訪京的紀律部隊團
時指出，香港紀律部隊是香港特區政府的
重要組成部分，在保障「一國兩制」方針
和基本法順利實施、維護香港法治和社會
穩定、服務廣大香港市民等方面做出了重
要的貢獻。「實踐證明，香港紀律部隊有
高度的職業素質和優良的紀律作風。」

張德江並希望，香港紀律部隊再接再
厲，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定維
護香港法治和繁榮穩定，繼續加強兩地執
法交流與合作，為推進「一國兩制」事業
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多個紀律部隊人員工會均對張德江代表
中央政府的讚賞感到高興，認為可提升員
工士氣。政府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主席林國

豪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對是次日
常職責受到國家領導人的讚賞感到高興，
但不會因此而驕傲，因為服務港人，全是

他們份內事。被問及紀律部隊工作越見困
難，日後會否需要更多協助時，他強調，
目前紀律部隊有足夠能力維持本港安穩，
在保障港人安全及救援上綽綽有餘，並承
諾日後將繼續貫徹專業精神服務港人。

警隊：困難雖增努力做好

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相信，是次
張德江會見本港各紀律部隊部門首長，對
警隊有正面的鼓勵作用，並直言近年處理
遊行集會執法方面雖較困難，但無論困難
多大，警方都會努力做到最好。

入境處：證明中央關注工作

入境事務主任協會主席倪錫水對獲得國
家領導人的認同感鼓勵和開心，並指近年
紀律部隊在工作上面臨莫大壓力及挑戰，
尤其是面對市民要求執法人員調查更具透
明度，同時前線人員又要表現克制及專
業。他認為，張德江是次肯定紀律部隊的

表現，不但證明中央政府關心他們的工
作，也證明紀律部隊未有淪為政治打壓工
具，反而在維持本港安全及救援上獲正面
評價。

海關：肯定維持繁榮作用

香港海關人員總會主席陳志光也認
為，國家領導人公開讚揚紀律部隊的表
現，肯定了他們在維持本港繁榮安定上
起正面作用，相信不少同僚會為過往的
付出獲認同感光榮。他說，雖然海關近
年工作量持續增加，但承諾日後會繼續
以專業的態度面對公眾，及不偏不倚依
法辦事。

消防懲教誓更用心服務

消防處職工總會主席李德其，及懲教事

務職員協會初級組主席鄭育良亦對紀律部
隊獲張德江讚揚感高興，相信同僚在中央
肯定下會更用心服務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張德江昨日肯定了本港紀律部隊的工作，本港社
會各界人士在接受本報訪問時直言，前線執法人員面
對越來越激進、暴力的反對派示威者，承受了不少壓
力，尤其是可能出現的違法「佔中」，張德江是次講
話，可以說為紀律部隊打了一支「強心針」。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

文端指出，過去一段時間，紀律部隊在執勤時遇到不
少激進示威人士的蓄意挑釁，仍然堅持做到依法執
法，值得稱讚，張德江的講話是代表中央充分肯定紀
律部隊的表現，為紀律部隊未來繼續做好維護國家和
本港安全、依法維持社會秩序等工作打下「強心針」。

警處理遊行亂子專業

港區人大代表譚惠珠指出，本港警察及紀律部隊均
非常優秀，本港回歸後平均每年有7,000多個示威遊
行，規模越來越大，遊行尾聲更不時有不依申請及不
反對通知書的行動出現，警方不單要照顧遊行與非遊
行人士安全，更要隔離不同政見團體，而警察在處理
遊行及突發性亂子，較許多民主國家及地區更加文
明，絕大部分可以專業處理。

港區人大代表、香港中旅集團執行董事盧瑞安說，

紀律部隊對本港穩定繁榮作重要貢獻，確保不會出任
何亂子，而張德江很關心香港事務，故為紀律部隊打
氣，是非常正面的訊息，「香港市民向來對紀律部隊
很信任，但今日香港的政治環境，部分人過分渲染，
破壞良好的環境及氣氛」。

籲客觀評價理解包容

行政會議成員、港區人大代表羅范椒芬認為，本港
警隊非常具優勢，多年來本港的治安環境更稱譽國
際，儘管有遊行示威者因個別情況，而質疑警方執法
不公，但警務人員有其執法原因及理由等難處，「警
隊人員士氣非常重要，希望社會能夠客觀評價警隊，
並對警務人員作理解及包容」。

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指出，張德江是次力挺紀律部
隊，維持紀律部隊的士氣，繼續依法執法，維護國家
安全和維持社會秩序，反映中央高度重視紀律部隊，
並相信這與近日紀律部隊在執勤期間，受到民粹主義
人士衝擊有關。

反對派「佔中」必衝擊前線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表示，過去數年，無論是
政府官員以至建制派議員等落區諮詢時，反對派均發

起激進的示威行動，搗亂甚至以暴力衝擊，既令他們
無法聽取市民意見，也為前線紀律部隊做成壓力，而
反對派未來「佔中」必定會衝擊前線人員，是次國家
領導人肯定紀律部隊的工作，為他們打一支「強心
針」。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也說，紀律部隊是維持本
港穩定的重要力量，但近日卻面對很多的挑戰，由

「限奶令」、雙非以至反對派中人在遊行示威活動期間
不斷挑釁前線執法人員，令他們面對很大的壓力，是
次國家領導人給予正面的評價，為他們打氣，有助提
升士氣。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說，紀律部隊不斷受到不同的衝
擊及挑戰，包括激進黨派的「粗口老師」林慧思辱
警，以至「佔中」可能引發的混亂等，領導人給予紀
律部隊正面的評價，確認其貢獻，是為他們打氣，發
放正面訊息。

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健波認為，社會得以穩定發
展，全賴紀律部隊，而他們一直都以公平、公正的態
度執法，令人敬佩，但近期反對派示威，每每衝 前
線人員而來，如林慧思事件，令前線人員已「忍到極
點」，是次國家領導人作出明確的鼓勵，有助穩定軍
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長張德江會見本
港紀律部隊代表，並高
度讚揚、肯定紀律部隊
的工作，鼓勵他們再接
再厲。前保安局局長葉

劉淑儀形容，是次會面
是一次「創舉」，相信
是中央知道本港紀律部
隊在社會事務政治化的
環境下，常遭到無理指

責，面對很大壓力，故由張德江代表中央政府為他
們打氣。

現為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的葉劉淑儀昨日
表示，張德江會見訪京的紀律部隊代表團，是一項

「創舉」，指紀律部隊近年在執行任務時，往往因本
港社會氣氛政治化而面對很大壓力，早前就有前線
紀律部隊人員私下向她透露，他們對可能發生的

「佔領中環」感到很大壓力，擔心一旦出現混亂，
執法人員會成為磨心，相信中央已了解到有關情
況，故通過是次會面，清楚表達中央政府全力支持
本港紀律部隊的工作，為前線同工打氣，對紀律部
隊起了鼓勵的作用。

李少光：非首次盛讚

前保安局局長、現任港區人大代表李少光說，國

家領導人並非首次公開表揚幾支紀律部隊，如他當
年出任保安局長，也曾每兩年帶隊到北京拜訪，並
獲安排與國家領導人、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會
面：「正如我在任時多次講過，香港幾支紀律部隊
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其專業性及為市民服務的態
度，較先進國家及地區優秀，市民都是有目共睹
的。正如大家將美國警察與香港警察比較，香港警
察仍然優勝，這是事實！」

兩地執法人員交流屬必然

對於張德江談到紀律部隊應多到內地交流，李少光
強調，本港紀律部隊要維護本港穩定繁榮及落實「一
國兩制」，故兩地執法人員交往溝通合作是必然的，

「兩地每年的人民往來幾千萬人次，關口暢順以至牽
涉兩地罪案特別是情報交流，也有賴兩地執法人員合
作」：「我留意到香港有言論指兩地執法部隊交流好
似罪惡，這是不可思議。我在任時亦經常與海外執法
部門溝通，與內地溝通合作是很正常的。」

被問及有指警民衝突越趨嚴重，李少光透露，自
己最近落區，得悉很多市民都支持警方依法辦事，
維護本港穩定繁榮及安全秩序，而導致「警民衝突」
的僅屬少部分所謂示威人士，經常利用肢體接觸表
達方式，這是他一直譴責的，「既然香港《基本法》
給予香港那麼大的自由度，大家表達意見時根本毋
須動武，破壞香港多年來和平有序的示威，尤其是
一少部分人有意挑戰及衝擊警察防線，我認為是無
必要的」。

本港紀律部隊素來以專
業態度揚名海外，不但屢

獲國際殊榮，更是海外紀律部隊的學習對象。
2002年，警務處在由Gallup International進行的

調查中，獲70%受訪港人認同以本港社會利益
為依歸，遠高於全球平均率的20%。同年，在
香港大學與聯合國合辦的調查亦顯示，公眾對
警務處的表現極為滿意，滿意度高達近95%。

據2009年偵破罪案效率數據顯示，警務處整
體破案率為46%，遠高於世界知名城市如紐約
市警察局的35%。在2010年公布的《世界競爭
力報告》中的「警務可靠性」項目，該年133
個受統計地區中，警務處排名第四，反映本港
警隊十分可靠。

2004年，警務處獲頒Brandon-Hall卓越培訓
成就獎最佳教材典範金獎。2009年，在心理才
能發展方面獲美國訓練及發展協會頒發年度優
質培訓發展獎項。

入境處兩獲亞太科技獎

入境處的表現也屢獲國際肯定：2005年及
2007年，入境處兩度獲頒該年度的亞太區資訊

及通訊科技大獎，另於2005在由聯合國舉辦的世界信
息峰會大獎中，獲頒電子政府組別中國提名獎，力證
入境處的執法水平早已達國際水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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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晤紀律部隊 籲多北上考察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自上任

以來，首次會見香港紀律部隊。他談到

香港紀律部隊到內地考察參觀時，說這有助於紀律部隊成

員進一步了解祖國內地，增強執法部門之間的合作，「是

很好的辦法，應不斷總結，堅持下去」。

張德江在開場白中，還輕鬆問黎棟國共來過幾次人民大會

堂，黎回答說「有四五次」。張德江也向所有交流團成員介

紹是次會面場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這裡是舉行重要

國事活動的地方」。 ■記者孟慶舒 北京報道

中央領導人支持梁振英講話(摘要)

■2013年3月18日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國

家主席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南海會見行政長

官梁振英時表示：「我希望香港社會各界能夠緊密地團

結起來，『眾人拾柴火焰高』，積極支持梁振英和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共同來開創香港更加美好的未來。」

■2013年3月18日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當選

國務院總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在中南海會

見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和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

安。李克強充分肯定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在國家

整體發展中所發揮的獨特而重要的作用。他說，新一屆

中央政府將堅持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

《基本法》辦事，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繼續加強內地與香港、澳門交流合作，共創繁榮穩

定，共用繁榮穩定。

■2012年12月21日 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見到北京述職

的梁振英時，讚揚特區政府施政以民為先：「你（梁振

英）和新一屆特別行政區政府就職以來，團結協作，勤

政務實，奮發進取，展現出良好的精神面貌。特別是你

們堅持民生為先的施政導向， 力解決住房、扶貧等問

題，得到了廣大市民的認同。中央對你和新一屆特區政

府的工作是肯定的，也是支持的。希望你們堅定信心，

迎難而上，團結奮進，不懈努力，把香港的事情辦得更

好，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作出更大貢獻。」

■2012年12月21日 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會見在北京述

職的梁振英：「我堅信，在特區行政長官和政府的領導

下，香港同胞一定會在促進經濟發展、推動社會進步、

有效改善民生等方面不斷取得新的成績。」

■2012年12月20日 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任國家副主席習

近平在中南海會見到京述職的行政長官梁振英時說：

「新一屆特區政府就任以來，梁特首帶領特區政府管治團

隊，可以說是奮發進取，務實有為，你們的工作繁重也

很辛苦，中央對你們的工作是肯定的，將會繼續堅定支

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2012年7月1日 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第四屆特區政府

就職典禮後，會見了梁振英，向特區的新管治團隊提出

「依法治港、精誠團結、勤政為民、登高望遠」4點希

望，共16字箴言，勉勵各人在梁振英帶領下，形成一個

團結的治理團隊，要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做到施

政廉潔高效，把香港的發展與國家和世界的發展大趨勢

聯繫起來，提升香港競爭力。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李少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紀律部隊在維護「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貢獻，獲中央肯定。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昨日在會見訪京的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及5個紀律部隊首長時，充分肯定香港紀律部隊在維護

國家安全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安全、保障「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順利實施、維護香港法治和社會穩定、服務

廣大香港市民等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多個紀律部隊工會均認為是次獲張德江公開表揚，有助提升部隊士氣，

並印證紀律部隊並未有淪為政治打壓工具，反而在維持本港安全及救援上獲正面評價。他們並強調，有這樣的

表現，全屬身為紀律部隊的份內事，日後會繼續貫徹專業精神服務港人。

■葉劉淑儀 ■林國豪 ■陳祖光

■倪錫水 ■陳志光 ■李德其

廣東連續12年為各
級黨政「一把手」
舉辦黨紀政紀法紀

培訓班，今年更「加碼」
安排300多學員前往反
腐倡廉教育基地，聽取
落馬高官的現身說法，
眾學員紛紛表示被「震
撼」。 詳刊A11

中
國

齊
上
廉
政
課

粵
黨
政
﹁
一
把
手
﹂

英國著名經濟學
家、諾貝爾經濟學
獎得主高斯前日在

芝加哥病逝，享年102
歲。高斯以提出「交易
成本」概念和「高斯定
理」聞名，被譽為「新
制度經濟學」鼻祖及產
權理論創始人。詳刊A16

國
際百

歲
高
斯
病
逝

經
濟
諾
獎
得
主

前國家乒乓球隊教
練陳佑銘與妻3年
前來港旅遊，疑因

被迫購物與女導遊爭執
後病發猝死，女導遊其
後被揭冒充他人身份帶
團。涉案女導遊昨承認
欺詐罪還柙候判。

詳刊A24

港
聞假

導
遊
等
坐
牢

激
死
乒
乓
國
手

作為香港代表隊奪
金希望的7人欖球
比賽，昨日在瀋陽

農業大學上演冠軍爭霸
戰。結果，香港隊在半
場少打一人領先12：0
下，因遭球證接連吹罰
被山東隊以14：12翻盤
奪金。 詳刊A36

體
育港

七
欖
憾
負
摘
銀

慘
被
山
東
隊
翻
盤

預期加息周期漸
近，引發美資回
流，再有內銀被美

資機構減持。市場指建
設銀行（0939）遭美國
銀行試盤配售全數20億
股舊股，最多套現116
億元，結束8年戰略合
作關係。 詳刊B1

財
經

套
現116

億

美
銀
沽
建
行

版面導讀

下次攪珠日期：9月5日

9月3日(第13/102期) 攪珠結果

頭獎：$26,604,050 (1注中)

二獎：$1,319,710 (2注中)

三獎：$104,270 (67.5注中)

多寶：無

21 25 26 33 35 39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