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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警方將就警員
執勤遇言語侮辱制定新處理指引，監警會認為
警方做法正確，惟內容需再詳細研究。監警會
秘書長朱敏健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明白
警方以機密為由未必完全公開指引，但認為警
方可考慮公開部分內容以釋除公眾疑慮。另方
面，保安局局長黎棟國亦指，不希望公眾將
「辱警」與新指引劃上等號，重申指引只為前
線警員面對市民不合作態度時，提供清晰執法
指示。
警方正就警員執勤時遇到市民言語侮辱的處

理程序制定指引，朱敏健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
表示，了解到有前線警員指執法時經常有市民
的言詞或行為過激，對情況感到不滿。他認
為，警方就有關情況制訂指引是正確做法，但
內容需再詳細研究，期望新指引有助減輕前線
警員壓力，並同時改善警民關係。

明白機密未必全公開
他稱，目前仍未看過有關文件，監警會下周
四會與警方召開聯席會議，屆時警方會講解指
引。他續稱，明白警方因機密問題，未必可以
完全公開指引，但認為警方可考慮公開部分內
容，以釋除公眾疑慮。
民陣警權關注組召集人王浩賢在節目中亦表

示，要求警方保持透明度公開指引，讓市民了
解警方的執法尺度及程序，並同時認為指引要
有監察機制，以確保警權不會濫用。他又稱，
目前市民可公開查閱警員截查市民的指引，擔
心新指引內容會太主觀，令警察可以「小事化
大，針對市民」，認為現有法例足夠保障警員
執行職務，日後毋須再立新例限制「講粗
口」，從而影響言論自由。

強調公眾集會不適用
黎棟國昨日出席另一場合時亦表示，不希望

公眾將「辱警」與新指引劃上等號，指引只為提供清晰
指示，予前線警員在面對市民採不合作態度時以甚麼方
法執法。他相信，警方會考慮各方意見，若市民違反法
例，警方就會執法，強調指引不適用於公眾集會。至於
在新指引下被捕的市民會否牽涉刑事責任，他未有正面
回應。
此外，被問及菲律賓馬尼拉市議員洪英鐘會否再度來

港，黎棟國指未接獲確實消息，據悉菲方亦未有反制裁
本港的計劃，現時人質家屬的4項要求中，只餘道歉一
項未達成共識，雙方的談判大門仍然打開，港府會繼續
接觸菲方。至於「驅蝗行動」的調查進度，他表示因警
方仍在調查當中，現時不適宜評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警方昨日提交2013
年本港治安報告予撲滅罪行委員會審視，當中總體罪案
及暴力罪案數字均見下跌，檢獲偽鈔按年增加824張，
達至1,779張，接近一倍；商罪雖有升幅，但整體平
穩。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表示，行劫、爆竊、三合會罪行
及青少年犯罪等個案大幅減少，大部分毒品亦未有流入
本港。他補充，社區驗毒計劃公眾諮詢已完結，冀今年
內作出總結。
撲滅罪行委員會昨日聽取警方匯報2013年本港治安

情況，黎棟國會後總結時表示，本港整體治安情況進一
步改善，總體罪案錄得逾7.2萬宗，按年下跌3,019宗，
跌4%，而暴力罪案則錄得逾1.2萬宗，按年減少668
宗，跌幅達5.2%。
他指出，整體罪案中，行劫、爆竊、傷人及嚴重毆
打、盜竊、刑事毀壞、三合會罪行及青少年犯罪等主要
罪行，均大幅減少。至於嚴重毒品案，去年錄得2,269
宗，按年微升6%，其中涉及危害精神毒品有2,013宗，
佔整體近90%，另有2,968人因涉及嚴重毒品案被捕，
按年增加57人，整體被捕人數中有625人屬青少年，佔
整體21.1%。但他強調，大部分毒品都是在出入境口岸
截獲，未有流入本港。

青少年販毒被捕多八成
此外，他指青少年犯罪問題繼續值得關注，去年涉及

刑事罪的被捕青年中，10歲至15歲少年有2,083名，16
歲至20歲青年就有3,314名，其中被捕青少年佔整體被
捕人數14.7%，主要干犯雜項及店舖盜竊罪行、傷人及
嚴重毆打罪行、及嚴重毒品罪行，而去年因為販毒被捕
的10歲至15歲青少年則有95人，較前年增加43人，升
幅大約八成。
至於商業罪案方面，警方接獲的破產騙案有23宗，按
年減少9宗，涉及金額亦由250萬元減至150萬元；另外
保險騙案則較前年增加26宗，達至35宗，涉及金額則
由2012年的120萬元，大幅增加至去年1,000萬元。撲
滅罪行委員會委員黃美春表示，警方去年檢獲1,779張
偽鈔，按年增加824張，當中有60%屬噴墨打印製作，
除去年底發現的高清千元偽鈔外，其餘質素均粗劣，認
為商業罪案雖有升幅，但整體平穩。

黎棟國關注青少年毒品問題
黎棟國指，當局密切關注青少年毒品問題，禁毒委員

會對驗毒計劃的公眾諮詢經已完結，目前正收集意見，
冀今年內作出總結。他稱，雖然目前社會上未有一致意
見，但對港府及早辨識吸毒者並及早介入有共識，對於
社會對此有較多討論感欣慰。

CY籲珍惜旅業 勿破壞經濟
各界批小撮人辱駡旅客 對港百害無一利

內會否決特權法查商台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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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罪案跌4%
檢偽鈔增824張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及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黃美春在滅
罪會後見傳媒。 彭子文 攝

梁振英昨日在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新春晚宴致辭時
表示，特區政府十分重視旅遊業發展，並祝願旅

行社東主「一本萬利」，並笑言業界發展興旺，可增
加政府的利得稅收入。他說，香港過去幾年的經濟情
況令人滿意，包括保持經濟溫和增長、物價穩定，失
業率最近跌至2.9%至3%的低水平，基本上是「全民
就業」，加上政府財政收支平衡，略有盈餘。
梁振英強調，本港經濟發展並非「幸運」，而是得

到大家共同支持、團結和配合特區政府工作，才能達
成，故社會必須盡最大努力維護和珍惜經濟發展，並
呼籲社會「不做任何破壞或影響經濟發展的事」。

大橋高鐵等落成提升競爭力
他續說，未來幾年將有多項旅遊業有關的大型基建

落成，包括2016啟用年港珠澳大橋及緊接通車的高
鐵，並希望10年內落成機場第三條跑道，認為這些投
以幾百至千億計的大型工程，將有助提升香港競爭
力。
梁振英表示，雖然這類大型工程或多或少會碰上種
種阻力，但當基建落成，對香港經濟和旅遊業將發揮
很大的作用和影響力，並期望各界繼續指點、支持和
鼓勵特區政府的工作。

陳永棋批「滅蝗」愚蠢魯莽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昨日在另一場

合批評，一小撮人鼓吹的所謂「滅蝗
行動」，做法愚蠢、魯莽，對香港發
展有壞處無好處，百害而無一利。有
關的示威僅屬幾十個人的激烈行動，
絕非香港大部分市民的意見，並深信
驅趕遊客行為不獲港人認同，「我從
無聽聞有國家及地區不歡迎旅客，正如設立旅遊機構
及部門都是想吸引更多遊客。現在最重要是疏導旅
客，不要為香港居民造成不便」。
被問及會否於全國「兩會」期間向中央反映類似的

「中港矛盾」事件，他直言整個國家很大，經常會出現
類似的地區與地區間矛盾，大家不應將情況提升至「中
港矛盾」的層面：「譬如說上海有些民眾不喜歡江蘇及
浙江人經常往上海；北京有人也許對河北人湧去北京有
怨言，甚或瑞士對移民德國的人覺得反感等，大家不應
將香港目前情況提升至『中港矛盾』的層面。香港更不
應該為內地訪港『自由行』設上限。」

黃友嘉：改善旅遊配套擴接待量

港區人大代表黃友嘉認為，所謂「驅蝗行動」意識
很壞，即使有不滿，也不應向旅客作針對性行為，相
反，大家應該商量如何改善香港旅遊配套，如開發邊
境等，擴大接待容量，「個人遊刺激香港經濟是客觀
事實，問題在於香港業界接待容量」。

林少麟：小撮人不會影衰港形象
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主席林少麟指出，絕大部分香

港旅遊業東主、從業員以至市民，均不認同激進反對
派以「特殊思維」作出的「趕客」行為。他強調，香
港是講法治的和諧社會，市民不會支持此類激進、令
人鄙視的行為，但他相信一小撮人的言行，不會影響
香港旅遊業的形象。

■特首梁振英昨日出席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新春晚宴。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主席
林少麟表示，絕大部分旅遊
業東主、從業員和市民，均
不認同反對派「趕客」行
為。 彭子文 攝

■梁振英表示，公眾不應做任何破壞或
影響經濟發展的事。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對派早前在尖沙咀廣東道驅逐和指罵

內地遊客，粗暴行為引起公憤，特首梁振英早前回應時強調，任何滋擾行為

和不法行為都應受到譴責，倘有人違法，特區政府將依法跟進。梁振英昨日

出席一活動時再次表示，特區政府重視本港整體經濟發展，亦很重視旅遊業

發展，強調社會應維護和珍惜本港經濟情況，呼籲社會「不做任何破壞或影

響經濟發展的事」。各界批評香港一小撮人辱駡旅客，對港百害無一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被商業電台解僱的
節目主持人李慧玲，多次以「自己就是證人」，對商
台及行政長官梁振英作出沒有證據的「指控」。反對
派昨日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借事件「抽水」，提出
要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李慧玲被
炒一事。但多個黨派議員質疑濫用特權法調查機構內
部人事糾紛，反而是干預傳媒運作，動議最終在37票
反對、26票贊成下被否決。
提出動議的公民黨議員毛孟靜昨日在內會上聲稱，
李慧玲已「清楚指出」商台因發牌問題跪低，故應透
過特權法傳召商台高層、李慧玲本人、梁振英，及曾
在論壇指稱梁振英曾對商台續牌「有強烈看法」的前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到立法會作供。「人民力量」議員
陳偉業則聲言，李慧玲被炒是「粗暴干預新聞自
由」，立法會應公開聆訊，不要令傳媒被「黑勢力」
操控。
民主黨議員何俊仁也「和議」稱，李慧玲一個人的

指證在法庭上也「足以成立」，故立法會應設立調委
會，透過她作證了解真相。「新民主同盟」范國威聲
言，商台如果是「君子坦蕩蕩」，就應公開解釋，又
以《明報》更換總編輯等事件，稱香港言論自由「危
在旦夕」。

黃定光：反對派不應「整色整水」
民建聯議員黃定光在發言時指出，事件只涉及一般
僱傭關係，反對派不應像「叉燒飯」般「整色整
水」，又指自己不知李慧玲是誰，不明白這些「小爬
蟲」為何要拿來立法會用特權法討論，更不值得動用
資源展開聆訊。

陳恒鑌：如「尚方寶劍切叉燒」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說，自己一直支持新聞自由，但

不認為事件與此有關，又批評立法會動不動濫用特權
法，猶如動用「尚方寶劍切叉燒」。

黃國健：李慧玲鬥氣扮烈士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直言，李慧玲事件是商業機構的

內部人事糾紛，相信李慧玲是因為與上級鬥氣被炒無
面子，才扯上新聞自由做「烈士」，拉梁振英下水，
因此除非工聯會是「低智」，否則不可能因為一連串
臆測就支持用特權法調查。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也指出，事件可能涉及上下級關

係、個人作風與機構合作，以至個人風格與企業文
化，而李慧玲提出的指控並沒有事實根據，是「無限
上綱」，倘議會成立調查委員會反而是干預編輯自
主，因此反對耗費資源進行調查。

吳亮星：商界憂動輒政治化
金融界議員吳亮星亦指，立法會動不動把僱傭關係

扣上公眾利益或知情權，然後把事件政治化再介入調
查，令商界感到擔憂。
經民聯議員盧偉國坦言，他看不到香港言論或新聞

被禁制，認為如果議員有意調查，可先由事務委員會
處理。
自由黨黨魁田北俊亦指，自己過往曾支持引用特權

法調查房委會短樁及機場混亂等風波，但商台並不是
公營機構，故應該先由立法會資訊科技委員會展開公
聽會進行調查。
經過約1小時的討論，議案最終在26票贊成、37票

反對及0票棄權下被否決。
不過，反對派並未因此而罷休。20多名議員昨日舉

行記者會，稱會支持於明日由香港記者協會舉行的
「企硬反滅聲遊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警務處榮獲「2013全球最受推崇知識型
機構大獎（獨立營運單位）」，表彰警
隊致力建立知識型的機構文化及肯定其
卓越成就。
警務處副處長（管理）馬維騄昨日率

領警隊代表出席『從知識管理提升生產
力』論壇」暨2013全球及香港最受推崇
知識型機構大獎頒獎典禮，接受該項殊
榮。
這是香港首次有機構奪得「全球最受

推崇知識型機構大獎」，警隊是本年度
唯一榮獲這項殊榮的警務機構。此外，
警務處亦同時榮獲「2013香港最受推崇
知識型機構大獎」和「2013亞洲最受推

崇知識型機構大獎」。
「最受推崇知識型機構大獎」比賽每

年由Teleos和香港理工大學知識管理及
創新研究中心舉辦，以肯定企業和機構
成功推行知識管理計劃的卓越成就。
「2013全球最受推崇知識型機構大獎」
評審團由全球《財富雜誌》五百強機構
的高級行政人員及知識管理專家組成。
在頒獎典禮上，高級警司鄭德明博士

向出席者介紹警隊推行知識管理的措
施，並指出推行知識管理有助警隊提升
整體效能和表現，確保香港治安良好，
令香港繼續成為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安全
及穩定的社會。
該項殊榮證明警隊不僅是優秀的執法

機構，亦是實踐知識管理的學習型組
織，致力服務香港社會，並將服務伸延
至國際層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
治祖）前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副局長梁鳳儀擬分別接
受哈佛亞洲中心（Har-
vard University Asia Cen-
ter）委任為研究員，及接
受國際貨幣金融機構官方
論 壇 （Offici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orum）委任為高級顧問
及撰寫一份報告。前任行
政長官及政治委任官員離
職後工作諮詢委員會昨日
公布，委員會認為，有關
委任及工作不會構成任何
潛在利益衝突，亦不預期
會引起負面公眾反應或公
眾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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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定光 梁祖彝 攝 ■黃國健 梁祖彝 攝 ■盧偉國 梁祖彝 攝 ■吳亮星 梁祖彝 攝

■警務處副處長（管理）馬維騄（右）
代表香港警隊接受全球最受推崇知識型
機構大獎（獨立營運單位）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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