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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內各黨派均強烈譴責襲擊《明報》前
總編輯劉進圖的兇徒，並促請警方盡快
將之緝捕歸案。有議員稱，他們懷疑襲
擊事件是試圖通過暴力威嚇影響新聞自
由，也有議員認為暴力襲擊只會令市民
更關注新聞自由，相信是次事件與新聞
自由無關。

譚耀宗促警緝兇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對是次事件感到非
常之憤慨，並強烈譴責兇徒的暴力行
為。香港是一個安全的城市，絕對不能
忍容這類暴行發生，促請警方盡快緝拿
兇徒歸案，又祝願劉進圖早日康復，並
向其家人致以慰問。立法會保安事務委
員會主席葉國謙晚上在醫院探望遇襲受
傷的劉進圖後強烈譴責襲擊，認為兇徒

是挑戰法治。保安事務委員會要求警方
交代調查傳媒人被襲擊的詳情。

葉劉淑儀：不會令傳媒人「滅聲」
前保安局局長、新民黨主席葉劉

淑儀表示，她對事件感到很震驚。
她與劉進圖熟悉，並形容對方是一
位斯文的人，不相信劉進圖與人結
怨，但不相信事件與新聞自由有
關，因類似的襲擊行為不會令傳媒
人「滅聲」，反而會令香港人更加
關注新聞自由。

梁君彥：港法治社會不容暴力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對是次事件感到

非常憤怒，並予以強烈譴責。香港是
一個法治的社會，不容許任何暴力行
為，他們促請特區政府及警方嚴正處

理事件，早日緝拿兇徒歸案。並向劉
進圖及其家人表示深切問候，祝願他
早日康復。

馬逢國：傳媒不應受暴力威嚇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

員馬逢國對兇徒的暴行深表憤怒，強調
香港絕不能容忍此類暴行，任何人特別
是新聞從業員，不應受到暴力威嚇及對
待。促請警方嚴肅處理事件，並盡早緝
拿兇徒歸案。
民主黨議員何俊仁對事件感到震驚痛

心，擔心劉進圖遇襲或與新聞工作有關，
對香港新聞自由構成嚴重威脅及打擊，要
求政府全力緝兇。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譴責
暴力事件，促請警方盡速破案。公民黨議
員毛孟靜稱，兇徒「有備而來」令大家
擔心有人對新聞界發出「警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劉進圖今
次遇襲，兇徒落手頗重，相信需要長時間康
復。東區醫院外科部門主管鄧宗毅表示，劉
進圖身中6刀，入院時大量出血。劉上半身
共有2道傷口，分別在背部及肩膊上，其中
最長的傷口在背部長達16公分，刀傷深入
左胸腔穿過肋骨將肌肉割開，但未有傷及肺
組織、橫隔膜、主要血管及腹部其他器官，
算是不幸中大幸，而另一道在肩膀上的傷口
長約4公分，傷勢較輕。

兩腿傷神經線 或損活動能力

負責處理劉進圖腳部傷勢的東區醫院
骨科部門主管曾偉略表示，劉雙腳大腿
後方每邊亦各有2個傷口，2淺2深，深
的約10多公分，每邊腿都傷及主要神經
線，但未有傷及腿骨。曾又表示暫未知
腳部傷勢會否影響劉進圖日後的活動能
力，要經長時間復康安排後才能掌握。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午與特首

到東區醫院探望劉後表示，劉目前雖無
即時生命危險，但傷勢仍然危重，醫院
團隊會全力搶救，並提供所需的醫療及
康復服務。

刀傷長16公分 穿肋骨未入肺

特首梁振英原來於劉進
圖學生時代已與他認識。
梁振英昨日到東區醫院探
望劉進圖後主動向傳媒透
露，表示認識對方已廿多
年，過去劉進圖在大學參
加辯論隊時，他因擔任辯
論賽評判而經常與劉接
觸，當劉進圖畢業加入新
聞界之後，雙方亦因採訪

需要，時常一起探討時事
問題。梁振英又說，過去
劉進圖當記者駐北京工作
時，2人也時常一起飲茶，
故今次無論在公在私，他
都希望劉進
圖 盡 快 康
復。

■杜法祖

相識逾廿載
CY進圖京常茶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劉進圖遇襲重
傷事件引起各界強烈反應，多個新聞業團體均發
表聲明譴責，並促請警方盡快將兇徒緝捕歸案。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昨日發表聲明，強調香港

是法治社會，絕不容許暴力事件發生，該會強烈
譴責這種暴力行為，並強烈要求警方盡快緝捕兇
徒歸案，繩之於法，該會又向劉進圖及其家人致
慰問，祝劉早日康復。

斥暴力行為絕不容忍
香港報業公會在聲明中強烈譴責有關暴行。是

次襲擊動機未明，無論是否與言論自由有關，此
等暴力行為絕對不能容忍。香港報業公會強烈促
請警方高度重視案件，盡快把兇徒繩之於法。
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及記者協會昨亦分別發表聲

明，對劉進圖遇襲重傷感到極度震驚和憤怒，並
強烈嚴厲譴責兇徒的冷血行為，促請警方盡快緝
兇，並祝願劉早日康復及慰問其家人。
香港報業評議會強烈譴責是次暴力襲擊。該會

絕不容忍在法治社會中有人以暴力傷害他人身
體，尤其擔心暴力行為是否針對香港新聞工作
者。
該會同時敦促警方盡快破案，將行兇者繩之以

法。作為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該會呼籲社會大
眾應共同珍惜及保護理性、健康的輿論環境。他
們並向劉進圖先生及其家人表示慰問，祝願劉先
生可盡快康復。
剛於日前成立的獨立評論人協會亦發聲明強烈

譴責事件，認為對新聞和言論自由產生極惡劣的
影響，敦促警方盡快調查緝拿兇徒歸案。

劉進圖遇襲現場為西灣河太康街55號一間餐廳
對開路旁咪錶車位。事發昨晨約10時 20

分，劉如常駕駛其黑色本田私家車到鯉景灣吃早
餐，在路旁咪錶位將車泊下，正當落車之際，突
有一輛載有2名男子的電單車駛至，其中一名戴頭
盔兇徒落車從後舉刀襲擊劉。劉當場身中多刀血
流如注，行人路上遺下大攤血跡。

劉受重創 自行報警
兇徒其後登上由同黨駕駛的電單車逃去無蹤。劉雖重傷仍奮力
自行報警，救護車到場將他送往東區醫院搶救。劉進圖身中6刀大
量出血，初時仍清醒，送抵東區醫院後即時送上手術室搶救，手
術後情況仍危殆。現場消息稱，電單車載刀手離開時，有一輛私
家車殿後，未知是否與案有關。
警方接報得悉事主是知名傳媒人後大為緊張，大隊警員封鎖現
場，港島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港島總區署理警司（刑事）關競
斌表示案件涉及2名男子，行兇後乘電單車逃去，警方會作出全
面及深入調查，並呼籲任何人士如目擊案發過程，請盡快致電
9255 4063或2860 5012與警方聯絡及提供資料。

40警員鯉景灣地氈式搜索
重案組探員向附近店舖索取閉路電視錄影片段，查看有否拍下
行兇過程。約40名機動部隊警員則在鯉景灣一帶地氈式搜索，
又向街坊了解有否目擊案發經過，鑑證科人員也在劉的座駕套取
指紋，探員亦到醫院帶走劉遇襲時所穿衣物。探員稍後亦到柴灣
永泰道劉工作的明報工業中心，查看其平日出入位置及閉路電視
監控等情況，亦到停車場了解保安登記紀錄蒐證。
在事件發生後，梁振英透過政府新聞處發表聲明：「我和特區

政府非常關注劉進圖遇襲事件，對此暴行感到非常憤慨，並強烈
譴責。香港是法治社會，我們絕不容忍這類暴力事件發生，警方
會作出全面調查。我呼籲能夠就此案提供線索的人士盡快與警方
聯絡，將兇徒繩之於法。」

梁振英：行兇手法有意識地殘忍
梁振英下午並在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及保安局局長黎棟國
等陪同下，到東區醫院探望劉進圖並慰問其家人。梁振英指，劉
目前無生命危險，對他的說話有反應。
他強調，香港是一個守法和法治的社會，絕對不會容忍任何暴

力行為，今次兇徒行兇手法是有意識地殘忍，他嚴重譴責暴徒的
暴行，已致電警務處長要求對方及警隊全力緝兇，盡快將兇徒緝
拿歸案，繩之以法。
他強調，特區政府非常重視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這是社會重

要的核心價值和發展的重要基石。他現時不能對劉進圖遇襲原因
作任何揣測，但相信事件最終會水落石出。

林鄭對事件感震驚心痛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她對事件感到非常震驚，亦很
心痛。「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這些暴力行為是不能容忍的，應
該受到全社會的譴責。」目前最重要的是希望劉進圖能夠早日康
復。「我肯定警方一定會嚴正來跟進，去捉到這個兇徒，將他繩
之於法。」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強調，香港警方絕對不會容忍此類行為，港

島總區重案組同事全力追緝兇手，全方位調查此案。「在此，我
再一次向廣大市民呼籲，如果你們目擊或手上有任何資料關於此
案的發生過程，請你們立即與警方聯絡，讓警方可掌握更多線
索，早日緝捕兇徒歸案。」
劉的家屬包括劉妻及胞兄等趕至醫院了解情況，各人均神色凝

重。《明報》現任編務總監兼總編輯張健波，及新聞行政人員協
會主席趙應春等大批同業及友好先後到醫院探望劉。劉的友好昨
晚於東區醫院的禮拜堂為他舉行禱告會，祝願早日康復。

警發截圖籲提供線索
警方晚上發出兩幀閉路電視截圖，一幀停車場的閉路電視曾錄得

2疑兇乘電單車在停車場外經過，另一張是其中一疑兇棄車後無戴
頭盔離開。警方藉此呼籲於發生事件當中，如有任何人士目擊或能
提供相關資料，盡快與警方聯絡。
及至傍晚，警方在西灣河街

141號外的電單車位，發現懷疑與
案件有關的電單車，該電單車被
車冚蓋住，警方初步調查相信是
失車，徹夜將介乎太寧街與成安
街一段西灣河街封閉進行調查。

各黨議員震驚 祝劉早日康復

劉進圖簡歷
學歷

■■ 1983年於華仁書院中七預科畢業
■■ 1987年香港大學法律系畢業 (律
政司司長袁國強、廣播處處長鄧
忍光都是他的大學同學)

事業

■■港大畢業後曾當李柱銘大律師的
助理

■■ 1989 年離開法律界加入新聞
界，在《信報》任政治版記者

■■ 1995年加入《明報》擔任社評
主筆，數年前曾駐京

■■ 2012年1月接替張健波成為《明
報》總編輯

■■ 2014年1月《明報》宣布劉進圖
即時調任「世華網絡資源」營運
總裁

家庭

■■妻子陳碧君現任九巴企業事務總
監，2人育有一女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業界齊譴責促警緝兇業界齊譴責促警緝兇

劉進圖當街挨六刀

各界強烈譴責 行暴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鄧偉明鄧偉明、、杜法祖杜法祖））剛於上月調往剛於上月調往

同系公司同系公司「「世華網絡資源世華網絡資源」」任營運總裁的任營運總裁的《《明報明報》》前總編前總編

輯劉進圖輯劉進圖，，昨晨駕車到港島鯉景灣準備前往吃早餐時昨晨駕車到港島鯉景灣準備前往吃早餐時，，被被

乘坐電單車掩至刀手從後連劈乘坐電單車掩至刀手從後連劈66刀刀，，其中一刀深入胸腔大其中一刀深入胸腔大

量失血量失血，，送院命危送院命危。。特首梁振英到醫院探望劉進圖特首梁振英到醫院探望劉進圖，，並強並強

烈譴責有關暴力行為烈譴責有關暴力行為，，要求警方全力緝兇要求警方全力緝兇，，盡快將兇盡快將兇

徒繩之以法徒繩之以法。。警方高度重視案件警方高度重視案件，，強調絕不容忍強調絕不容忍

任何暴力事件任何暴力事件，，已指派港島總區重案組接已指派港島總區重案組接

手展開全方位調查手展開全方位調查。。遇襲案震驚全港遇襲案震驚全港，，

社會各界社會各界、、新聞業界及政新聞業界及政

黨齊聲強烈譴責暴行黨齊聲強烈譴責暴行。。
■■梁振英在高永文及黎棟國陪梁振英在高永文及黎棟國陪
同下到醫院同下到醫院，，探望劉進圖並慰探望劉進圖並慰
問其家人問其家人。。 鄧偉明鄧偉明攝攝

■■遇襲劉進圖被送院搶救遇襲劉進圖被送院搶救。。■■劉進圖劉進圖 中央社中央社

■■涉案電單車晚上被警方在西灣河街涉案電單車晚上被警方在西灣河街
尋回時尋回時，，發覺被車冚蓋住發覺被車冚蓋住（（箭嘴箭嘴
示示）。）。 鄺福強鄺福強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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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晚上發出一幀停車場閉路電視錄到2疑兇
乘電單車經過的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杜法杜法
祖祖））《《明報明報》》昨日發表聲明昨日發表聲明，，
譴責是次暴力事件譴責是次暴力事件，， 並表示會並表示會
懸紅懸紅100100萬元追緝兇徒萬元追緝兇徒。《。《明明
報報》》現任編務總監兼總編輯張現任編務總監兼總編輯張
健波表示健波表示，，劉進圖近日應該沒劉進圖近日應該沒
受到恐嚇受到恐嚇，，也未聽聞過是次事也未聽聞過是次事
件與該報的調查報道有關件與該報的調查報道有關。。
《《明報明報》》昨日透過網站發表昨日透過網站發表
聲明聲明，，強烈譴責襲擊劉進圖的強烈譴責襲擊劉進圖的
冷血暴行冷血暴行，，並對有兇徒膽敢在並對有兇徒膽敢在
光天化日下光天化日下，，在鬧市持刀襲擊在鬧市持刀襲擊
市民市民，，深表憤怒深表憤怒。《。《明報明報》》主主
席張曉卿及席張曉卿及《《明報明報》》同事對劉同事對劉
進圖先生和其家人表達最真摯進圖先生和其家人表達最真摯
的慰問的慰問，，及祝願劉進圖盡快康及祝願劉進圖盡快康
復復。。
該報表示該報表示，，將全力配合警方將全力配合警方

調查劉進圖遇襲一案調查劉進圖遇襲一案，，並敦促並敦促
警方盡快緝拿兇徒歸案警方盡快緝拿兇徒歸案，，並會並會
懸紅懸紅100100萬元追緝兇徒萬元追緝兇徒。。

張健波張健波：：劉近日沒受恐嚇劉近日沒受恐嚇
張健波昨日到醫院探望劉進張健波昨日到醫院探望劉進

圖後透露圖後透露，，劉進圖近日應該沒劉進圖近日應該沒
受到恐嚇受到恐嚇，，因自己前日與對方因自己前日與對方
開會時開會時，，對方表現很正常對方表現很正常，，而而
在離開公司時沒有提及任何事在離開公司時沒有提及任何事
與新聞或恐嚇有關與新聞或恐嚇有關，，自己也沒自己也沒
有聽過是次事件與該報拍板進有聽過是次事件與該報拍板進
行的調查報道有關行的調查報道有關。。

他又批評兇徒冷血及目無法紀他又批評兇徒冷血及目無法紀，，並呼籲並呼籲
目擊事件的市民與警方聯絡目擊事件的市民與警方聯絡，，提供資料提供資料。。
《《明報明報》》員工關注組成員冼韻姬等員工關注組成員冼韻姬等100100

多名員工多名員工，，昨午於昨午於《《明報明報》》辦公室地下會辦公室地下會
見傳媒見傳媒，，對事件深表震驚及極度憤怒對事件深表震驚及極度憤怒，，並並
強烈譴責暴力行為強烈譴責暴力行為，，認為無論是新聞工作認為無論是新聞工作
者又或是普通市民者又或是普通市民，，都不應該活在恐懼中都不應該活在恐懼中
或受到任何暴力威脅或受到任何暴力威脅。。關注組強烈要求警關注組強烈要求警
方全力調查事件方全力調查事件，，不要像過往的傳媒人遇不要像過往的傳媒人遇
襲案一樣襲案一樣，，先是高調調查先是高調調查，，其後卻不了了其後卻不了了
之之，，讓兇手逍遙法外讓兇手逍遙法外。。
被問及被問及《《明報明報》》是否需要加強保安是否需要加強保安，，關關

注組則稱要交由警方評估注組則稱要交由警方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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