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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孫君犖 2014年2月28日（星期五）

中聯辦：強烈譴責暴行 祝願劉進圖早康復
楊健向家屬致慰問 支持港府全力緝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子京）《明報》前總編輯、世
華網絡營運總裁劉進圖遭遇歹徒暴力襲擊，香港各界均表憤慨。
中聯辦副主任楊健昨日在回應傳媒提問時，強烈譴責兇徒的殘暴
行為，並祝願劉進圖早日康復，又向其家人致以慰問。
楊健昨日在出席一公開活動時，被在場記者問及劉進圖遇襲
一事時表示，他對劉進圖先生遇襲事件深為關注，並強烈譴責
兇徒的殘暴行為。他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不能容忍任何違
法行為，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全力緝兇，依法懲處。祝願劉進圖
先生早日康復，並向他的家人致以慰問。
新聞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顧堯坤昨到醫院探望劉進圖後表示，
劉進圖為人低調溫文，不會「聲大大」，但報道的新聞敢言。
■中聯辦副主任楊健回應劉進圖遇襲事 他暫未知劉進圖受襲原因，但認為若與其工作有關，相信是個
件。
嚴重問題，「不可能因他的敢言，而遭遇不幸」。

趙應春：未見港新聞自由收窄
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主席趙應春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指出，協會極度關注劉進圖遇襲案件，所有會員都感到
震驚及憤怒，執委會明天開會商討跟進工作，呼籲警方
全力緝兇，調查是否有幕後人士涉案。
他直言，從事新聞工作多年，報道過程中必定會觸動
到部分人的利益，定會遇上各種麻煩，如有人會以粗言
穢語向記者表達不滿、向記者上司投訴，甚至有管理層
威脅以權力辭退記者等事並不出奇。
不過，趙應春強調，記者天職就是將不公義的事如實
報道，而自己並未明確見到香港新聞自由收窄，媒體市
場仍相當蓬勃，相信香港不會出現「一言堂」。他又

說，前線記者與管理層受壓情況不同，記者遇阻滯大
多與手頭上跟進中的報道有關，管理層則要顧全整個
營運大局，對於部分報道不能「撐到底」也是無可避
免的事，希望年輕記者入行的同時，要明白管理層的
考量及掣肘。
記協主席岑倚蘭在節目中稱，是次為極嚴重的暴力事
件，記協今明兩天會分別在中環、銅鑼灣和旺角等設立
街站，收集市民簽名，表達對劉進圖的祝福。她表示，
即將來臨的周日舉行反暴力行動，初步計劃先在政府總
部集合，再到警察總部遞交請願信，促請警方盡快破
案。

警再發圖覓曾載疑兇的哥
明報敏感報道交警助查 各界捐獻懸紅增至 300 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杜法祖）遇襲受重傷的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仍在東區醫院深切治療部留
醫，情況有好轉仍危殆。《明報》編務總監兼總編輯張健
波表示，會全面檢視 2013 年明報所有的報道，將題材較
為敏感的報道，在保護消息來源的情況下，交予警方協助
調查。另方面，警方昨晚發放第三張閉路電視截圖，顯示
一名涉案疑人在案發後，迅於棄車現場西灣河街截乘的士
離去，呼籲有關的士司機聯絡警方助查。而大批重案組探
員昨晨重返案發及兇徒棄車現場調查蒐證，全力緝兇。另
《明報》懸紅緝兇金額經各界捐獻僅一天已增至 300 萬

■警方發出第三張截圖，懷疑其中一名疑兇在西灣河街棄
下電單車後，上了這部的士離開。

元。

重案組返現場尋目擊者
警方港島總區重案組昨晨 10 時許出動 25 名男女探員，在劉前日遇襲
相若時間，重返西灣河鯉景灣太康街現場一帶進行問卷調查，其間探
員分成數個小隊，分別向路人及店舖商戶查詢有否目擊案發經過或見
過可疑人，又有探員向鯉景灣管業處及樓上住戶查問。至於劉進圖遇
襲時準備光顧的茶餐廳，昨晨如常營業，食客均對事件議論紛紛。有
餐廳職員表示，劉進圖習慣每朝 10 時左右到來吃早餐，但通常一個
人，他十分斯文，會邊進食邊上網，有時也會與友人在下午到來光
顧。有食客則認為今次只是個別事件，相信治安沒有問題，不會擔
心。

劉需多休息 家人婉拒探訪

■探員在太寧街找尋可能錄下行兇疑
兇經過的「天眼」。

2「天眼」或攝棄車及轉坐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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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引起國
際關注，繼外國多個媒體以大篇幅報道後，歐洲聯盟成員國駐港總領
使昨日發表聲明。聲明指，對劉進圖遇襲感到震驚，祝願劉進圖早日
康復，並向他和他的家人寄予祝福。聲明又指，歐盟辦事處及各成員
國總領使，均認同行政長官梁振英指香港是個法治社會，絕不容忍這
類暴力事件發生。此外，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日前亦有就事件發出聲
明，指「深感關注」劉進圖遇襲事件，領事館歡迎港府譴責罪行及承
諾徹查事件，又指劉進圖及其家人正處於艱難時刻，領事館致以由衷
的慰問，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盡快將兇徒繩諸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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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美領事發聲明表慰問

■陳婉嫻形容劉進圖精神
還好，意志力很強，曾以
口型對她說「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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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健波表示，曾到過醫院探望劉進圖，對方目前需要休息。對於有
評論懷疑劉進圖遇襲，或涉及《明報》揭發內地高官財富報道有關，
張健波認為，去年較敏感的報道題材，主要以本地新聞為主，相信有
關報道會「得罪人」。
他又稱，「我們在明，刀手在暗」，認為目前面對的處境防不勝
防，新聞界要承受不必要風險。他續稱，會全面檢視去年有關政治、
經濟及社會等範疇的新聞報道，並將題材較為敏感的報道，在保護消
息來源情況下，交予警方協助調查。
《明報》原本捐出100萬懸紅緝兇，但事件引起全城關注，民間捐獻
懸紅僅一天已增至超過 300 萬元，包括 3 名匿名人士的共 155 萬，及劉
進圖香港大學法律系同學募集得的逾51萬元。

■曾鈺成表示劉進圖能夠說
話，提醒他「政改座談會要
繼續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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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百多名明報員工昨午穿
上黑衣在公司外以默站譴責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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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健波：
「得罪人」報道港事為主

3 3/.2
劉進圖遇襲案兇徒行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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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警方根據閉路電視錄影資料，發現兇徒在行兇後即閃電在
西灣河街棄車，其中一人疑乘的士離逃去。重案組探員昨晨亦到距
劉遇襲現場約 1 公里外的西灣河街棄車現場調查，其間探員發現在
兇徒棄車位置正對面一間麵店，以及斜對面一間泰式雜貨店門外，
均設有閉路電視鏡頭，相信可攝得兇徒棄車過程，已取走硬碟調
查。
探員亦到柴灣嘉業街明報工業中心調查，逗留約 10 分鐘後離去。
另外 3 名重案組探員昨晨則到醫院病房，女督察黃秀君表示警方尚
未能正式為劉錄取口供。
警方昨晚發放第三張閉路電視截圖，圖中顯示一名涉案疑人於前日
上午約 10 時 25 分至 10 時 30 分，手持一個旅行袋及頭盔，在西灣河街
與太寧街交界登上一輛的士向康山方向駛去。警方急欲會晤圖中的士
司機，並呼籲任何人士如有資料提供盡快致電：9255 4063 與警方聯
絡。
《明報》昨日為顯示對暴力行為的不滿，將頭版報頭的「明報」字
樣，及有關劉進圖遇襲事件的標題與圖片邊框等，一律改為黑色。另
外，《明報》編輯部在頭版刊登譴責聲明，批評襲擊劉進圖的是「冷
血暴行」，呼籲目擊者提供資料。
聲明又指，《明報》主席與同事向劉進圖家人致以慰問，又指該報
會無懼暴力，會一如以往繼續堅守現行編採方針。
同日下午，約百名《明報》員工穿上黑衣在報館地下集會，手持改
用黑色報頭的《明報》頭版，並戴上象徵捍衛新聞自由的藍絲帶，譴
責兇徒襲擊劉進圖，捍衛新聞及言論自由。

特首：醫局盡力跟進術後治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明
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案引起全城
關注，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出席公開
活動後表示，已向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了解劉進圖情況，而醫管局會盡最大
努力跟進手術後治療，冀市民放心。
他又稱，警方正盡全力偵查案件，會
繼續全力偵緝肇事兇徒，希望市民有
任何線索或消息可提供，即時與警方
聯絡。
梁振英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主動
提及劉進圖遇襲案件情況。梁振英表
示，昨晨已向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了解劉進圖的手術治療及護理情
況，目前情況有進展，醫管局醫生及
護理人員會盡最大努力，跟進手術後
的進一步治療與護理工作，希望市民
放心，當局會盡最大努力，促進劉進
圖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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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又指，由於劉進圖現在需要
多休息，因此，其家人向特區政府的
官員提出，因知道很多特區官員與劉
是朋友，亦關心其傷勢，但因現需多
作休息，故婉拒探訪。他稱，「港府
官員同事都託我（梁振英）通過他的
家人向劉進圖表達問候，大家都希望
他能夠早日康復」。
梁振英續指，另方面警方現正盡全力
偵查案件，前晚警方亦已檢獲一部懷疑
涉案電單車，警方會繼續全力偵緝肇事
兇徒。梁振英稱，要做好偵緝工作，同
時需要市民支持與配合，故警方發放了
閉路電視截圖，並於昨晨在現場附近向
當地居民及商店發放問卷，又設立了熱
線電話，希望市民有任何線索或消息可
提供，即時與警方聯絡。
至於問及會否派出俗稱 O 記的有組
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調查，梁振英
說：「警方會盡全力去做，大家看到
警方可以在短時間內做了上述的工
作，我們是相當倚靠大家向警方提供
任何對這件案件的偵破可以有幫助的
線索。」

情況好轉寫字傳意 家人籲目擊者報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劉進圖仍然在東
區醫院的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好轉，面上回復
血色，向他問問題有反應，手術後傷口已穩定，
未有再大量出血，手指能在病牀牀單上寫字表達
意思，暫時不用再做手術。病房門外，則放了多
個由官員、不同團體送來花籃；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及多名立法會議員都到醫院探望他。劉進圖的
妻子及家人發聲明，嚴正譴責今次暴行，呼籲目
擊者挺身而出指證暴行。
劉進圖目前仍然在深切治療部留醫，病房門外
陸續有官員、團體送來花籃，包括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長譚志源、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工聯
會 6 名立法會議員、劉進圖的中學及大學母校
等，祝劉進圖早日康復。劉進圖妻子昨晨探望丈
夫後表示，手術後劉進圖的傷口已穩定，未有大
量出血，臉上亦回復血色，向他提問有反應，手
指能在病床上寫字表達意思。她感謝所有朋友為
劉進圖禱告。

曾俊華曾鈺成等紛探望
曾俊華昨午到東區醫院探望劉進圖。他逗留了
約 10 分鐘後離開，離開時並沒有向記者發言，只
是揮手示意。曾俊華日前表示，自己和劉進圖是
認識多年的朋友，對他遇襲感到難過。他強調，
法治是香港的基石，任何暴力行為都不能容忍，
希望警方盡快將兇徒繩諸於法。

立會各黨派促警快緝兇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午亦到醫院探望劉進圖。
他表示，劉進圖想盡快離開深切治療部，但因腳
的傷口未完全止血，未能轉到其他病房，不過劉
進圖精神很好，主動向他揮手及打招呼，聲線清
晰，說話時並無喘氣，「他的表現非常堅強，一
開口就提到關心香港的事，我覺得很欣慰、亦很
敬佩」。曾鈺成指，劉進圖又主動提到工作的
事，「他第一句就說明報政改座談會要繼續籌
辦，我說你放心吧，我與你的同事正在商談」。
曾鈺成續說，立法會各黨派對劉進圖遇襲感到
震驚，強烈譴責這種暴力行為，要求警方盡快緝
兇，不希望新聞界及傳媒工作者因事件感到威
脅，對工作產生顧慮，希望警方盡快破案釋除新
聞界的疑慮 。

陳婉嫻：意志堅強唇語說多謝
工聯會議員陳婉嫻探望劉進圖後表示，劉進圖
精神還好，意志堅強，有用手揑了她一下，並用
唇語對她說多謝。陳婉嫻說，完全支持周日由一
群傳媒人發起的「反暴力」行動，但當日要到北
京預備兩會，未能出席；民主黨議員涂謹申探望
劉進圖後則表示，「阿圖（劉進圖）清醒、有意
識，但未講到嘢，做咗個OK的手勢」。
新聞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顧堯坤引述劉進圖太太

■葉劉淑儀及田北辰到東區醫院探望劉進圖。
表示，劉進圖傷口仍有小量流血，他表示之後會
再前來探訪。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主席趙應春昨日
亦在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據了解劉進圖進行多
輪手術後，情況現已穩定，脫離危險期後生命應
無大礙，幸好未有傷及肺與心等重要器官。
劉進圖的妻子及家人昨午發聲明，嚴正譴責今
次暴行，呼籲目擊者挺身而出指證暴行。同時感
謝警方全力緝兇，希望能盡早捉拿兇徒，讓公義
得以伸張。深信劉進圖憑堅毅信念及各界支
持，必定能早日康復，與新聞團隊並肩作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