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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記者 鄭治祖、、文森文森））香港立法會審議香港立法會審議

新界東北發展撥款第二次遭受示威人士衝擊新界東北發展撥款第二次遭受示威人士衝擊，，大樓多項設大樓多項設

施及入口受損施及入口受損，，多名警員及保安受傷多名警員及保安受傷，，警方共拘捕警方共拘捕2121名名

涉嫌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及襲警的示威者涉嫌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及襲警的示威者。。特區行政長特區行政長

官梁振英昨日強烈譴責前晚發生的暴力事件官梁振英昨日強烈譴責前晚發生的暴力事件，，並形容是過去一連串違法事件變本加厲並形容是過去一連串違法事件變本加厲，，必須強烈譴必須強烈譴

責責。。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也批評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也批評，，是次事件是是次事件是「「徹頭徹尾的嚴重暴力行為徹頭徹尾的嚴重暴力行為」，」，並點出並點出「「明眼人明眼人」」都看都看

到到，，在事件中採取最多暴力的人在事件中採取最多暴力的人，，都是慣常就社會事件採取激進行為的人都是慣常就社會事件採取激進行為的人，，而非受影響的新界居民而非受影響的新界居民。。

各界擔心各界擔心，，是次只是預演是次只是預演「「佔領中環佔領中環」，」，一旦發生一旦發生「「佔中佔中」，」，可能會造成更嚴重的破壞可能會造成更嚴重的破壞。。

（（相關新聞刊相關新聞刊AA22、、AA33版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派示威者前晚暴
力衝擊立法會大樓，造成破壞，並導致多名執行職務的
前線人員受傷。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強烈譴責示威者的
激烈暴力行為，批評他們嚴重危害了所有在場人士的人
身安全，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及社會安寧。當局絕不容忍
或姑息，警方正全面調查事件，並會對有關人士追究刑
事責任，將涉案人士繩之以法。

政府發言人昨日在聲明中，表示當局絕不能接受立法
會綜合大樓前晚發生的衝擊事件，並強烈譴責示威者的
激烈暴力行為。

發言人表示：「示威者以暴力手段強闖立法會，對立
法會大樓造成多處嚴重破壞。示威者搶奪並推倒『鐵
馬』，衝擊立法會大樓各個入口，毀壞多處玻璃門，其
中一個緊急出口的防火門完全被打爛，及毀壞大樓外
牆。衝擊事件干擾了立法會委員會會議的進行，並有6
名立法會保安員與4名警員在執行職務時受傷。示威者
的暴力行為嚴重危害了所有在場人士，包括立法會議
員、執行職務的保安人員和警務人員的人身安全，嚴重
破壞社會秩序及社會安寧，我們必須予以強烈譴責。」

發言人強調說：「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我們絕不容忍
或姑息任何暴力行為。警方正對事件作出全面調查，並會
對有關人士追究刑事責任，將涉案人士繩之於法。」

特區政府並重申，尊重市民表達意見、言論及集會的
自由。公眾人士表達訴求時，必須遵守香港法律，不應
破壞社會秩序。

是次被點名批評的六大激進派組織，均與
社民連、「人民力量」及公民黨有千絲萬縷
的關係。他們通過暴力示威，呼應各反對派
政黨各項阻撓特區政府施政、阻礙香港發展
的圖謀。

與激進反對派關係密切
「香港人優先」前身是近年冒起的「港

獨」組織「我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創
辦人招顯聰為領頭人物，早前就糾集人馬，
在尖沙咀公開辱罵內地遊客，又曾於去年7
月1 日，聯同多名「香港人優先」成員到解
放軍駐港部隊總部門前挑釁，有關案件目前
仍在審訊中。
「左翼二十一」成員包括港大修讀政治及

法律系並擔任校報「學苑」新聞編輯的陳璟
茵、民主黨利東區區議員區諾軒、在嶺大修
讀哲學並同時擔任學聯副秘書長的何潔泓，
亦是出位的成員之一，過去多次示威行動中
「搞事」。
「土地正義聯盟」是由社民連主席梁國雄

一班議員助理發起，是新界東北發展一系列
政治風波的幕後主腦之一，包括反規劃、

「反國教」、「反赤化」、反水貨客、反警
權過大等事件，而背後卻與公共專業聯盟、
公民黨、民主黨、「人民力量」、社民連等
反對派有密切政治聯繫。
「青年重奪未來」是一群自稱希望重

奪香港未來的青年，透過不同行動表明
要 拉 倒 財 政 預 算 案 中 的 未 來 基 金 以 及
「毋忘反高鐵」遊行的行動者，多次在
遊行示威中作衝擊行為，事後卻又誣指
警方使用武力。
「古洞北發展關注組」是「打正旗號」為

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而生的組織，成員包
括召集人李肇華。有關成員無視香港缺乏土
地興建住宅的問題，以撤回發展計劃為目標
而發起激進行動。
「學聯」的專上學生聯會是香港最大的學

生組織，它是由本港8間大專院校的學生會
所組成，成立目的是為了推動學生運動與增
加學生對社會的投入，爭取同學權益為路
向。然而，學聯不少成員卻恃
着大專院校學生代表的身份，
經常參與及發動暴力抗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昨
日出席活動後表示，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對大樓造成多處
破壞，多名人士包括保安員與警員受傷，警方對此予以
嚴重譴責，呼籲市民以和平合法方式表達訴求。警方不
會容忍違法行為，並會將滋事分子拘捕歸案。

曾偉雄昨日表示，前晚示威者所為暴力，以硬物衝擊
大樓非常危險，不能姑息縱容，相信在場警務人員本身
已非常克制，並透露被捕者包括最少兩名議員助理。就
有被捕者聲稱在被帶上警車後遭警員毆打，他則指不會
逐一回應片面的投訴，警方會公正處理。

立法會財委會前晚審
議新界東北發展撥

款第二次受暴力衝擊，立
法會大樓多處被破壞。警
方發言人指出，部分示威
人士罔顧公眾安全，推倒
鐵馬及衝擊立法會大樓各
個出入口，對自身及其他
市民構成危險，警方即應
立法會要求提供協助。

6保安受傷
拘12男1女

發言人指出，過程中警方已曾向示威人士作出勸喻
及警告，只是示威人士拒絕聽從，警方才會施放胡椒
噴劑。由於示威人士拒絕離開，警方應立法會要求移
走示威者，並分別以涉嫌「妨礙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
會人員」、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及襲警，拘捕年齡
介乎19歲至39歲的12男1女。

發言人續說，警方於較早前也拘捕了8名年齡介乎
20歲至72歲男子，分別涉嫌「在立法會委員會舉行會
議時擾亂會議」、「妨礙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
員」、襲警及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並重申尊重市
民表達意見、言論及集會的自由，但強調公眾人士表
達訴求時，必須遵守香港法律和社會秩序。

據了解，在前晚衝突期間，6名立法會保安受傷送
院，其中一人腳趾骨裂傷勢最為嚴重，其餘則手臂、
頸部、膝蓋、手腕多處受傷，但現時已經全部出院。
事實上，本月6日發生同類型衝擊立法會衝突，已造
成8名立法會保安受傷送院，當中一人更出現嚴重肩
膊脫骹。連續兩星期的暴力行為，已導致合共14名保
安受傷。

梁振英：勿違法表訴求
梁振英昨日在出席公開活動後表示，前晚立法會發生

有激烈示威人士衝擊立法會大樓設施、衝擊警察防線，
造成最少6名立法會保安人員受傷，是次事件為「過去
連串違法行為的變本加厲」，因此需要強烈譴責。

他強調，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大家可以不
同合法方式表達意見，包括對新界東北新市鎮發展計
劃，而政府各部門包括警方均盡量配合大家合法發表
意見權利，「東北新界發展還要去立法會財委會審
議，希望有意見的人，以合法和平方式表達，不要再
在以後立法會的會議上進行任何違法的行為，更加不
應該衝擊立法會和警察防線。」

林鄭月娥昨日在另一活動後也主動談及衝擊事件。她
批評，是次事件「徹頭徹尾的嚴重暴力行為」，對暴力
衝擊表示極度遺憾，並強烈譴責示威者用竹杆、硬物衝
擊立法會大樓，導致多處破壞，並直言，「明眼人」都
看到可能採取最多暴力的人，或許不是受影響的新界東
北村民，而是慣常就社會事件採取激進行為的人。

林鄭：難容忍激進行為
她強調，社會不能容忍這些違法激進行為。由於事

態嚴重，昨早與行政長官梁振英及保安局局長黎棟國
開會，中午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秘書長陳維安見
面，要求立法會盡快召開行管會，認真檢討如何加強
措施防範暴力事件發生，因為有示威者已表明下周五
（20日）會再採取行動。

林鄭月娥重申，香港是崇高自由的多元社會，倘市
民不滿政府施政及表達意見，政府完全尊重並願意聆
聽，但不容暴力行為導致有人受傷及財物損毀，「全
社會都唔應該容忍」。她並向在衝擊中受傷的警員和
保安員致以慰問。

立法會前晚審議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大樓
內外受到一批激進示威者組織粗暴衝擊。特
首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等均點出，
暴力衝激者並非新界東北的居民。特區政府
消息人士昨日點名指出，粗暴衝擊者中包括
了6個非新界東北居民的組織，更有立法會議
員助理參與，批評他們蓄意非法聚會、刑事
毀壞、擾亂公共治安，公然挑戰法治，很可
能是為了預演「佔中」，更擔心「佔中」將
在該批人士參與下，暴力行徑會更為嚴重。

特區政府消息人士昨日點名指出，暴力衝
擊立法會者，並非新界居民，而是「土地正
義聯盟」、「左翼二十一」、「青年重奪未
來」、「香港人優先」、「古洞北發展關注
組」及學聯等6個組織，並批評有關人等蓄
意非法聚會、刑事毀壞、擾亂公共治安，公
然挑戰法治。

消息人士續說，是次暴力衝擊中被捕者
中，亦包括立法會議員助理，而「人民力
量」主席袁彌明，更刻意將自駕私家車停泊
在立法會停車場出口處，阻止立法會議員正
常出入，這反映了是次衝擊事件，很可能是
小規模的預演「佔中」。

消息人士坦言，可以預料，該批人士參與
「佔中」，將造成極嚴重的破壞，甚至將來要
立法會通過的2017年政改，該批人更會變本加
厲地衝擊立法會。警方不會姑息前日的衝擊立

法會事件，並以零容忍的政策檢控衝擊或破壞
立法會大樓的人士，和其他違反其他法律的人
士，包括經過勸喻而不散去的非法集會人士。

除了激進反對派外，有政界中人也擔心，
「佔中」是刻意引入「台獨」勢力，搞亂香
港。台灣的「反服貿」主事者之一林飛帆，
早前就在網上分享了香港反對派主導的「東
北告急，無你點得 ?」專頁的相片，更聲言
隨着國務院公布《香港白皮書》，「台灣人
真的應該好好認識香港，理解香港的處境，
台灣和香港必須互相了解，相互支援！」

勾結「台獨」勢力亂港
在前晚激進派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時，

林飛帆就發文引述來自一個「香港朋友」的
話：「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

事實上，「佔中」發起人就曾向「台獨」
分子施明德、林濁水等「請教」如何「抗
爭」，更向他們「求援」。在台灣爆出「反
服貿」示威，有「台獨」背景的「學生領
袖」林飛帆等「佔領立法會」、「佔領行政
院」，香港多個反對派組織，包括公民黨、
學聯及「學民思潮」等到台「聲援」，「佔
中」就高調稱將邀請他們來港
「交流」，反映「佔中」試圖
引入「台獨」搞亂香港的用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立法會立法會
大樓外牆大樓外牆
被損毀被損毀。。
羅繼盛羅繼盛 攝攝

■■受傷的立受傷的立
法會保安員法會保安員
送院治療送院治療。。

讀者提供讀者提供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黃偉邦 攝

■■行政長官梁振英行政長官梁振英。。

■■示威者前晚暴力衝擊示威者前晚暴力衝擊
立法會大樓立法會大樓，，用竹竿撬用竹竿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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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明眼人」看出施暴者非新界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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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激進團體大起底

政府：絕不姑息 絕不容忍

曾偉雄：滋事者必拘捕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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