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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損港 苦主可法律追究
譚志源：威嚇手段毀互信基礎 李家超：警高度警惕充分部署

譚志源昨日在立法會回應議員質詢時表示，「佔中」
主事者早已明言以違法手段癱瘓中環，倘有破壞公

共安全、社會安寧的行為，政府定必果斷執法，任何人
倘因他人違法行為而有損失，當然可循法律途徑追究。
他續說，政府一直關注「佔中」影響，例如擾亂社會

秩序、破壞營商環境、削弱香港競爭力等，而一旦交通
要道癱瘓，會影響緊急服務，對市民安全構成威脅。倘
「佔中」持續，即使中環的金融及相關機構有應變方
案，但「佔中」阻塞要道造成的連鎖反應，將對金融業
構成負面影響，政府會與商界及當區可能受影響的人士
保持聯繫。
他強調，政改方案必須得到廣大市民、立法會三分之

二的支持，強調落實普選的關鍵元素是依法辦事，包括
方案及爭取手段同須合法，並需要有互信基礎。
他並批評以威脅、威嚇手段來達至令一方退讓，並非

互信基礎，希望各界互相尊重。

張華峰關注金融據點保安
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問到，特區政府會否在各個主要

金融據點加強部署，例如金管局、港交所等，防範暴力
「佔中」。
李家超表示，「佔中」發起人曾承認「佔中」不能保證

絕對和平，指上周發生衝擊立法會事件後，報章社評皆指
難保「佔中」不出亂，特首、政府及保安局均高度重視和
警惕「佔中」這種「高風險」行動。他續說，警方會作出
充分部署，包括防範式、應變式，更要作最壞打算的方案
準備，警方已積極研究「佔中」可能出亂的情況，包括成
立小組、訓練設備、人手、暴力評估等。他對處理可能出
亂的「佔中」充滿信心。

葛珮帆：佔領行為不可能和平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發言時指出，從近日衝擊立法會事

件看出，類似的佔領行為不可能和平，容易造成嚴重暴
力衝突，同時令商界憂慮營商風險。
就特首梁振英早前指，特區政府不會向任何要求癱瘓

本港金融中心的人，發出「不反對通知書」，譚志源解
釋，「佔中」發起人早已承認「公民抗命」是違法行
為，特首當日言論只是闡述政府處理有關事宜的原則，
特首沒有、亦不會干預警務處長的決定。

陳恒鑌批「氹細路去坐監」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批評「佔中」是「世紀騙局，民主

迷債」，「氹細路去坐監」，無人可保證「佔中」可和
平進行，希望政府明確表示不會向「佔中」發出「不反
對通知書」。民建聯議員鍾樹根亦質疑，衝擊立法會大
樓事件是為「佔中」進行演習。李家超回應說，要按實
況處理，並強調超過50人的大型集會需通知警方，否
則便違反《公安條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對派

上周衝擊立法會大樓，香港市民都擔心違法

「佔領中環」將導致更嚴重的暴力行為。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署理保安局局

長李家超昨日齊聲批評「佔中」違法。譚志

源指「佔中」一旦發生，政府定必果斷執

法，任何人倘因「佔中」蒙受損失，可循法

律途徑追究，並強調依法及互信基礎是落實

普選的關鍵元素，以威嚇手段來達至退讓，

並非互信的基礎。李家超則指，警方高度重

視和警惕「佔中」這種「高風險」行動，警

方會作出充分部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對
派組織計劃明日再暴力衝擊立法會。署理保
安局長李家超昨日表示，示威者以暴力方式
強闖立法會，造成嚴重的破壞，現時警方正
展開調查，必定會追究刑事責任。警方不會
容忍或姑息任何暴力行為，倘發現有任何違
法、破壞社會安寧和公共秩序行為，定會採
取果斷行動，包括即時拘捕等。

蘭桂坊人踩人事件或重演
李家超昨日在立法會回應議員的緊質詢時

批評，示威者的行為，嚴重危害在場人士的
安全、破壞社會秩序和安寧，倘示威者不斷
向前衝擊，更可能重演蘭桂坊人踩人事件。
警方會作出適當調查，尤其針對存心衝擊或
以激烈行為攻入立法會者，並追究他們的刑
事責任，將涉案者繩之以法。
民建聯議員黃定光追問，有人在網上上
載「衝擊指南」，內容包括部署攻擊立法
會大樓，令人憂慮。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
更形容，這種公開教導如何圍攻立法會的
手法極為恐怖。
李家超明言，發布有關訊息可能觸犯刑
事條例，警方已高度關注並主動調查事
件，案件已交由商業罪案調查科的科技罪
案組接手調查。據了解，有關的網頁已被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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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約30名「愛港之聲」
成員，昨日中午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到灣仔香港警察總
部及立法會，譴責暴力衝擊立法會行為。「愛港之聲」
批評，近日暴徒衝擊立法會令他們擔憂「暴民政治」越
演烈，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故要發聲竭止。
「愛港之聲」昨日發起遊行，並先後向警方及立法會

秘書處代表遞交請願信。主席高達斌呼籲，社會應以文
明手法表達，並譴責暴力罪行，要求警方追究暴力衝擊
立法會人士的刑事責任，以法律制裁公然挑戰香港立法
機構、香港法律的人。

促追究破壞財物者民事責任
他們又促請政府追究示威人士破壞政府財物的民事責

任，賠償因暴力衝擊造成的經濟損失，因為香港納稅人
沒有理由以公帑為暴力行為「埋單」。
遊行人士又認為，新界東北發計劃是造福香港的計

劃，有利紓解市民對房屋的需要。倘不及早展開工程，
勢必影響市民輪候公屋的時間，更可能影響到財委會其
他有利民生的計劃，例如擴建瑪麗醫院等。

「愛港之聲」遊行 譴責暴徒襲立會

立法會昨日討論到「佔中」問題時，「人民力量」陳
偉業（大嚿）大放厥詞，竟稱警察經常「無理封路」才
令中環癱瘓，是「有牌爛仔」。建制派議員強烈譴責陳
偉業，批評他的言論對維持治安的警隊是極大侮辱及冒
犯。
陳偉業昨日聲稱，激進示威者經常堵塞馬路，是因為

警察經常「無理封路」才令中環癱瘓，並形容警員是
「有牌爛仔」。署理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聞言批評，陳偉
業的指控並不公道。警方每年處理約7,000場遊行示威，
運作暢順，警務人員也任勞任怨地執行職務。
民建聯議員陳鑑林批評，陳偉業以「有牌爛仔」形容

維持治安的警隊，是極大侮辱及冒犯，要求陳收回言
論。民建聯議員葛珮帆也對有關言論表示極度遺憾，並
對陳偉業予以強烈譴責。代主席梁君彥指，雖然陳的言
論非冒犯議員，沒有違反議事規則，但
會議是全港直播的，「公道自在人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大嚿辱警 陳鑑林促收回言論

多個團體遊行反暴 籲通過新東北撥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委會上周五
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申請，被暴徒暴力衝
擊。民建聯多個地區支部、工聯會及其屬會、新界社
團聯會「家庭團聚互助會」等多個團體近700人昨日趁
立法會大會舉行前，到立法會強烈譴責暴力行為破壞
議會，又呼籲財委會盡快通過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
撥款，讓社會向前發展。

籲各界齊聲維護港法治
民建聯多個地區支部、工聯會及其屬會，包括香港

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及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新
界社團聯會及「家庭團聚互助會」等多個團體近700
人，高舉寫「維護法治，反對暴力衝擊」的橫額，
到立法會示威區內請願，並繞立法會大樓及政府總部
一圈遊行，強烈譴責衝擊立法會的暴力行為，呼籲各
界齊聲維護香港法治。

譚耀宗：應予強烈譴責
多個來自不同黨派的建制派議員到場聲援。民建聯

主席譚耀宗表示，激進示威者不單衝擊立法會，更令
保安人員受傷，應予以強烈譴責。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斥責，「拉布」後立法會
緊接遇上暴力衝擊，恐怕會令港陷入癱瘓。倘這些行
為是並非示威人口中所說的民主，而是「假民主」，
因為衝擊是破壞法治。

梁君彥：拖下去令所有事停頓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認指出，反對暴力衝擊，是希望

能確保財委會能有效審批議案，否則政府多項政策難
以實施，只會一值拖延下去，令所有事停頓，為了香
港繼續向前，應該反暴力，讓本周五財委會可通過撥
款。

新民黨常務副主席田北辰反對一切暴力行為。香
港是法治社會，立法會不應受到衝擊，讓令香港發
展的議案能夠順利審議，因為香港人口未來會不斷
老化，倘香港經濟停滯不前，恐怕將來「無人
揹」。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批評，議會

文化遭到少部分「拉布」議員破壞，衝擊立法會更是
「最劣質議會文化」的體現，破壞香港向來理性、實
是求是的政治文化。他又認為，新界東北發展已有足
夠諮詢，本周五是時候作個終結進行表決，他亦會以
「無畏無懼」的心投下為下一代的贊成票。
民建聯於同日傍晚發表公開信，強烈譴責連續兩周

示威者包圍及衝擊立法會，令大樓多處受到破壞，釀
成多名保安人員受傷。他們對警方嚴正執法表達支
持，又認為衝擊立法會是對本港法治，以及會議莊嚴
的嚴重挑釁，絕不能容忍。是次衝擊立法會，也充分
證明類似「佔領或包圍等手法的抗爭行動」場面容易
失控，更甚者會引發嚴重的暴力衝突，故強烈要求
「佔中」發起人以香港整體利益及市民安全為重，立
刻宣布放棄「佔領中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激進分子借口反對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日前暴力衝擊甚至企圖「佔領」立法
會。全國人大常委、前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昨日強調，示
威者即使有怨氣難宣洩亦無必要出動暴力，並對此感到悲
哀。她再三警示「佔領中環」發起人，應想清楚「激進分
子會否容許『和平佔中』？」
范徐麗泰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香港是文明地方，立
法會是民意代表機構，雲集各種不同意見，有議員代表了示
威者的聲音，實無必要出動暴力衝擊甚至所謂的「佔領立法
會」，「其實，就是暴力行為。我不單止擔心還感覺悲哀。
目前是否無機會表達？表達後對方定必全盤接收？」
范徐麗泰以菜園村發展爭議為例，指出當時也非「佔
領」或衝擊立法會，「立法會是弱勢，這個地方是公開透
明的，示威者就以暴力行為迫使立法會關門。」

促反省強硬達目標後遺症
她表示，行政、立法關係差，但「解鈴還須繫鈴人」，

「沒有最差只有更差。比如，政府建議增加高級政治問責
官員被擱置，至財政預算案以往不會拖延至6月通過。立法
已經會變成拉布地方。大家手中都有權，唯有大家自行反
省：以強硬達到目標的後遺症。一個愛香港的人，是不是
想達到個人目標如此簡單。」
就反對派正全力鼓動年輕人參加違法「佔領中環」，范
徐麗泰再三提醒，「佔中」發起人應想清楚：激進分子會
否容許「和平佔中」？「若果一個地方有暴民政治，已代
表該地方已失去社會安全。現時不應該擔心警方如何處理
動亂局面，不應該擔心解放軍應否候命，而是擔心越來越
多人參與暴力所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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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港反對派早前「仆倒
去」英國駐港總領事吳若蘭官邸，討論香港政改問題，
但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邀約會面卻「扭扭擰擰」，被批
評企圖勾結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政。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譚志源昨日表示，政制發展是香港特區事務，是中
國內政，外國政府應尊重此原則，不應作出任何干預。
工業界議員林大輝昨日在立法會大會提出口頭質詢，
批評個別反對派人士高調跟美國副總統拜登、英國駐港
總領事吳若蘭等會面，討論香港政改問題，但卻不肯接
受張曉明主任的邀請商談。他詢問政府是否知悉有外國
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就政制發展方向指指點點，及鼓吹
和支持「佔中」行動。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回應指，政制發展香港

特區事務，全屬中國內政，外國政府應尊重此原則，不
應作出任何干預。他強調，特區政府不會受任何外國勢
力干預，而香港政治人物亦應理解此問題的高度敏感
性。至於為何反對派不肯與張曉明主任會面，譚志源指
林大輝應該向有關議員查問原因。

林大輝責外國勢力「唯恐天下不亂」
林大輝在跟進提問時表示，有不少外國勢力「唯恐天
下不亂」，插手香港事務，又指外國勢力與本港反對派
人士裡應外合，煽動「佔中」，擔心香港最終出現動
亂，認為政府「撲火救火，不如做好防火」，壓止外國
勢力干政。
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則批評，有反對派以金融界代

表自居，積極鼓吹「佔中」，與中央對抗，「仲搵外國
總領事撐場搞記者會，狐假虎威……天生媚外，以為外
國人先係老細。」
譚志源重申，政制發展是香港事務，不容外國干預，
並舉例指本月初反對派與吳若蘭會面後，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已發出聲明，強調中央是堅決反對外部勢力以
任何形式手或干預中國內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對派
暴力衝擊立法會，但香港電台卻邀請涉嫌參與
者，在節目中向警方作出無理指控，及煽動示
威者明日再圍立法會。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
林昨日促請有關當局，速查事件的「幕後黑
手」。

無譴責暴行 愧為公營機構
陳鑑林昨日在立法會緊急質詢時，批評反對

派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作為公營機
構、掌握大氣電波的港台，不單沒有譴責如此

嚴重的暴力行為，更在事件發生後翌日邀請當
日涉嫌搞事者在節目上肆無忌憚地「開咪」，
作出無理批評，肆意攻擊當日辛苦執法的警方
人員，企圖美化示威暴力行為，令外界產生錯
誤印象，以為暴力行為並無不妥，更可以有曝
光機會，令有關人等更為肆無忌彈。
陳鑑林批評，搞事者及組織團體已經表明將

會在本周五繼續重施故技，並稱會以更粗暴的
行為衝擊立法會大樓，並要求政府交代有否調
查有關組織是否非法團體，其背後的「話事
人」又是甚麼人等。

港台邀搞事者「開咪」圖美化暴力挨批

■■立會外進行緊急工立會外進行緊急工
程程，，防再有暴力衝防再有暴力衝
擊擊。。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當

局
促
外
國
勿
干
港
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激進
分子於上周五暴力衝擊立法會，導致多名警員
及保安受傷，但有搞事者反誣他們當晚曾被警
方「毆打」。署理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強調，警
方當日採取的行動合法、合理及恰當，不滿者
可向警察投訴科投訴。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昨日在立法會上指出，暴

力示威者近日不斷聲稱警方在上周五拘捕他們
後向他們「施暴」，但卻無法提出證據，「相
又無、片又無。」令人感覺有關人等是在試圖

轉移視線，為自己的罪行開脫。
他認為，倘有關人等確曾遭到粗暴對待，應

該向有關部門投訴，讓有關部門展開詳細的調
查。他又問到，倘發現有關人等的指控並非屬
實，當局能否控告他們誣告。
李家超在回應時指出，警方上周五的清場
行動，符合使用最低武力政策，採取的行動
合法合理及恰當，若示威者有不滿，可向警
察投訴科投訴，相關部門會按既定程序獨立
處理。

衝擊者稱被毆 遭質疑轉移視線

■多個團體請願，強烈譴責暴力衝擊立法會及反「佔中」。 梁祖彝 攝

■民建聯譚耀宗與請願者握手。
梁祖彝 攝

■工聯會王國興及黃國健等人譴責衝擊立法
會。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