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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自發挺警 周日遊行打氣
8月4日訂「撐警日」年年辦 帶出市民認同警方嚴正執法

由一批退休警務人員及民間團體等組成的「撐警大
聯盟」，發起於8月3日星期日舉行「撐警大遊

行」。大聯盟昨日舉行記者會宣布，是次遊行將以「全
家總動員，齊心支持警隊」為口號，表達支持警方嚴正
執法的訊息。大聯盟已接獲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

贈心意卡感謝信 向殉職警獻花
當日下午2時，他們會在中環遮打花園出發，沿金鐘
道東行遊行至警察總部，並向警方舉行送贈儀式，送贈
包括由參與遊行市民寫上鼓勵字句的心意卡及感謝信。
估計遊行時間約1小時，然後再返回遮打花園，舉行約
50分鐘的集會。
有關的集會將設致謝和分享儀式。李偲嫣在記者會上

表示，大聯盟已經訂購數千朵康乃馨，當日在集會上會
向由1997年至今殉職的警員獻花，又會邀請數名退休
警員到場分享，今日會公布名單。同時，他們會在集會
上總結當日遊行及大聯盟成立的原因。
她續說，大聯盟估計最少會有4,000人參加，包括3

個退休警務人員協會過千名退休警員，現役警員及其家
人。

李偲嫣：撐警精神傳承下去
大聯盟又宣布，把8月 4日訂為恆常性的「撐警

日」，「我們的『撐警』精神會一直傳承下去，而且愈
做愈好。」李偲嫣表示，即使「佔中」完結，大聯盟亦
會每年舉辦活動，但不一定是遊行，「就如『泛民』也

有『七一』。」
由於「撐警大聯盟」沒有大財團的捐助，全靠成員自
己籌募捐款，而最近他們就售賣T恤籌募經費，「暫時
只籌到非常少的5位數字。」
李偲嫣強調，他們希望透過「撐警大聯盟」，凝聚民

間團體對警員的支持和鼓勵，以遊行及其他活動的方
式，提醒港人要尊重警察。她不認同民間有出現警民關
係緊張的情況，「市民出事，或要問路，都是第一時間
找警察，大家的態度都良好，反而是少數反對派形容香
港警察是『公安』，他們是『暴民』，衝擊負責阻止他
們的警員。」

冼澤正：學生遊行如「辱警嘉年華」

「撐警大聯盟」召集人、退休高級督察冼澤正慨嘆，
警隊現時無士氣可言，警員上班不是為捉賊，而是要應
對遊行集會的示威者，「學生去遊行好像去『辱警嘉年
華』，手足們做得相當辛苦，更有人寧願提早退休。如
果你每天上班都被罵，又怎會開心？」
他並擔心，一旦發生「佔中」，不單會癱瘓中環，更
會危害香港治安，「1.6萬名警員負責應付『佔中』，警
員要輪更，『佔中』如果有萬多2萬人，你說怎對付？」

或「佔領《蘋果》」促黎智英交代
另外，李偲嫣表示，大聯盟還考慮發起「佔領《蘋果
日報》」，「他們立場偏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需
要向公眾說明，有沒有偏幫『泛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由反「佔中」組織「正義聯盟」成立的「撐警大聯

盟」，將於8月3日舉行「撐警大遊行」，並將8月4日訂為「撐警日」，以後每

年都會舉行活動，帶出市民認同香港警察的訊息及支持警方嚴正執法，維持香港的

安定繁榮。召集人李偲嫣昨日估計，大遊行最少有4,000人參加，包括3個退休警

務人員協會。

張德強：信警員對通例有正確判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警務人員以個人身份參與反「佔

中」活動，被反對派質疑牴觸《警察通例》。警方昨日強調，警
隊時刻保持政治中立，公平公正執法，而內部有指引要求警員避
免參與影響公正性活動，相信警員對通例有正確判斷及選擇。
有警務人員以個人身份參與政治活動，被部分人的質疑牴觸

《警察通例》。署理行動處處長張德強昨日在回顧今年首半年罪
案情況的記者會後，被追問受《警察通例》規限的警員在下班
後，能否公開表態反「佔中」時強調，警方時刻都會保持政治中
立，公平公正執法，「政治中立是警隊要求同事應有的取態。」
他自己就分別以6次中文及1次英文，強調「我個人保持政治中

立」。

基本法人權法賦警享言論自由
被問及警方如何確保已表態反「佔中」的警員能保持「政治中

立」，張德強指出，基本法及人權法賦予警務人員，享有與一般
市民無異的表達個人意見的權利。《警察通例》下有不少途徑供
警員表達意見，「內部有指引（通例）叫同事避免參與影響公正

性的活動，不論上班時，還是下班後同樣有效，並相信警員對通
例有自己的理解及判斷，作出正確選擇。
被問及「佔中」行動如箭在弦，張德強表示，針對日後可能發

生的大型行動，警方會審視當時環境作出調配，現時有完善的人
力安排，確保大型行動周邊地區治安不受影響。因應「佔中」，
他們已聯同各警區作調派，並呼籲市民策劃大型行動前預先通知
警方。

警實彈演習屬常規 與「佔中」無關
被問及警方日前在將軍澳進行的實彈演習，張德強表示，這只

是機動部隊的常規練習，與「佔中」無關。被問到日後「佔中」
示威者若採取完全不反抗態度時，警方會否承諾不會使用升級武
力如胡椒噴霧等清場，他則強調，警隊內部對武力使用有嚴謹指
引，會因應現場情況使用最低限度武力，一旦達至目的就會停止
使用，如發覺沒有其他方法可達至「合法目的」才會使用。

「警署助理」無警權 負責後勤聯絡
據悉，警方正準備聘請已退休前線警員擔任「警署助理」，負

責後勤及聯絡的支援工作。張德強承認，這是警方預見到香港即
將發生不少大型活動，故作出特別安排。「警署助理」不能行使
警權，及會按警區人力需要作調配，「初步了解現時退休同事反
應相當踴躍。」

總體罪案減 港治安34年來最佳 2014年上半年治安情況
下跌罪案 百分比
兇殺 -75.5%
強姦 -62.7%
行劫 -31%
非禮 -26.4%
青少年罪行 -20.2%
爆竊 -18.3%
家庭暴力刑事案件 -13.2%
傷人及嚴重毆打 -12.5%
三合會罪行 -11.6%
刑事毀壞 -10.7%
上升罪案 百分比
社交媒體騙案 +逾3倍
網上商業騙案 +80%
勒索案 +68.8%
電話騙案 +35.4%

資料來源：警務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兆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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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反「佔中」組織「正義聯盟」成立的「撐警大聯盟」，將於8月3日舉行「撐警大遊行」，並將8月4日訂為「撐警
日」，以後每年都會舉行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遊行以遊行以「「全家總動員全家總動員，，齊心支持警隊齊心支持警隊」」為為
口號口號，，表達支持警方嚴正執法表達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反對派在七一遊行後發起
支持者在遮打道集會預演「佔
中」，有25人被警方拘捕並控
以組織非法集結等罪名。他們
獲准保釋，分別要在今日或明
日到警署報到。涉及事件的民
陣和學聯稱，有16人已決定在
報到後會拒絕保釋，要求警方
即時檢控，否則就要無條件釋
放。

25人被捕
需今明警署報到
反對派在未獲警方發放「不
反對知書」的情況下，涉嫌違
法於七一遊行後，發起支持者
在遮打道集會預演「佔中」。
警方在清場行動中拘捕 511
人，其中25人被控組織非法集
結等罪名並獲准保釋，需分別
在今日或明日到警署報到。
將到警署報到的學聯秘書長

周永康昨日聲稱，不希望被保
釋阻礙參與「社運行動」，故
民陣和學聯將有16人會拒絕保
釋，要求警方即時檢控，否則
就要無條件釋放。學聯並將於
周六在灣仔警察總部外舉行集
會，聲援被捕者。
另外，他聲稱，學聯會視乎

人大常委會於8月底就政改的決定，倘
有關決定排除了「三軌制」及「公民提
名」，他們會籌備以罷課作為不合作運
動，甚至「公民抗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警方昨日
回顧本港首半年總體罪案，整體治安情況
繼續改善。警務處刑事及保安處處長羅夢
熊表示，總體罪案只有逾3.39萬宗，是自
1980年以來最低罪案水平，首半年大部分
罪案類別錄得逾10%跌幅，但仍有個別種
類罪案錄得按年升幅，詐騙案佔主要部
分。警方又承認科技罪案調查有難度，成
為拖低破案率的原因之一。

詐騙升22% 網上及電話重災
警務處刑事及保安處處長羅夢熊昨日表
示，今年上半年香港整體治安情況持續改
善，總體罪案錄得逾3.39萬宗，較2013年
同期下跌6%，單以上半年計算，更是自
1980年以來最低罪案水平。至於暴力罪案
方面，首半年錄得 5,418 宗，按年下跌
10.8%。不過總體罪案破案率卻只有
41.4%，錄得10年新低。
羅夢熊又指，首半年大部分罪案類別錄
得逾10%跌幅，當中包括兇殺(-75.5%)、強
姦(-62.7%)、行劫(-31%)、非禮(-26.4%)、青

少年罪行(-20.2%)、爆竊(-18.3%)、家庭暴
力刑事案件(-13.2% )、傷人及嚴重毆打
(-12.5%)、三合會罪行(-11.6%)及刑事毀壞
(-10.7%)。
不過，仍有個別種類罪案錄得按年升
幅，其中詐騙案共錄得4,372宗，按年升幅
達22%，尤以網上商業騙案、社交媒體騙
案、電話騙案及商務層面電郵騙案升幅較
大。
在網上商業騙案方面，首半年警方接獲

1,180宗舉報，按年大升80%，損失金額合
共約2,600萬元，金額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50%，其中涉及網上拍賣或購物佔58%，
其餘42%涉及網上貿易或信用卡盜用案
件。社交媒體騙案首半年亦錄得有466宗，
按年激增逾3倍，損失金額約4,300萬元，
較去年同期升逾倍。
至於電話騙案，首半年有1,178宗，按

年上升35.4%，當中有69.9個案沒有成功
騙取款項，騙徒手法仍離不開「虛構綁
架」及「猜猜我是誰」，分別有629宗及
545宗。

科技罪案難查拖低破案率
問及總體罪案破案率創新低是否與科技

罪案有關，羅夢熊承認科技罪案調查有難
度，又要取得電訊供應者合作提供資料，
又要與海外執法機構協調，所以成為拖低
破案率的原因之一。
羅夢熊又稱，警方上半年錄得422宗勒索

案，按年增加68.8%，當中「裸聊」繼續是導
致勒索案上升主因，有關案件按年升1.4倍至
317宗，損失金額由數百元至近7萬元不等。

內地客犯案 不及賣淫多
至於內地訪客在港犯案方面，今年首半

年因犯案被捕內地人有725人，按年增88
人，平均每10萬人中有3人犯罪，涉及罪
行主要是店舖盜竊、雜項盜竊、詐騙及行
使偽造文件等，佔整體被捕人數10%，警
方認為數字不值得驚訝。另外，有2,266名
內地人因涉及賣淫被捕，按年大增53%，
羅指當中逾2,000人持雙程證來港。
雖然個別罪案有回升趨勢，但嚴重毒品

案錄得1,083宗，按年減少3宗。羅指涉及
氯胺酮、可卡因及大麻的案件有所下跌，
警方及海關的搜獲數量方面，冰毒、氯胺
酮及大麻錄得上升，而可卡因、海洛英及
搖頭丸則錄得下跌，若以檢獲量計，最高
為氯胺酮，其次為冰毒及搖頭丸。

警海關交流 防非法槍械流港
此外，警方今年6月及7月發現3宗郵寄槍

械到港案件，羅夢熊指警方共檢獲7支懷疑
真槍、槍械配件及逾萬發子彈，警方正對有
關案件及啟晴邨槍擊案作深入調查，包括有
關槍械的來源。羅補充，有關涉案郵包由海
關在關口發現，強調警方會與海關以及內
地、澳門和海外的執法機關，保持緊密聯繫
及情報交流，打擊非法槍械流入。

■網上商業騙
案方面，首半
年警方接獲
1,180 宗 舉
報，按年大升
80% 。 圖 為
警方展示大埔
網購騙案中檢
獲的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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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266
名內地人因
涉及賣淫被
捕，按年大
增 53% 。
圖為警方的
「激流」掃
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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