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佔中」者或觸犯多項法例
法例 罪行 監禁/罰款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在公眾地方犯的妨擾罪等 3個月/$500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 3個月/$500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抗拒或阻礙公職人員或 6個月/$1,000

其他依法執行公務的人
《公安條例》 非法集結 3-5年/$5,000
《公安條例》 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 12個月/$5,000
《公安條例》 拒絕或故意忽略服從警察命令， 1-5年/$5,000-10,000

或違反集會或遊行規定等
《道路交通條例》 妨礙的罰則 3個月/$2,000
普通法 煽惑[犯罪] 與有關罪行相稱/監禁7年
普通法 協助、教唆、慫使、促致[犯罪] 與有關罪行相稱
《刑事罪行條例》 串謀[犯罪] 與有關罪行相稱
《刑事罪行條例》 企圖[犯罪] 如同有關罪行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協助罪犯 監禁10年(公訴程序)
普通法 毆鬥 監禁7年
《侵害人身罪條例》 襲警 監禁2年
《警隊條例》 拒捕 監禁6個月/$5,000
《刑事罪行條例》 刑事毁壞 監禁10年-終身
《刑事罪行條例》 遊蕩 監禁6個月-2年
《公安條例》 非法展示旗幟等物 監禁2年/$5,000
《公安條例》 暴動 監禁5年-10年/$5,000
《公安條例》 暴動拆卸建築物等 監禁5年-14年
《公安條例》 暴動破壞建築物、機器 監禁5年-10年
《公安條例》 強行進入處所 監禁2年/$5,000
《公安條例》 強佔處所 監禁2年/$5000
《公安條例》 在公眾地方打鬥 監禁12個月/$5,000
《公安條例》 公眾聚集中倡議使用暴力 監禁2-5年/$5,000

資料：《基本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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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守護護香港香港 反反對對佔中佔中 第十四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領行動

昨日踏入第十三天，特區政府「政改三人組」原

定昨日與學聯就政改對話，但學聯及其他反對派

團體突然將「不合作運動」升級，政府宣佈暫時

擱置會面，學聯昨日即發起意在長期作戰的「一

人一帳篷」行動，鼓動示威者在佔領區紮營「堅

守」。對此，香港各界人士均批評有人在事件中

煽風點火，提出「要求人大撤回決定」等苛刻條

件，甚至要脅動員市民長期佔領，對營造良好溝

通氣氛毫無益處，促請集會者撥亂反正，以理性

務實態度解決事件。

劉漢銓：如「無政府主義」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學

聯與政府對話前夕，突然重提「公民提名」，是「搬龍
門」，甚至揚言發動新一輪「不合作運動」威脅政府，做法
猶如「無政府主義」，「唔能夠因為爭取理想，而損害其他
市民的利益。」他認為，佔領行動已影響國際投資者對香港
的信心，對香港經濟、民生和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影響，民怨
已經積聚，促請反對派正視現實，停止佔領行動。

劉漢銓又指，全社會已經聽到學生和示威者的訴求，呼
籲他們應與政府尋求對話，而不是繼續非法霸佔馬路，又
強調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違法行為，特區政府有責任果斷
執法，不能無了期拖下去。

李慧琼：癱政府不切實際
身兼行會成員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昨日在電台訪

問中批評，學聯、「學民思潮」、「佔中三丑」及反對派
議員，突然在對話前夕將抗爭行動升級，聲言以癱瘓政府
作為要脅，是不切實際，做法令人驚訝。她相信政府暫時
擱置和學聯對話是迫於無奈，又指學生要求人大常委會撤
回政改決定及道歉，是超出特區政府權力範圍，如果他們
仍堅持，對話將無法達成。

林健鋒：有需要撥亂反正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昨日在同一節目中表示，曾與

反對派議員商討佔領事件，希望為各方找到下台階，對於
早前政府和學生願意商討感到高興，但過去數日又停滯不
前，令人感到不快。他批評有人在事件中煽風點火，要脅
動員市民參與佔領，認為有需要撥亂反正，希望學生與政
府盡早訂定對話日期，以理性務實態度解決事件。

葉國謙：清場可能性增加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昨日表
示，把「佔中」命名為「雨傘革命」已經觸動了中央神
經，批評學聯明知政府底線，仍提出「要求撤回人大決
定」、重提「公民提名」等苛刻要求，做法令人詫異。他
坦言，「佔中」已令民怨升溫，看不到「佔中」人士與政
府之間的談判籌碼有增加，若學聯繼續錯估形勢，持續這
些無可能實現的要求和違法行為，最終可能以失敗收場。
至於擱置對話或引起大規模佔領行動，他說，不希望看見
警方武力清場，但認為清場機會愈來愈大。

田北辰：香港不能被脅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民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昨日表

示，現時「佔中」集會已演變成「民意戰」，但由於香港
不可能長期被小撮人脅持，清場是遲早的事，至於是否設
限則須視乎事態發展，「香港警隊執法相對外國警方已經
非常包容。若示威者要逼令政府及警隊『跪低』，這是很
危險的事，我擔心警隊失去士氣會引發請辭。」

田北辰並直言，大部分學生是非常純潔，但少部分學生某
程度是非常自私，他們漠視佔領對社會產生的「後遺症」，
包括警隊士氣、其他市民生計利益等，只是想到個人理想，
但大家各有不同想法，亦非全數港人支持「公民提名」，
「即等同你只可有一種信仰，否則就要霸佔道路，你有咩資
格脅持全香港？這是理念不是價值觀的問題。」

周融：先撤離才適宜對話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言人周融昨日認為，政府擱

置對話是基於學聯等將行動升級，「我認為一定要示威者
離開，才能開始談。現在不可能再繼續威脅香港人，讓香
港人成為你的人質，『佔中』、『學民思潮』、學聯想收
手沒有呢?」

周融又批評所謂「一人一帳篷」行動，是要將亂局延長
至兩個月至三個月，搞「長期佔領」，深信港人對目前情
況忍無可忍。他呼籲大家站出來，支持特區政府及警隊在
和平及沒有流血下的情況下進行清場。

胡漢清倡先特赦後拉人

各界批學聯鼓動紮營脅迫政府
指重談「公提」「搬龍門」促正視民怨停止「佔領」

梁振英林鄭晤逾30議員商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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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對
於目前的「佔中」困局，身兼全國政
協委員的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漢清
認為，香港一定要維護法治，既然警
方由9月28日至今都保持克制沒有執
法，因此特首可頒布特赦令，然後給
予48小時的通知期，最後仍然堅持不
離開的人，便要果斷執法，讓香港可
以恢復法治。他強調，不是建議清場
或驅散，是要依法拘捕。

胡漢清昨日表示，基本法研究中心
絕對贊成大律師公會的聲明，因為大
律師公會是要維護香港法治，「你不

滿政制，但仍然要有法治，所以香港才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我們幾
十年來的金融中心形象毀於一旦。大律司公會說得對，就是要對法律
承擔。」

他解釋，目前香港最重要是恢復法治，強調無論任何情況，「佔
中」的違法手法都是不能成立的，「理想大家都有，但不是我代表民
主，我便做什麼都是對的，我有特權的，我不用接受法律制裁的。」

逾限期不撤離依法拘捕
胡漢清建議，基於政府由9月28日到目前，警方都沒有執法，所以

特首可按基本法第四十八條，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特赦由9
月28日起至通知期完結為止，而合理通知期，大約48小時便足夠。
到限期時，警方這個執法角色不是清場，也不是驅散人群，是要依法
拘捕。」

但他強調，特赦所劃的界線要清楚，即例如特赦不包括打架、與三
合會有關等的罪行，只應赦免屬與「佔中」有關的罪行，但亦只限於
參與者，並不包括策動者，組織者等；特赦亦不會影響受損失的人向
示威者或令其有損失的人進行索償，因為特赦只是政府不控告市民，
但索償是民事的，不滿者可以繼續進行索償。

批反對派當年否決政改
胡漢清又批評反對派在2005年曾於立法會否決政改，令政制沒有

向前行，現在卻要「一步到位」達至普選，強調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
列明，最終達至的普選要按「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他提醒
香港人，倘若真的選擇不要普選，最終人大的決定便無法落實。他建
議政府可考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補充報告解釋香港突變後的情
況，然後再重啟「五步曲」，但他相信，最終這屆政府已沒有時間再
重啟「五步曲」，要到下屆政府才能開始，「屆時人大有權再給你同
一個決定，也有權給你另外一個決定。」

不少市民慘受「佔中」牽連，胡漢清亦提出政府應考慮利用儲備成
立救濟金，因為這對某些人而言是災難性的，若以法律去向某人或某
團體索償，遠水不能救近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學聯突然宣布將「違
法佔領升級」，勢要無限期發動大規模的非法集結。特
區行政長官梁振英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晚在禮賓府

與逾30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商討「佔中」最新
局勢發展。

梁振英與林鄭月娥昨晚在禮賓府與逾30名建制派議員
會面，出席的建制派議員包括民建聯的譚耀宗、李慧
琼、陳克勤、鍾樹根、何俊賢；工聯會的陳婉嫻、王國
興、郭偉強、麥美娟；經民聯的林健鋒、梁美芬、張華
峰；新民黨的葉劉淑儀及自由黨的鍾國斌等。據了解，
梁振英於昨日傍晚邀約建制派議員會面，就佔領行動及
反對派議員的「不合作運動」聽取意見。

譚耀宗：憂有團體會自發清場
建制派議員於晚上9時許陸續到達禮賓府，整個會面

歷時兩個多小時。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在會後總結說，會
面主要討論因「佔中」引發的問題，議員表達了社會及
不同行業收集的意見並提出建議，希望政府早日解決。

譚耀宗續指，會上有議員提及反對派議員發起「不合作
運動」，認為這將對立法會工作有很大影響，特別是涉
及民生議案，希望各方都能以香港及市民利益為依歸。

針對政府擱置與學聯對話，譚耀宗引述林鄭月娥
說，對學生態度感到失望，他建議林鄭月娥繼續努力建
立對話，但擔心部分團體會自發清場，「現時很多不滿
的市民情緒高漲，部分團體打算自發清場，建議政府做
好準備。我們明白事情並不簡單，也急不來，盼望政府
能盡量說服學生，相信梁振英對民情及各個界別意見已
有更多了解。」

林健鋒：「不合作運動」損民生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在會後亦

指，是次會面有意義，大家在會上反映了於界別及選區
收集到的意見。他又批評反對派發動「不合作運動」，

希望他們停止，以免令政府政策或撥款程序出現任何延
誤，影響社會民生。

特首：將用盡一切可行方法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引述梁振英表示，希望議

員多給政府「少少時間」處理「佔中」問題，政府會用
盡一切可行方法，盡最大努力處理事件，亦希望議員理
解政府「將要處理的方式」，但未有透露具體計劃或何
時清場。她透露，會上有提及反對派發起「不合作運
動」，梁振英期望議員以市民福祉為依歸。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何俊賢指，林鄭月娥強調政府一直積極安排與學
聯就政改對話，但沒提及重啟對話的時間。

學聯「一日三變」感政府俾人玩
至於梁振英會否出席下周四的立法會答問大會，席

上亦有談及，但未有結論。有與會者又引述林鄭月娥
指，政府無否定將來與學聯對話的可能性，但批評學聯
「一日三變」，無端重提「公民提名」、要求人大常委
會撤回政改決定的訴求，「覺得政府俾人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佔中」行動、學聯和「學民思
潮」昨晚在金鐘夏愨道舉行集會，
聲稱是表達政府擱置與學聯對話的
不滿。參與的市民在夏愨道和附近
行人天橋聚集，有人更帶備帳幕在
馬路上紮營，準備通宵留守。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於集會上表
示，早前曾就籌備與政府會面，接
觸過憲法和政制方面的學者，但對
話最後遭到終止，批評政府不肯讓
步。他更要求問責官員參與「不合
作運動」請辭。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則高
呼：「堅守街頭，長期佔領，通宵
留守。」他指要擴大佔領範圍，呼
籲市民帶同帳篷到金鐘通宵佔領，
將夏愨道成為「民主大本營」。他
同時要求當局為放催淚彈道歉，否
則示威者不會撤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警察公共關係科高
級警司江敏強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留意到昨
日有報章指前線警員不滿管理層處理「佔中」的手
法，澄清「這是不真實的情況」，強調香港警隊是
專業執法部隊，成員經過嚴格訓練，一直是不偏不
倚執行職務。他又說，處理今次事件的難度很高，
複雜程度史無前例，任何失實報道對警員都不公
平。

江敏強又指，警方近日並非沒有行動，例如不斷
調派談判專家到金鐘勸喻示威者離開；另外，政府
官員、區議會主席、地區領袖、運輸業界都先後到
金鐘道，勸喻非法佔據道路人士移除障礙物，但遺
憾遭到示威者拒絕。他重申，警方不排除會在適當
的時候採取行動。

對於有團體表示可能自發清場，江敏強說，警方
最重要是保障市民的安全和公眾秩序，任何人都要
依法並以和平合法手段表達意見。

警澄清前線不滿非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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