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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棟國：不用催淚煙或釀傷亡
反對派立會死纏爛打 港府全力挺警盼各界支持

郭榮鏗無請假立會「失蹤」譚耀宗「頂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警方按法律及程序處理「佔中」事件，卻

被煽動「佔中」的反對派窮追猛打，昨日更在立法會提出針對警方的急切質

詢。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回應指，警方在「佔中」首日使用催淚煙是別無

選擇的決定，避免場面失控而造成傷亡，並對有關警方未有全力執法等指控

深表遺憾。他強調，警方縱使不時遭惡言挑釁，仍會繼續保持專業精神應付

挑戰，特區政府會繼續全力支持警方，希望社會各界理解、認同和支持。

警倘涉不當武力 特首：按程序公道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佔中」事件影響深
遠，更被指證獲外國勢力出錢出力推波助瀾。民建聯譚
耀宗及葉國謙昨日向立法會提交呈請書，要求成立專責
委員會調查「佔中」組織策劃、資金來源等。呈請書獲
37名議員支持，交由專責委員會處理。

查組織策劃資金來源等
昨日立法會大會上，譚耀宗及葉國謙提交由12名民
建聯議員聯署的呈請書，要求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佔
中」組織策劃、資金來源等。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二
十條，議員遞交呈請書後，立法會大會付諸表決時，只

要有超過20名議員起立支持，呈請書會交有關專責委
員會處理，由專責委員會決定是否成立無法定權力的委
員會。

曾鈺成宣布交專委會處理
譚耀宗發言時批評，「佔中」事件嚴重影響市民生活

及生計，並引起市民衝突，警方秉公執法時受無理指
控，年輕人學業及前途受影響，社會分化。他指「佔
中」事件已對香港造成廣泛影響，希望議員支持呈請
書，全面調查事件，包括組織策劃、資金來源、引起的
公共秩序問題、對香港各方面影響、特區政府處理手法

等，並根據調查結果向特區政府及社會提出建議。呈請
書獲37名建制派議員支持，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宣布交
由專責委員會處理。
反對派企圖抗衡建制派行動，民主黨單仲偕同於昨日

提交呈請書，獲公民黨郭家麒聯署。單仲偕聲稱，示威
者上月28日以和平方式集會，警方卻在未有清晰告示
下便使用催淚彈。
單仲偕又指，警方在本月3日旺角「佔領區」衝突中

執法偏頗，涉嫌縱容黑社會等，希望作出調查。呈請書
獲25名反對派「自己友」支持，曾鈺成宣布交由專責
委員會處理。

譚耀宗葉國謙促查「佔中」37議員挺呈請書

新一屆立法會會期首次大會昨日舉行，5
名議員在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批准下，

提出關於「佔中」的急切質詢。民協馮檢
基、工黨何秀蘭、民主黨黃碧雲及公民黨郭
家麒的質詢，都針對警方於「佔中」期間的
執法行動，包括「佔中」首日施放催淚彈驅
散示威者、處理旺角「佔領區」亂象及使用
印有「速離否則開槍」字樣的雙面警告旗
幟。

為免場面更失控別無選擇
黎棟國回應指，9月28日下午，有示威

者衝出正在行車的夏慤道，更多次衝擊警
方防線及襲擊警員，警方勸喻及警告無
效，遂使用胡椒噴劑阻止示威者衝擊，但
不少示威者配備護目鏡、口罩等，期望減

低胡椒噴劑效用。為免場面進一步失控，
警方在別無選擇下，有必要使用催淚煙。
他說：「試想像，如果警方防線被一層

又一層數以千計的示威者衝破，大批群眾
一窩蜂衝前，極容易造成大批人跌倒、被
踩踏或嚴重受傷，甚至死亡，後果不堪設
想。」
對於施放催淚彈的決策程序，黎棟國表

示，所有現場指揮官都已獲得授權作出使
用武力的決定，不存在每次都要請示上級
的情況。特區政府高層，包括特首、保安
局局長及警務處處長一直監察形勢及事態
發展，並支持警方的專業判斷及採取的措
施，當日行動由特區政府全權負責。

旺角封路阻礙警方增援執法

有指警方於本月3日在旺角沒有即時對暴力
行為執法，黎棟國強調，當日集結人數越來越
多，衝突此起彼落、地點分散，警方在人多混
亂的環境下維持秩序，保障在場人士安全極度
困難，加上要盡力協助人身安全受威脅的人離
開現場，築成人鏈隔開「佔中」者和反「佔
中」人士，過程中多名警員受傷。
他又指，警方當日要從各區調派人手增

援，「現場道路被人群和障礙物嚴重堵塞，
警車不能直接到達，更有警員徒步及改乘港
鐵，阻礙增援行動。」

警盡忠職守「未盡全力」指控不公
黎棟國說，事件發生後，警方已在旺角

加強警力。面對當日旺角人多混亂的場面，
在場警務人員已竭盡全力、不偏袒任何一方
地執法。對於有人指控警方「未有全力執
法」、「放走施襲者」、政府「縱容罪犯」
等，他認為指控對於當時執勤，付出心力、
汗水、盡忠職守的警務人員來說極不公平，
「我對這些指控深表遺憾。」

「雙面警告」旗幟已用數十年
對於「雙面警告旗幟」，黎棟國表示，9
月28日金鐘情況極度混亂，展示旗幟的警

務人員四面八方都有群眾，警方意向是對
衝擊警方防線的示威者展示「警告催淚
煙」的一面。雙面警告旗幟已使用數十
年，警方會進行檢討及考慮改善措施。

常遭惡言挑釁 仍保持專業精神
他強調，警務人員近日長時間工作，不

時遭到惡言挑釁、侮辱及人身攻擊。至本
月13日，已有30多名警務人員在行動中受
傷，但警方仍會繼續保持以專業、不偏不
倚、不偏袒任何一方的精神，應付示威帶
來的挑戰，強調特區政府會繼續全力支持
警方，以他們最專業的態度維持香港治
安，更希望社會各界理解、認同和支持。

郭偉強向警致敬 葛珮帆為警加油
對於有反對派議員的急切質詢針對警

方，工聯會郭偉強批評，反對派4條急切
質詢旨在打擊警隊形象和士氣，支援「佔
中」者，郭偉強向警方致以崇高敬意。民
建聯葛珮帆表示，有市民不明白為何警方
以血肉之軀保護「佔中」者，但仍透過她
轉達信息，希望警方加油，保衛香港。黎
棟國回應指，非常感謝市民對警方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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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佔中」肆虐，警方依法辦事，卻
被誣指為「警黑合作」。香港警務督察協
會主席敖志恆批評，有關言論「絕對是無
稽之談」。他強調，前線警員休息不足，

嚴重影響身體狀況，不實指控更令他們面對莫大壓力。
警方依法執法，卻被「佔中」者質疑「不公不正」，

甚至連「警黑合作」也公然宣之於口。香港警務督察協
會主席敖志恆日前接受本報訪問時，直指「『警黑合
作』絕對是無稽之談」。他強調，打擊黑社會工作一向
是警隊首要項目之一，成果有目共睹，並指縱容黑社會
行為對警方絕無好處。

敖志恆：同事挺管理層決定
敖志恆相信，警方目標沒有改變，同事相當支持管理層

決定，認為行動有緩急、有先後。他又指，正因為有關指
控，前線警員面對莫大壓力，加上「佔中」以來，同事食
無定時、休息不足，嚴重影響身體狀況。

他認為，從新聞片段所見，每逢有意見不合的市民起
衝突，前線警員都身處兩批人中間，期望以身作牆分隔
雙方，可見警員執法持平。

至於警方「清場」是否有理，敖志恆指由於不在現場，
不能評論。對於有市民批評警方亦有「拜關公」，故不應
把「拜關公」視為黑社會行為。敖認為，警員及市民均有
各自的個人信仰，不應一概而論。

陳祖光：障礙物阻路目無法紀
另外，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早前去信警隊人事

及訓練處處長周國良，引述多位同袍意見指出，管理層
應盡快解決事件，並指「佔中」集會已被確認為非法行為，集會人
士放置障礙物阻礙道路交通，等同目無法紀。

信件又指，市民自發行使公民責任協助清除非法障礙物，恢復交
通暢通，警察應依法協助清除交通障礙，而不是反過來守護非法障
礙物，以及協助非法集會人士進行非法行為。陳祖光又指，已接獲
不少同事抱怨，對此「感覺到，我聽到，我相信，基層警察的士
氣，已低至不能再低」。他又指，儘管不願意以「放棄或氣餒」形
容警隊現有心情，但「實在十分十分難過」。 ■記者 文森

公民黨黨員曾健超於警方清理路障行動中，懷疑被捕
時遭警員以不適當武力對待。一眾公民黨黨員昨日趁機
「傾巢而出」，其中負責主持昨日一個委員會會議的立
法會法律界議員郭榮鏗，沒有向秘書處「請假」便即飛

撲警署，最後要由民建聯主席譚耀宗「頂上」主持會議。
郭榮鏗原先須於昨日上午 8 時半現身立法會大樓，負責主持

《2014年司法（雜項條文）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但曾健超事
件備受輿論關注，郭榮鏗沒有向秘書處請假便突然「失蹤」。

有與會者透露，郭榮鏗曾透露希望擔任該草案主席一職，但昨日
早上毫無交代便缺席會議，令人感到「沒有任何分寸」，「當時大
家（議員們）已經到齊，還以為可以開會，秘書本身亦忙於找郭榮
鏗，最後才發現郭榮鏗去了警署找曾健超。」結果，會議臨時改由
譚耀宗負責主持。 ■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數十名無綫新聞
記者昨日聯署發表聲明，指昨凌晨警方於龍和道及
添馬公園清場的報道，與管理層就報道處理有分
歧。無綫其後發出聲明，強調電視畫面沒有半點刪
改，只是基於事件可能進入司法程序，因此要小心
字眼以免影響審訊，並表明公司尊重編輯自主。
一群無綫新聞部記者昨晚發表聲明，稱對昨凌晨
在龍和道與添馬公園的警方清場新聞，其處理手法
與公司管理層意見有分歧表示遺憾。聲明稱，無綫
攝影記者鏡頭記錄了多名警員制服一名示威者，並
抬到一角，其後對雙手被綁的示威者有所動作。
聲明續指，截至昨晨7時前，有關報道都有「將

他（示威者）放在地上，對他拳打腳踢」等描述，
至時近中午，有關字眼被刪除，並以「其間懷疑警
員對他使用武力」代替。他們認為，原先描述只是
「客觀根據事實報道」，對管理層決定感到不滿。
記協就此向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新聞及資訊部總監

袁志偉查詢，並引述袁志偉解釋，有關報道最初使
用「拳打腳踢」字眼，但在有關方面展開投訴及報
案後再使用實屬不當，遂作出修改。

袁志偉：涉刑事報道更要小心
袁志偉強調，修改地方為文字稿描述事件內容的

部分，電視畫面無一格改動。無綫新聞部一向秉持

真確、客觀、公正、持平準則，小心處理每一宗新
聞，尤以涉及刑事罪行的報道更要小心，以免影響
日後法庭審訊，妨礙司法公正，故報道涉及刑事案
件時都會採用「疑兇」、「疑犯」、「疑似手槍物
體」、「涉嫌××事件」等字眼。

明白同事壓力 尊重編輯自主
其後，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發表聲明解釋，由於涉
及刑事罪行事件，可能涉及法律訴訟，因此新聞部
主管決定使用較客觀的字眼，以免影響審訊、妨礙
司法公正，並強調修改地方為文字稿描寫事件內容
的部分，電視畫面無半點刪改。聲明並表示，明白
新聞部同事面對很大壓力，而電視新聞報道最重要
是真確，客觀中立和公正持平。公司尊重及支持新
聞部主管的編輯自主。

無綫：報道字眼客觀 免礙司法公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文森）對
於有警務人員被指執行任務時涉嫌對被捕人
士使用不當武力，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
指出，特區政府重視有關投訴，會根據既定
機制和程序，不偏不倚及對各方公道地處理
事件。警方表示，警隊已成立專責嚴重投訴
調查隊處理投訴，涉事7名警員已被調職。
梁振英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向傳媒重申，
警方和特區政府已多次呼籲「佔領者」不要
再次切斷交通，影響香港正常運作和市民正
常生活。
他說，示威者日前衝出龍和道切斷交通，
又在多處設置路障。警方採取行動後，有投
訴指警員涉嫌使用不當武力。梁振英表示，
特區政府重視投訴，會根據既定機制和程
序，不偏不倚及對各方公道地處理事件。

黎棟國：涉事7警已調職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出席立法會大會前
會見傳媒。他表示，有傳媒拍攝到有警務人
員對被捕人士使用不當武力，警方已發出聲
明表示關注，已經即時跟進，並會作出公正
調查：「投訴警察課已接獲相關投訴，會按
既定程序，公平公正處理。有關人員會調離
現行工作崗位。」
立法會大會上，黎棟國多次被反對派議員
問到相關問題。他重申，警方會按既定程序
公正調查，有關警務人員已調離現行工作崗
位，並希望大家了解事件前因後果，理解警
方採取的適時行動。
被問到會否對有關警務人員展開刑事調
查，他說投訴警察課可作刑事調查工作，過
往投訴警察課處理投訴案件時，曾發現涉事

警務人員涉及刑事罪行，並根據程序作相應
行動。

許鎮德：已成立專責調查隊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許鎮德昨日下午被

多番追問有關問題時透露，涉案警員共有7
名，包括2名督察及5名初級警員，有關警
員已被調職。由於投訴人尚未向警方錄取口
供，未能掌握實際情況，亦未知哪一位警員
被投訴，故現階段不會披露停職警員身份及
調職後的新崗位。
許鎮德強調，警方對事件非常關注，已即

時跟進案件及交由投訴警察課處理，警隊已
成立專責嚴重投訴調查隊處理。如果警員有
任何刑事行為，一定會以公開公平公正、不
偏不倚的態度嚴肅處理，如調查發現執法過
程中有刑事成分，一定會循刑事方向調查。

張達明：不因個別事件下判斷
監警會委員張達明昨日在另一場合表示，
從電視片段看，警員有關行為不可接受，已
有表面證據顯示有關警員涉嫌違法，相信要
啟動刑事調查。但他強調，不可因為個別事
件認為整個警隊或所有示威人士都會採取不
可接受的暴力行為，這對雙方都不公平。

陳弘毅：不以極少數行為作評價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表示，不能

以極少數人行為評價一個組織或機構。他
說，即使有極少數警員作出違法行為，都不
代表香港警察一般沒有市民要求的水平，但
若有人涉嫌違反專業守則，並有足夠證據證
明他們可能犯法，就應考慮檢控。

■譚耀宗批評，「佔中」
事件嚴重影響市民生活及
生計。 彭子文 攝

■葉國謙要求調查「佔
中」組織策劃、資金來源
等。 彭子文 攝

■黎棟國表示，警方在「佔中」首日使用催淚煙
是別無選擇的決定。 彭子文 攝

■葛珮帆表示，有市民
透過她為警方加油。

彭子文 攝

■郭偉強批評，反對派4
條急切質詢打擊警隊形
象和士氣。 彭子文 攝

■示威者暴力衝擊警方防線。 曾慶威 攝

■為方便市民日常交通，警方驅散龍和道示威者。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