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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守護護香港香港 反反對對佔中佔中 第六十一天

袁國強：禁制令無礙警原有權力
警可按需要全港執法 籲公眾勿被「範圍」誤導

救援受阻 車程4分鐘變35分鐘

外交部：中央挺港府處理「佔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
陳敏婷）包括法律界人士在內的多
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昨日聲稱，警
方在旺角的清場行動是「借法庭禁
制令借勢清場」。律政司司長袁國
強昨日嚴正指出，禁制令並不影響
警方原有法定權力，警方完全可按
需要在全港執法，不存在警方行動
是否超越禁制令範圍的問題，並呼
籲公眾不要被誤導。警方則強調，
警方執法範圍及權力不局限於禁制
令範圍，「無理由警方不能在香港
地方執法。」

警方昨日在旺角彌敦道的清障行動結束，彌敦

道全線下午開通。佔領行動的示威者不僅阻礙警

方在佔領區清障，而且在其他地區非法集結，企

圖實施再佔領。警方既有責任清障，也有法定權

力制止再佔領，不存在越權執法的問題。事實

上，警方的清障行動文明克制，面對示威者的肆

意挑釁衝擊，只是使用最低程度的武力。指責警

方暴力清場完全是無視事實，別有用心。

警方成功實施清障行動，宣告僵持兩個月的

「佔旺」徹底失敗。激進分子與警方對抗，阻擾

清障行動，被警方拘捕。有反對派議員竟然指警

方的行動沒有跟從法庭程序，對法庭和法治不尊

重。這種說法混淆視聽，完全站不住腳。正如律

政司司長袁國強指出，不存在警方超出禁制令範

圍執法的問題，因為法庭一早說明，警方除了有

權協助執行禁制令之外，亦有權在禁制令的範圍

之外執法。警方可以行使香港法例賦予的權力，

在全港範圍執法，亦有責任履行職務。激進分子

堵塞禁制令範圍以外的街道，干犯了「非法集

結」罪，警方當然可依法驅趕以至拘捕。

激進分子明知藐視法庭命令是嚴重刑事罪行，

會遭到即時拘捕，卻明目張膽地妨礙警方執行法

庭禁制令，製造激烈衝突，其所作所為才是不尊

重法庭權威，破壞法治。此次曠日持久的佔領行

動本身就是違法行為，佔領行動的搞手不自我反

省違法亂港的罪責，反指警方不尊重法治，實在

恬不知恥。

香港警方一向文明執法，社會各界有口皆

碑。近日旺角清障行動，再次彰顯香港警方執

法的克制忍讓。眾所周知，旺角佔領區的示威

者品流複雜，絕非善男信女。激進分子對法庭

的禁制令置若罔聞，一意孤行與警方對抗。即

使面對這些冥頑不靈的示威者圍堵，遭到示威

者拋擲雜物襲擊，警方仍只是運用最低程度武

力拘捕、驅散示威者，幾乎是用血肉之軀與示

威者近身肉搏。這在全世界絕無僅有。近日美

國、比利時都發生大規模示威，當地警方毫不

留情地動用催淚彈、水炮，乃至真槍實彈對付

示威者，不少示威者被打得頭破血流。難怪有

意見認為，香港警方太過仁慈。反對派議員竟

然罔顧事實，抹黑警方，指責警方暴力清場，

實在太過分。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絕不會相

信反對派的胡言亂語，反而更堅定支持警方果

斷執法，恢復香港的法治安寧。

警方有責清障 也有權制止再佔
反對派議員為配合「佔中」而在立法會大

搞「不合作運動」，已嚴重影響特區政府各

政策及項目的推展，浪費公帑。在昨日立法

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反對派議員更提

出動議中止蓮塘香園圍口岸及欣澳填海規劃

工程的討論。事實上，反對派議員拉布搞不

合作運動，是要佔領議會，癱瘓議會，這是

倒香港米的行為。

多個建造業團體成立大聯盟，反對有立法

會議員拉布，拖延基建工程撥款，影響從業

人員的生計。他們對激進議員在立法會財委

會及工務小組拉布表示焦慮及不安，指出上

個立法年度基建工程撥款大減超過9成，至

只有 36 億，影響全港 36 萬建造業人員的生

計，拖垮本港整體經濟。大聯盟又到立法會

向財委會主席張宇人遞交公開信，促請他履

行主席職責，從速審議撥款項目。

反對派早前突襲控制立法會工務小組，掌

握了財政控制權。工務小組手握政府工程撥

款的生殺大權，不先獲得工務小組審批，不

能提交財委會正式表決。反對派本來已在議

會大搞不合作運動，不是拉布就是流會，令

大量關乎民生的議題和基建工程受阻。反對

派將工務小組變成打擊政府的平台，是反民

主、反民生的霸道和無良表現。三堆一爐、

東北發展計劃、發展大嶼山等重大基建項

目，以及稍後的高鐵及港珠澳大橋超支撥款

申請等，都會成為反對派利用工務小組進行

狙擊的目標。反對派甚至表明杯葛施政報

告，置經濟民生及香港未來的發展於不顧，

這完全是與民為敵。

激進反對派綑綁整個反對派佔領議會，與

激進派騎劫整個反對派「佔領中環」如出一

轍。5 月 6 日的「佔中」商討日，反對派內

部票選政改方案，「佔中」激進派全力動

員，結果選出了三個分別來自「學界」、

「真普聯」和「人民力量」的俱含有「公民

提名」的最激進方案，「佔中」温和派的方

案全部落選。此後，激進派一步步綑綁反對

派搞非法「佔中」，弄得天怒人怨。激進派

騎劫整個反對派佔領議會，將來民怨肯定燒

到整個反對派身上。反對派中的溫和議員要

自救，就應與激進派切割，否則後果只能自

負。

反對派議員「佔領」議會倒香港米

強世功駁外媒：人大決定不可改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自明) 正當香港警方
「清障」開通旺角多條馬路，《華爾街日報》中
文網前日就引述所謂「知情人士」稱，「中央考
慮調整提名委員會的構成」。全國港澳研究會理
事、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強世功昨日
接受香港中通社訪問時表強調無論香港「佔中」
發酵到何種局面，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本年8月31
日就政改作出的決定，是終極的決定，是不可改
變的，不存在中央大規模調整提委會構成方式的
任何可能。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政改決定訂明，提委會將
產生2名至3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
須獲得提委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並按照
先前選舉委員會構成，提委會將由1,200人、四

大界別同等比例組成的辦法。

提委會構成不存在調整可能
《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前日刊載題為《中國政府

設法化解香港公眾的不滿》的報道，其中引述所謂
「知情人士」聲稱：「北京（中央）顧問和官員們
將重點放在提名委員會上，並考慮調整該委員會的
構成……這不代表讓步或妥協，而是應被視為全國
人大常委會就8月31日政改決定的澄清。」
強世功昨日在接受中通社訪問時反駁《華爾街

日報》的報道，強調不存在大規模調整提委會構
成的任何可能。無論香港「佔中」發酵到何種局
面，全國人大常委會8月31日就政改作出的決
定，是終極的決定，是不可改變的。

他指出，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政改決定中提
到，提委會將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
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既然是
『按照』，已說明提委會的構成方式不會輕易發
生根本性的改變。」

反對派死撐「佔」傷難彌合
強世功強調，香港當前的問題不僅是普選的問

題，而是社會分裂問題，質疑反對派若持續採取
「反中央、反政府」的立場，甚至是鼓動市民，或
是在立法會採取「不合作姿態」，那麼香港仍然難
以彌合「佔中」帶來的傷害，「所以要讓香港恢復
平穩發展，當前更重要的，不是中央修改方案或者
讓步，而是反對派應檢討自己的政治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警方昨日完成旺角「清
障」行動，逐步開通旺角彌敦道行車線。特區行政長官梁振
英昨日表示，警方過去兩日在亞皆老街和彌敦道，既配合法
院執達主任執行禁制令，同時也進行其他執法行動，讓當地
市民生活及店舖商業活動逐步回復正常。他呼籲「佔領」者
不要重返現場，試圖重新「佔領」。

居民商戶盼恢復秩序
梁振英昨日下午在韓國會見傳媒時指出，過去兩個月，由
於「佔領」和相關行動的影響，居民的生活及商戶經營者的
生計都受到影響，交通受到嚴重影響。警方在過去兩日在亞
皆老街和彌敦道，一方面配合法院執達主任執行禁制令，應
執達主任要求執法，同時也進行其他執法行動。
他說：「我希望『佔領』者知道其行為是犯法的，任何阻

撓執達主任或警方工作更加是犯法的。這個時候是香港生活
包括地區生活回復正常的時候。」
梁振英希望大家能夠回復港人慣有的守法意識，讓社會盡
快恢復正常，並呼籲「佔領」者不要重返現場，「目前旺角
街道基本上交通回復正常，當地市民生活及店舖的商業活動
亦逐步回復正常，我希望『佔領路』者不要重返現場，試圖
重新『佔領』有關的街道。」
被問及反對派質疑警方在清障過程中使用「過分武力」，

梁振英回應時指，政府定會按機制處理好任何投訴，但強調
警方在前晚和昨日行動中，警方都是使用最低程度的武力，
且十分克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立法會昨日以54票贊成、2票反對及
1票棄權，通過「促請政府盡快提出切實可行政制改革方案」的議員議
案。多名建制派議員在發言時指出，政制發展不能一步到位，批評
「佔領」行動假借「民主」之名破壞香港法治，又質疑香港反對派私
通外國勢力及收受「政治黑金」。
香港特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在回應議案時坦言，

「佔領」已打亂了特區政府第二輪政改諮詢計劃，相信市民現時最熱
切期望的是香港盡快重拾社會秩序，生活回復正常。
他指出，「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社會上有不少人對成功落實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預計，從最初的「樂觀」變到近期的「非常悲
觀」。有學生團體及反對派議員提出不符合香港基本法的「公民提名」及
撤回人大決定是不切實際，在憲制及政治上均不可行。目前政改的關鍵在
於尋找最大公因數，不要因為提名程序的分歧而扼殺落實普選的時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香港警方繼續協助執達主任執行香港高
等法院頒布的臨時禁制令，清除旺角「佔領區」障礙物，包括學聯代表
等違法「佔領」者被捕。外交部昨日回應行動時強調，所謂「佔中」活
動是徹頭徹尾的違法活動，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處置。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主持例行記者會時，被問到「香港開始清

除『佔中』障礙物，抗議者與警方發生衝突，有學聯代表被警方逮
捕。中方對此有何評論？」華春瑩回應時說，「在香港發生的所謂
『佔中』活動是徹頭徹尾的違法活動，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不會容
許，中國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處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消防處副消防總長梁偉雄昨日在記者會上
表示，「佔領」行動發生以來，受影響地區的緊急救護服務召達率都有下
跌，跌幅介乎0.45%至8.73%，令很多市民承受額外的風險。前晚至昨晨，
他們共接獲33宗發生在旺角「佔領區」的緊急救護服務召達，其中6宗因道
路堵塞而過時，最嚴重的過時個案發生在昨晚9時許，本來4分鐘的路程，
結果花上超過35分鐘，才能由旺角消防局到達上海街與山東街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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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志源：「佔」禍打亂次輪諮詢

警方連續兩日協助執達主任執
行法庭禁制令，成功清理旺

角被霸佔近兩個月的馬路。多名
反對派議員昨日質疑，警方是次
行動超越了禁制令的要求。本身
為法律界立法會議員的公民黨郭
榮鏗昨日質疑，警方在旺角的行
動未有按照禁制令程序，是「借
禁制令實施清場」，要求警方清
楚交代行動是清場或協助執行法
庭禁制令。工黨議員何秀蘭則稱
不滿警方借執行禁制令清場。

袁：警非只跟禁令字眼辦事
袁國強昨日在立法會會議後接
受傳媒訪問時特別指出，公眾不
要混淆或被某些言論誤導，以為
警方一定或只可根據禁制令的字
眼或範圍辦事。
他強調，無論原訟庭的區法官
和上訴庭的兩位法官都清楚說
明，今次禁制令相關條文並不影
響警方在法例下的原有權力。換
言之，警方一方面可根據法庭的
授權協助執達主任執行禁制令，
一方面警方同時可按情況需要行
使他們在香港法例下的所有權
力，香港法例下的所有權力並無

任何範圍，警方可在全港執行，
亦有責任執行他們的職務。故
此，警方絕對可以採取他們認為
應採取的執法行為，不存在超出
或不超出禁制令範圍。

原告授權代理人可參與
被問到學聯成員指昨晨清拆路障

的只是代理人而非執達主任，會否
違反禁制令的規定時，袁國強指
出，一般情況下，在執行禁制令
時，原告人或原告人的代理人可以
參與執行工作。只要相關人士是原
告人正式授權的人士，便可參與執
行禁制令的過程，最重要是視乎代
理人是否得到原告人授權。

許Sir：無理由警不能在港執法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許鎮德

昨日在記者會上批評，有人以砵
蘭街不在禁制令範圍為理由，作
為開脫非法集結的事實。他強
調，警方執法範圍及權力不局限
於禁制令範圍，「無理由警方不
能在香港地方執法」，警方是根
據《警隊條例》第十條，以合法
措施管制道路交通，移走道路障
礙物，重開道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民
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公民黨黨魁梁家
傑及成員郭榮鏗等，身為法律界中
人，卻煽動「佔領」示威者罔顧法院
的臨時禁制令。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
日不點名批評，一些曾受法律訓練的
公眾人士過去散播煽動違法的言論，
擾亂法治社會，促請有關人等發言前
三思，正視法治精神。

譚耀宗斥何俊仁扭曲法治觀念
反對派不斷扭曲法庭禁制令，民建

聯主席、立法會議員譚耀宗昨日在立
法會會議上提出口頭質詢，指「佔
領」持續至今，幾乎每日都有反對派
「大狀」發表扭曲法治觀念的言論，
何俊仁甚至以納粹德國比喻香港法
制，稱法治非無條件遵守法律，又有
「大狀」聲言「違法後自首無損法
治」，律政司應及時痛斥及反擊此等
誤導公眾的言論。
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也指，警方日

前執法「清障」，反對派竟散播「霸
路無罪執法無理」以至「夠人多就能
壓倒警方」等言論，試圖動員衝擊香

港法治，促請律政司關注事件。
經民聯議員石禮謙則質疑，「佔

領」行動持續逾50天，警方有權根據
法律清場，質問警方何以等到法庭頒
布禁制令才行動。

袁：須尊重法院維護法治精神
袁國強在回應時強調，要有效維護

法治，市民政府及整個社會必須尊重
法治精神，包括尊重法院判決，「法
治是民主的基石，追求落實普選絕不
能成為挑戰法治的借口。」
他坦言，令人擔憂的是，有公眾人

物包括曾受法律訓練者，多次公然提
到「違抗民事命令並非挑戰法治，只
有當有關人等違抗實際發出的藐視法
庭罪交付羈押令時，法治才會受到威
脅」，這些說法是錯誤和不正確的。
袁國強強調，作為律政司長有責任

維護香港法治，在誤導公眾言論發出
前或有可能發出，都會毫不猶豫作出
相關澄清，並會關注任何透過網上及
其他途徑煽動他人違法的言論。他呼
籲有關人等往後作出言論前三思，避
免影響香港法治。

批反對派知法者散播煽違法言論

▲袁國強指，禁制令並
不影響警方原有法定權
力。 莫雪芝 攝

▶警方可按需要在全港
執法，圖為警方昨凌晨
在旺角執勤。潘達文 攝


